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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
教育部接连出台
两个文件要求做
好“就近入学”
工作。 在优质义
务教育资源供给
不足的背景下，
这一意在遏 制
“递条子”、 “送
票子” 等破坏教
育公平行为的政
策， 使得一些希
望把孩子送入名
校的家长更加关
注学区房， 优质
教育资源供求紧
张的关系反映在
了房价上， 一些
地区的学区房价
格上涨。

“以房择校”
究竟是否公平？
买了学区房是否
等于给孩子享有
优质教育上了保
险？ 如何才能为
学区房降温？ 这
些问题被广泛关
注。

■本报见习记者 杨召奎

“我们这边的房子还剩3套了， 你要看
房的话， 这周赶快过来吧！” 5月11日，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李先生刚登上QQ，
就收到了房产中介的留言信息。

看到这个信息， 李先生很不是滋味，
心情变得沉重。

李先生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他的孩子
今年3岁， 由于住房附近没有“像样” 的
小学， 他一直担心孩子日后的上学问题。
而最新的幼升小、 小升初政策都强调“就
近入学”， 李先生认为孩子日后跨区择校
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于是便产生了购
买学区房的想法。

李先生的想法并非个例， 北京市某房
产中介置业顾问向记者表示， 虽然北京等
大城市近几个月的房产市场比较低迷， 但
是在“就近入学” 政策推出之后， 学区房
的热度却有逆市上扬之势。

学区房价格究竟如何？ 为何上涨？
“以房择校” 是否真能把孩子送进名校
“保险箱”？ 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价格疯涨的学区房

今年年初， 教育部接连出台了两个文
件， 要求做好“就近入学” 工作。 一是
《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
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 二是 《教育部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
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

“就近入学” 政策意在遏制“递条
子”、 “送票子” 等破坏教育公平的行为，
但在以小学为代表的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不
合理情况下， 这一政策却衍生出一类“以
房择校” 的变相择校方式。 而“以房择
校” 也直接推动了学区房价格的疯涨。

4月9日， 一则 《北京实验二小学区
房： 每平方米近30万元》 的消息引爆网
络， 引发了公众对学区房的持续关注。 5
月15日， 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 （本部）
附近一套面积仅为7平方米的学区房报价
220万元， 单价超过每平方米31万元， 再
次将学区房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当
然， 这只是一个极端个案， 但也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 优质小学入学教育机会稀缺使
得这些小学划片内的学区房， 成了二手房
市场上热炒的一个概念。

今年3月， 在对北京市东城区、 西城
区、 海淀区等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区实地考
察之后， 李先生看上了上地东里小区的学
区房。 李先生说： “那是上地实验小学的
学区房， 孩子上完小学后可以直升上地
101中学。 主要还是价格相比其他地方便
宜很多， 单价最低的每平方米51000元，
最高的也就每平方米60000多元， 大约
300万元就能拿下一套。”

不过， 由于前段时间工作繁忙， 李先
生没有及时出手。 就在这两个月的时间
里， 房价就涨了不少。 李先生说： “上周
中介就告诉我房价涨了， 现在最小的房源
只剩64平方米的小两居了， 单价在每平
方米61000元左右， 一套下来差不多390
万元。”

记者近日在中关村采访时发现， 只要
贴上“学区房” 的标签， 哪怕是八九十年
代的老旧房子， 也能够卖出别墅的价格。
我爱我家置业顾问告诉记者， 周边的东南

小区、 保福寺小区、 航天部社区都是中关
村一小的划片区， 是百分之百的学区房。

“一居室在每平方米9万元至10万元
之间， 两居室在每平方米7.5万元至8万元
之间。” 该置业顾问告诉记者， “东南小
区现在就有一套房源， 两居室， 58.9平方
米， 业主报价460万元， 满5年、 唯一、
没有税， 要买的话得抓紧了， 现在来看学
区房的人很多。”

“你还可以考虑中关村三小， 黄庄小
区的环境是可以和东南小区媲美的； 其次
是科育小区， 小区环境比较差， 房子比较
老， 但价格相对比较低。 科育的这个房子
69平方米， 南北通透， 业主报价520万
元， 而且满5年、 唯一、 没有税。” 该置
业顾问说。

