
海口学校划片招生方案公布后，学区房备受关注——

学而优，择室？学区房，难说！
■ 本报记者 张中宝

备受关注的海口市2015年秋季中
小学划片招生方案日前出台，学区房再
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那么，海口市
在售的学区房主要集中在哪里，这些学
区房果真靠谱吗？海南日报记者带您一
起“看过来”。

优质学区房扎堆好地段？

名校因丰富的教学资源、雄厚的师
资力量等赢得更多家长关注的目光，同
时也因教育和房产投资因素成为楼市的

“香饽饽”，相比于同区域同品质的其他
楼盘，学区房在销售中多了一份成功的
砝码，周边学区房购房客群占比也不断
攀升。由于教育资源优势明显，导致“学
区房”价格始终坚挺，普遍比同区域其他
房源要高。

记者连日来走访发现，根据海口市
今年的划片招生方案，目前被热炒的在
售学区房主要集中在龙华路、西海岸、滨
海大道、南海大道、国兴大道、海府路、海
甸岛等较繁华的城区地段。而且不论是
新房还是二手房，均供应充足。

“目前在我们这里挂牌在售的学区房
很多，但是优质学区房源很紧缺，而且价格
只涨不跌，优惠幅度很小。”在海口市海德
路录德房产耀江店，一名工作人员如此告
诉记者，同一条路段，西边的优质学区房和
东边非优质学区房的价格相差一截。

据了解，海口西海岸的学区房价格
起价都在1万元/平方米以上，海甸岛二

十五小周边的学区房均价在8000元/平
方米至1.5万元/平方米左右。

买前明察暗访才靠谱

刚买了新房的海口市民陈余青表
示，“也曾想过购买学区房，但新房价格
较高，没遇到合适的二手房，而且学区房
片区划分变化大，可能到自家小孩上学
时，划片范围又发生了变化，因此最终放
弃了这个打算。”

业内人士建议，家长在购置学区
房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在购房前向学
校、教育部门了解招生政策及学区划
片变化；空口无凭一切以购房合同为
准；注意学区房入读学校的落户时间
要求；对房屋进行全面了解；多到实地
考察查看学校情况，关注房屋品质、周
边环境；及时摸清各个学校对学位的
特别规定。

省房地产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说，学
区每年都有微调，购房者在购买学区房
时还应注意查看学区划片详情，受生源
人数的影响，教育部门可能会对每所学
校招生区域进行适当调整，“今年该小区
属于优质学区房，明年就有可能被划出
去，在购买时须谨慎。”

该负责人认为，学区房只是比一般
的房子多了学区的优势，价格稍高一些，
主要还是要看房子的户型、格局、装修。
而且考虑到学区房的价格和购房者的负
担，建议购房者将目光锁定学区内小面
积的老房子，即使单价偏高，总房价也能
承受，将来出手也比较容易。

别过分热衷所谓的学区房

自己住的小区属不属于学区房？属
于哪个学校的学区房？现在买的学区房
今后是不是有用？这些都是家长所普遍
关心的问题。5月21日，海口市政府教
育总督学王涯燕和海口市教育局基础教
育处处长符延益对此作出回应。

符延益说，对中小学划片区域进行
微调，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海口
教育系统新建学校以后，片区内周边的
学校进行调整。“随着海口经济社会的发
展，特别是主城区的发展越来越快，周边
的、新建的、早建的小区入住率逐步升
高。而义务教育是以县为主的，因此在
划片过程中，还需考虑到行政区域的互
相跨越。”第二是考虑到海口市民上班因
素，包括海口学校的整体布局。符延益
强调，“这些调整与大家比较热衷的学区
房没有关系，是为了进一步开展国家教
育部、海南省教育厅等上级部门制定的
工作，并对义务教育实行学区制管理，对
小学升初中的招生入学工作进行改进。”

“不要过分热衷所谓的学区房，你
现在买的学区房，我们落实教育部和国
家规定，这个学区房的入学学校将是不
确定的。”他举例说，如果未来条件成
熟，将把西海岸一带、秀英片区一带的
海港学校和海南侨中，作为一个多对多
的随机入学方式，这个片区的人可能去
海港学校，也可能去海南侨中，随机产
生入学结果。