不仅北京， 其他一些大城市也显现出
了学区房价格上涨的趋势。 来自安居客的
数据显示， 上海学区房过去一年挂牌价的
涨幅约为20%， 高于上海全市16%的平均
涨幅。 上海较热的学区房集中在浦东洋泾
板块、 徐汇徐家汇板块、 静安新闸板块、
杨浦黄兴板块等， 价格普遍高出同等区
位、 同等条件房源20%。

在南京， 学区房价格同样出现了较大
幅度上涨。 据南京网尚房地产研究机构统
计， 今年3月， 南京市排名靠前小学的学
区房挂牌价格中，“北拉力琅” 四大A类名
校学区房指数为1042.4点，环比2月增长了
2.2%；B类名校学区房指数为1035.5点，环
比2月增长了2.3%。其中，力学小学、成贤
街小学、 鼓楼一中心小学等3个学校学区
房挂牌价格涨幅更是高达5%以上。

学区房价格为何上涨

针对学区房价格飙升的现状， 复旦大
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陈钊认为， 这是
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环境下很自然的市场反
应。 陈钊解释说： “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
足， 优质学校的入学资格再与住房挂钩，
这种优质教育资源供求紧张的关系势必会
反映在房价上。”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基础教育研
究室主任汪明表示， 在教育部要求做好

“就近入学” 工作的两个文件出台之后，
关于学区房未来的走向就引发了人们极大
的关注， 当时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学区房价格必涨。 因
为， 尽管 《义务教育法》 早就强调免试就
近入学， 但“以权择校”、 “以钱择校”
的现象还是客观存在， 但这次两个文件的
出台， 是对“就近入学” 动了真格。 这样
一来， “共建”、 “占坑” 等途径就被堵
死了， 加上推优生、 特长生的招生比例也
在缩减， 原来想通过这些渠道将孩子送进
名校的家长， 就可能会考虑其他办法， 购
买学区房是其中的一种途径。

另一种观点认为， 从长远来看， “就
近入学” 政策的逐步推进， 对促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 缩小校际差距形成了倒逼态
势。 这会推动薄弱学校办学水平和教学质
量的提升， 逐步缩小区域之间、 学校之间
的差距。 如果家门口的学校都办好了， 家
长择校的欲望会大大降低， 就会导致学区
房遇冷。

“现在学区房价格出现了一定幅度的
上涨， 在很多地方可能是一个客观事实，
但其中也不乏房产中介机构炒作的嫌疑。”

在汪明看来， “学区房价格上涨也好， 下
降也罢， 至少从目前来看， 学区房价格的
变动与学校的招生方式， 特别是学区的规
划、 招生范围的划定有着一定的关联。”

另外，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学区房价
格还遵循这样一个规律： 面积越小， 单价
越高。 在中关村卖了４年房子的房产中介
魏女士告诉记者： “买学区房又不是自己
住， 就是要给孩子争取一个入学的机会！
既然小房子也可以落户， 也有学位， 当然
越小越好卖了， 虽然单价贵， 但总价低！”

她还对记者表示， 目前也有一部分家
长购买学区房是出于孩子上学和投资的双
重考虑。 她说： “目前， 中关村很多学区
房拥有的学位是6年一循环， 可以重复使
用。 比如， 你买了东南小区的房子， 落户
满３年之后， 就可以上中关村一小， 再过
６年， 待孩子一毕业再高价卖出， 可谓上
学与赚钱一举两得， 你说这样的学区房能
不火吗？”

购买学区房有风险吗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尽管学区房的价
格堪称“天价”， 但为了孩子能够上个好
学校， 很多家长哪怕牺牲自己的生活质
量， 还是趋之若鹜。 记者了解到， 很多家
长认定这样的逻辑链条： “要想考上好大
学， 就得上个好高中， 要想考上好高中就
得上个好初中， 要想上好初中就得上个好
小学。”

汪明分析认为， 从家长的角度来说，
希望孩子能够顺着这样的逻辑链条走下
去， 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从制度设计
的角度来讲， 要打破这一逻辑链条。

在汪明看来， 若能够打破这种逻辑链
条， 至少可以给家长一种信心， 上薄弱小
学的孩子也有可能就读好初中、 好高中，
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择校的热度。

“即使你的孩子上的是一所优质小学，
也不一定能够进优质初中， 而你的孩子上
一所普通小学， 却有可能升到某一所优质
初中。 你的孩子上的是一所薄弱初中， 但
通过名额分配等方式， 也可以获得进入优
质高中的机会。 这样， 家长择校的热情自
然会降低。” 汪明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究竟是上普通小
学直升到优质的初中好， 还是直接选择优
质的小学而不考虑孩子升入哪所初中， 已
经成了不少家长考虑的新问题。 在“北京
小升初” 论坛， 一位家长就发帖称： “我
们几年前买了翠微小学的学区房， 孩子还
小， 一直放着， 现在我听说翠小还可以，
但派位的中学不好， 愁死了！”

事实上， 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 如果
家长依然选择让孩子上优质小学进而升入
优质初中这条路径， 进而购买优质小学的
学区房， 那么家长的愿望很可能会落空。
这已经成为当前选择学区房的风险之一。

此外， 按照“就近入学” 政策的规
定， “划片入学” 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

“单校划片”， 即每所学校一个片区， 实现
就近直接入学， 此种划片方式的前提是各
校比较均衡； 二是“多校划片”， 即优质
学校不能单校划片， 不能直接入学， 优质
学校和普通学校要搭配划片。 正如教育部
副部长刘利民4月23日在教育部召开的专
题座谈会上所言， “购买优质学校周边的
学区房并不意味着能优先入校， 因为优质

学校不能单校划片， 而是和普通学校搭配划
片。 买了学区房只是具备了优质学校随机派
位的资格， 能不能进还得看学校的容量和报
名的人数等”。

购买学区房的风险远不止于此， 还有另
外几种情况需要注意：

一是一些中介所称的“学区房” 并非真
正拥有优质小学的学位， 现实中类似的官司
与纠纷并不少见。

二是多数学校明确规定， 一定时段内，
只接收一套学区房的一名义务教育适龄儿童，
因此学区房的学位名额可能已经被占用。 例
如， 中关村一小规定， ６年内只接收一套学
区房的一名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入学。 李先生
告诉记者， 他曾经就学区房的学位名额是否
被占用咨询过中介， 中介的说法是： “您可
以在签合同时， 把学区房学位名额没被占用
的情况写进合同。 ”但房产中介魏女士告诉记
者：“把学区房的学位名额没被占用的情况写
进合同，其实作用并不大。你想啊，等孩子到了
上学年龄，都过了好几年了，学校用名额问题
卡你，就算拿着合同，你也找不到卖方了。就算
找到了，你的孩子还是无法入学。 ”

三是很多地区还有居住年限的要求。 北
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北京将对相应的
学区房做出５年期的相关规定。 也就是说，
并不是买了学区房就一定能入学， 还须满足
居住满５年的条件。 现实中， 有家长名下的
房子不是学区房， 而孩子爷爷奶奶或者外公
外婆的房子是学区房， 家长便选择离婚， 造
成一方名下无房的情况， 便可以把孩子落户
到老人名下的学区房。 可是， 若按照北京市
政策， 孩子需要在学区房居住满一定时间才
能拥有某优质小学入学资格， 那么家长的一
番苦心设计也只能落空了。

“以房择校” 是否公平

随着学区房的热销， 有关“以房择校”
是否公平的话题也引发了人们的讨论。 有评
论称， “就近入学” 本是个意图良好的政策，
可对不少家长来说， 却意外结出了学区房这
颗不得不咽的苦果， 甚至成为一场停不下来
的金钱比拼游戏。 择校变成择房， 仍然是一
种变相的不公平。

但也有专家认为， 购买学区房恰恰是家
长们对“游戏规则” 的尊重。 这个规则的关
键词从“权力” 过渡到“财富”， 使得普通市
民也能够参与游戏。 这不是倒退， 而是进步。