对于划片入学的问题，王涯燕解释

说，义务教育现在是免试、划片就近，就近
是个范畴，就近不等于最近这样的理解，
根据划片依据的几个原则，首先，大原则
以县为主这么一个区域来考虑。海口四
个行政区，在区域范围内进行划片，这是
大前提。第二，根据行政区域内的学校布
局情况来进行划片。其实也意味着，离学
校近不一定是“学区房”，而且并不是购买
了学区房就能立即享受到划片入学。

五个风险警示防噱头

“为了孩子，一味往前冲，固然精神
可嘉，但是在购买学区房时也应该注意
风险，不要盲目，而且还要量力而行，不
能不顾一切背上沉重的财务负担。”海南
中原地产高级研究主任马晓亮说。

对于购买学区房，在一些大型的中
介机构，会给购房者提供大量关于学区
房的信息，然而在一些小的中介门店，却
只顾将房子卖出，而忽略了对购房者的
风险提示。因此，记者在采访时，多个大
型中介机构的业内人士认为，购房者在
购买学区房时，一定要谨慎。

风险1：购买了某某名校的学区房
也不能高枕无忧，因为入学规则每年都
在变。

风险2：学校情况是动态的，不会一
成不变。还有一个情况也得防范，有的
小学和初中被企业收购后变为私立学
校，学校的体制变了，入学的规则也会相
应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对孩子教育和学
区房的价值都会有影响。

风险3：建议不要一窝蜂地集中在

名校周围，多深入研究那些正在成长的
学校，无论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还是房地
产投资都是有潜力的好学校。

风险4：名校虽好，但不一定适合你
的孩子。每一所成名的学校都有自己的
办学特色，这种特色只有符合了你的孩
子的特长或者发展方向，这所名校才有
价值。建议千万不要盲目迷信名校，适
合自己孩子的学校才是最好的学校。

风险5：当心“山寨学区房”，离学校
近不一定是“学区房”，而且并不是购买
了学区房就能立即享受到划片入学。

有些楼盘虽然与名校仅一墙之隔，
但并不意味就能进入该学校就读。虽然

“就近入学”是指距离居住地一定范围内
的学校就读，但是“就近”指的是相对就
近概念，而非绝对地理位置的远近，不是
指某个学生的家庭住址，距离某一所小
学或中学最近就能就近入学。

目前，市场上有些楼盘不管三七二
十一，将附近所有学校统统放进自己的
楼房宣传册中，并宣称自身为“学区房”，
其实楼盘能否划入学校的招生范围，需
事先了解清楚。而对于少数与名校距离
很近，但并不是其招生范围内的“山寨学
区房”，则一定要当心。

2015海南家居流行风之 3

■ 萧清

坊间流传一个玩笑，说当今中国教
育被楼市结合，孕育出一种果实，名叫

“学区房”。放眼看去硕果累累，惹人喜
爱，但要走近摘到手吃到嘴，且不是“烂
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一，为买学区房“砸锅卖铁”？不
易。对工薪阶层而言，几十万元、上百万

元的房款是要东拼西凑，好
不 容 易 才 掏

得出来，这是在海南，北京、上海的房价
就不用说了。有媒体曾报道北京一位家
长咬牙卖掉自己和父母的两套住房，在
一所知名小学旁买了一套面积更小的学
区房。而能这样出手的工薪族，认定这
钱买的不是房子，是孩子的前途，即便

“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
其二，辨识学区房陷阱？不易。今

年随着划片就学进一步规范化，各种择
校路子陆续被堵，有的开发商为圈钱在
项目宣传上搞手脚，情况变得复杂起

来。家长有的是花高价买了房，到了孩
子学龄期还见不到学校，有的是在名校
旁好不容易抢了个学位房，签了合同却
发现有问题入不了学。学区房“鱼龙混
杂”，怎样才能买到“真货”，挺考验虎妈
猫爸们的眼力和智慧。

其三，学区房能否助孩子“学有所
成”？不易。有权威研究机构调查研究
表明，孩子的家庭教育环境是影响青少
年成长的主导因素，而在学校所受教育，
对其价值观的形成所占比例仅

为10%左右，不知是否有道理。至于居
住在学区房里的孩子是否一定学有所
成？依笔者看来，也不能说一点关系没
有，但一定说中间有必然的联系，显然扯
淡。不然清华、北大将来岂不要为学区
房代言了？

人生一世，面临挑战很多，机
遇也不少，外因再好也
要通过内因起

作用。有志者宁静致远，
靠自身努力练就真本
事方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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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理由退房优势凸显
“百变辣妈5”受热捧

恒大文化旅游城是恒大集团在海口的扛鼎之
作，恒大“无理由退房”协议目前已落地在文化旅
游城，让消费者在此购房无后顾之忧。

恒大文化旅游城打造45万㎡的航母配套，涵
盖超13万㎡商业综合体、16万㎡国际商务集群、6
万㎡六国风情酒店、4万㎡超五星白金酒店、1.6万
㎡五国特色温泉馆、7400㎡国际会议中心、7600
㎡全能运动中心、9800㎡世界风情美食街、900㎡
八国风情酒吧街、1100㎡博物馆等，是集文化旅
游、商业会展、运动康体、休闲娱乐及生态居住为
一体的超规模、全业态世界级文化旅游度假样板。

日前，恒大文化旅游城为回馈广大顾客推出
“五月大优惠倒计时”活动，首付3万元起，即可抢
73-126㎡豪装花园美宅；7388元/㎡起送1600
元/㎡豪装。尊贵热线：0898-36665333。

同时，由恒大文化旅游城冠名赞助的“百变辣
妈5”活动报名正在进行中，目前离报名截止时间
不足10天，报名人数已经超800人，还剩不到
200名的席位。一位已经报名的李小姐表示：“最
初是有点犹豫，因为自己不够时尚，身材也不够完
美。但是很想突破一下，让老公和孩子看到更美
的我。报名之后，在摄影师和工作人员的不断鼓
励下，我发现自己身上是有独特气质的，对自己和
宝贝一起拍的亲子照也越来越满意了！”

据了解，“百变辣妈5”活动正在筹拍电影，并
已向全国公开召集辣妈演员。

只要是养育1-12岁宝贝的辣妈请关注“恒
大海口文化旅游城”官方微信，进入主界面点击右
下角的“百变辣妈”菜单栏填写信息，即可报名参
加“百变辣妈5”海南赛区选拔，并能预约拍摄时
间，活动报名截止日期为5月31日。预约成功
后，既有专业的摄影机构免费为你量身打造个性
亲子写真，后期设计成杂志封面上传组委会参与
评选，决选海南十强辣妈颁奖，参加风云颁奖典
礼；还可获得超级大礼包、超人气辣妈奖、最佳风
尚辣妈奖、最佳颜值奖；更有机会免费参加韩国
游，等你炫出自己！

学区房，想说爱你不容易

小户型也有“大空间”
■ 本报记者 张中宝

小户型的“硬伤”是房间数量少、家居功能区
单一。如何让家居空间实现“小户大用”或者“一
房多用”？海南日报记者就此走访了有关业内人
士，请他们给出合理建议，让有限的空间“扩容”
后，功能更多。

书房客房“左右逢源”
作为一个小三房的房子，除了2个卧室外，那

么另外一个房间一般被当做书房，其实不然，在装
修设计时不妨让书房和客房功能互用，遇到情况

“左右逢源”。
“如果是新婚夫妻与父母同住，那么就占了两

间房，剩下的一间，主人既要考虑到偶尔来客人的
需求，又想给自己读书“充电”留一席之地，此外还
要前瞻性地规划一下，作为下一步儿童房的使
用。”广东星艺装饰集团海南有限公司的柯宗石
说。“设计榻榻米可一举两得，再做一个靠墙的书
柜，附加一个可以折叠或收缩的书桌，既有灵活性
还兼具实用性，将来当儿童房也无需大动干戈。”