对此， 陈钊说： “谁有钱买得起学区房，
谁就能够让孩子读好学校， 这是凭着家长的
经济实力来决定孩子能够接受怎样的教育，
这和家长交择校费上学本质上是一样的， 这
对低收入家庭来说是不公平的。”

但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傅蔚岗认为，对于天价学区房现象有失公平
的指责有失公允。他表示：“在没有天价学区
房之前， 平民子弟也很难选择一所好学校。
相反，更加严格的就近入学政策，会使那些
学区内的平民子弟有了更加稳定的预期。”

“不能简单地说‘以房择校 ’ 是否公
平。 从家长的角度讲， 如果他有这个经济
实力， 通过购买学区房让自己的孩子进入
理想的学校， 那是他的一种主动选择。” 汪
明说， “不过， 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
但凡有能力购买学区房的家庭， 孩子就能
够进入优质学校， 相反， 没有能力购买学
区房的家庭， 孩子就没有进入优质学校的
机会， 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透视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系列报道②

购买学区房是否真能把孩子送进名校，以经济实力换取入学机会是否有失公平———

“以房择校”需打问号

购买学区房须谨慎

风险1： 根据当前的划片政策，
购买学区房虽然可以使孩子上一所优
质小学， 但孩子却可能被派位到一所
薄弱初中。

风险2： 购买优质学校周边的学
区房并不意味着一定能优先入校， 因
为优质学校不能单校划片， 而是和
普通学校搭配划片。 买了学区房只
是具备了优质学校随机派位的资格，
能不能进还得看学校的容量和报名
的人数等。

风险3： 一些中介所称的“学区
房” 并非真正拥有优质小学的学位，
现实中类似的官司与纠纷并不少见。

风险4： 多数学校明确规定， 一
段时期内， 只接收一套学区房的一名
义务教育适龄儿童。 例如， 中关村一
小规定， ６年内只接收一套学区房的
一名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入学。 因此，
学区房的学位名额可能已经被占用。

风险5： 并不是买了名校学区房
就一定能入名校， 一些地区规定了获
得入学名额必须满足居住满一定时间
等条件。

观 点

如何给学区房降温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基础教
育研究室主任汪明：

天价学区房的出现， 确实是政策
制定者不愿看到的。 但是， 学区房只
是政策制定者考虑的一个方面， 毕竟
制定“就近入学” 政策还要综合考虑
多种因素。 不过， 天价学区房的出
现， 确实也提醒政策制定者， 多考虑
一些现实层面的因素。 就目前而言，
科学统筹教育资源、 合理划定招生片
区至关重要。 如果招生片区划定过
窄， 甚至只是简单化地一一对应， 学
区房炒作有可能进一步升温。

从今后的招生方式改革来看， 应
适度扩大招生片区范围， 确保在每一
个招生片区内都有优质学校， 从起始
阶段为孩子提供一个公平的机会。 逐
步推进多校划片， 通过随机派位方式
确定每个孩子的就读学校。 也就是
说， 不论是住在“学区房” 还是“非
学区房”， 所有孩子都拥有进入名校
的同等机会。 这样， 随着规范学区房
居住年限等条件标准的实施， 特别是
随着多校划片方式的逐步推进， 学区
房的炒作自然会逐步降温。 当然， 要
从根本上解决学区房过热的现状， 还
要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上下更大
功夫。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陈钊：

教育均衡至关重要， 若实施划片
入学， 并想给学区房降温， 必须增加
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的供给， 或者缩小
教育资源之间的差距， 改变区域之
间、 学区之间、 学区内教育资源不均
衡的状况。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傅蔚岗：

“用均衡资源打破天价学区房神
话” 听起来有道理， 但实际上不可
行， 因为很多既有的投资无法折算到
未来。 对此有以下建议： 一是所有优
质小学的入学名额都通过抽签获
得———在全区甚至全市范围内抽签，
这是一种形式上的公平； 二是推行房
产税， 即学校的支出由所在学区的房
产业主共同承担， 即让有支付能力的
人承担起学校的费用。 总之， 对于公
立学校， 要均衡配置资源； 对于私立
学校， 可以让家长根据自身的支付能
力进行选择。

提 示

2014年
5月8日， 某
省一处在建
学区房打出
“12年一站
式教育” 的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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