厨房+阳台＝家庭茶餐厅
柯宗石告诉记者，不少小户型的厨房通常都

连接阳台，可以把阳台和厨房进行一番巧妙设
计。利用落地门窗将厨房和阳台在视觉上“打
通”，把阳台布置成一个“小花园”，根据个人爱好
配上小巧而精致的台桌和椅子，在此吃饭不仅可
以观景，还是一个不错的家庭茶餐厅。一个悠闲
的下午，一杯茶、一本书，放眼远望，岂不惬意？

让浴室成为专属健身房
对于小户型而言，在有限的空间里单独辟出

一个健身的地方，有些不现实。七姓瑶海口公司
负责人罗敏对记者表示，如果浴室空间够大、采光
条件好，可以认真做一下干湿分区的装修设计，以
便在干区也可以小范围运动，比如放上一张瑜伽
毯或一两件健身器材，浴室也是你的专属健身房
了。健身后，直接在湿区冲个凉也很畅快。

名盘在线

■ 本报记者 张中宝

“卫浴，撩动你的欲望”这是国内一
个知名卫浴品牌的广告词。对现代人
来说，卫浴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沐浴的
地方，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一个放松心
情、享受生活的私密空间。那么，今年
什么样的卫浴产品将成为居家装修的
新宠？哪种风格将引领卫浴潮流？连
日来，海南日报记者走访了海口市多家
卫浴经销商和装修公司，一探业界的风
尚趋势。

流行：
体验“生活在浴室”

今年，多功能的洗手盆、美观实用的
浴室柜、色彩鲜艳的卫浴间和款式更

“潮”的智能马桶，成为了消费者追捧的
热点产品。生产厂家很快意识到这个趋
势，开始设计研发造型新颖的洁具产品，
许多新品陆续开始推向市场。

以往，因空间大小及观念不同，加上
价格颇高，“生活在浴室”的概念在国内
市场的实现度并不高，仅见于高端品牌
的整体卫浴系列。

浪鲸卫浴销售顾问蔡珊珊向记者介
绍，以前多数海口消费者的需求仅限于
在满足基本使用功能的同时，卫浴产品
还具有较好的外观及健康环保性。

“然而，现在不同了。不少年轻消费
者希望拥有一个既具时尚感、又有使用
情调的卫浴间。因此今年凸显‘浴室设
计感’的新品很多，水盆、储纳柜、浴缸、
马桶等都能配搭成同一颜色，还要恰到
好处不落俗套。”

比如浪鲸卫浴从按摩浴缸到坐便
器，再到蒸汽房，从卫浴五金到浴室家具
的设计创造，能享受到洗浴休闲、健康时
尚、温馨便利的现代卫浴体验；再比如科
勒多功能及造型新颖的卫浴产品，令人
在享受卫浴的同时，将现代生活的紧张
与舒缓在艺术面前得到平衡，让人感受
到卫浴的舒适感和强烈的“浴望”。

市场：
国产新品实惠好用
进口大牌价格不菲

追求实惠的消费者，可逛一逛金盛
达、城西和亚豪等建材城，这里卫浴品牌
和配件产品很多，价格从数百元到近万元
都有，大众化的款式、功能一般可以满足。

如果需要设计感比较强、带有点个
性风格设计的，则可去国度、万佳、居然

之家等家居卖场，各种材质浴缸、淋浴
房，乃至花洒、龙头都一应俱全，不少年
度新品都会首选在这些形象店上市。

当然，如果要买一些进口品牌，那比
较值得推荐的是国度和居然之家，这里
汇聚众多高端卫浴品牌，包括TOTO、
科勒、阿波罗等品牌卫浴产品。这些国
内外大牌都提供整体卫浴的多元化产品
线，无论是智能马桶、节水小便斗，还是
带水疗按摩功能的浴缸、多功能智能型
浴室柜、红外线的光波浴房，基本上都可
以找到。

多功能 让“浴望”尽情释放卫浴

热评 阿宝看房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