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郑州的房价还会
再涨吗？”“如果我有房票，是否
还能入市？”“当下楼市被限购、
限贷、限售‘三座大山’压着，还
能出手买房吗？”预测未来是世
界上最难的事情，而预测未来房
价走势更是难于上青天，未来的
房地产市场会变成啥样，不妨让
我们来预测下。

我们知道，房价上涨的必然
因素是多样的。这几年农村的
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小城市进
入大城市，老百姓必须要有房
住，比如北上广这种大城市，每
年有多少本科生、硕士生、博士
生考入读书，很大一部分人都很
希望留在这里工作，他们需要住
处，小孩大了不愿意和大人住，
要自己住，要住房。一些有钱人
家还有第二套房、第三套房，房
价上涨正是由这些因素造成的。

最近这些年，无论是专家还
是个人，一直都在预测房价还能
涨多久。不过每次都是觉得没
有什么能够支撑房价上涨了，房
价却还是噌噌地往上涨，价格达

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2017年的房地产，事实上已进
入“平稳”阶段。

2016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专门强调“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要防止房地
产“大起大落”。很显然，很多购
房者并没有从“房子是用来住
的”出发，而是在焦虑中进行着
矛盾的选择。

有钱就购房置业是中国人
自古就有的传统观念，很多人认
为房子只会升值不会贬值。实
际上，目前应弱化住房的投资属
性，使其回归居住属性。加快建
立适应我国国情、符合市场规律
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
制房地产泡沫，又实现了住有所
居。

政策肯定是改变楼市属性
的重要边界。目前郑州的房地
产市场已出台限购、限价以及取
得不动产证三年内不准流通的
严厉政策，还能抢到房子的买房
人，无疑是幸福的。明明价值2
万的房子，房管局只准他们卖

1.5万，然后1000人排号抢200
套房子，能买到就是幸福。

但从投资角度来看，买了是
为了卖出去。当你带着幸运感
买到房子之后，准备转手卖出去
时，才发现具有资格的转卖对
象寥寥无几，且几年内不准卖
——你顿时会发现，原来你是带
着幸福感，做了接盘侠。

我尚不能确定今天幸运买
到房子的人，是接盘侠。因为目
前的政策导向就是让你做接盘
侠，但是，3岁孩子的妈妈，过几
年会变成9岁孩子的妈妈——
边界是不断变化的，谁知道明年
的政策是什么呢？

房地产的产品属性被打破，
新旧边界还在博弈。最终房地
产的新边界具体是什么，我不知
道，你也不知道。但肯定的是，
以往的经验来预测未来的房地
产，不说则已，一说都是错。那
么，摸着石头过河，不要太乐
观。毕竟你的购买力，也是商品
的重要边界之一。

6月11日，由谦祥集团、
福晟集团全权冠名的 2017
谦祥·福晟杯 CCTV《超强
宝贝》——全城联动25场选
拔赛启动仪式在谦祥·福晟·
兴隆城圆满举行！ 19:00启
动仪式正式开始，谦祥·福
晟·兴隆城总经理秦慧青，副
总经理吴林翊，著名评书艺
术家刘兰芳，中国文化管理
协会演艺工作委员会常务副
会长侯强，华娱百纳河南区
总经理路平共同开启仪式启

动球，预祝“谦祥·福晟杯超
强宝贝”选拔赛圆满举办！
每一个孩子都是“超强宝
贝”，您为孩子报过名了
吗？通过谦祥·福晟·兴隆
城官方微信报名或到访营销
中心即可免费领取价值220
元参赛券一张！央视舞台，
精彩由你！谦祥·福晟·兴
隆城，2.5 环上、地铁旁 103
万 平 方 米 纯 粹 住 区 ，约
65-142㎡的公园府宅，臻品
户型，美好郑出发！G

教育高配套，让孩子赢在起跑线
□记者 孙煊哲

核心提示 |
望子成龙，是所有

做父母的良苦用心。一
段时期以来，优质教育
资源配套、房地产“联
姻”名校，成为衡量优秀
小区不可缺少的标配，
也成为房地产行业提高
人居品质、改善城市人
居环境的追求目标。为
响应政府号召，多年来
正商地产持续加大对教
育资源配套的投入，探
索出从“引进来”到“自
建校”的模式，自建、捐
建了一批高品质学校，
让河南数万孩子享受到
高品质的教育。这从侧
面可以看出正商地产提
升居民品质生活的坚强
信心和决心，同时也是
正商地产高品质战略实
施的重要举措。

教育消费 投资家庭未来

幼升小、小升初、中招
……当下又是一年毕业季、
招生季来临，“再穷不能穷教
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在竞
争日益激烈的当下，许多家
长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想尽各种办法，希望孩
子进入理想的学校，让孩子
赢在起跑线上。而优质教育
资源的多重限制使得父母们
不得不面对更多挑战，能划
片上公立小学的房子价格更
是“水涨船高”，甚至是坐地
起价，家长们勒紧腰带，花费
上百万元，买下的或许只是
一个残旧的小房子，仅仅是
为了一个不能确定的学位。
此外，教育资源相对分散，从
小学到中学，为了追赶好学
校，家长被迫当起了现代孟
母，频繁换房，劳心劳力。

今年34岁的张晓静就因
为孩子上学的事费尽了心
思。她跟记者说，当年在正
商金色港湾买了一套房子，
后来由于改善需求，在北三
环又买了一套。但是搬过去
之后发现小区周边没有优质
的教育资源，孩子上学不是
很方便。听说原来小区附近
的港湾路小学教育质量很
高，找人花钱都很难进，而在
金色港湾住的孩子可以上，
因此又搬了回来。“教育是大
事，家长们挖空心思就是为
了让孩子上个好学校。”

记者了解到，郑州管城
区港湾路小学是 2009年正
商地产投巨资兴建的，无偿
捐献给政府，成为郑州市第
一家将一所学校捐赠给政府
的房地产民营企业。

播种未来 践行社会责任
当前，房地产业发展已进入到

业内所称的白银时代，消费者买房
不再仅限于只是一个居住的地方，
而且对小区内及周边环境配套都提
出了较高的要求，特别是周边拥有
优质的中小学校成为最终选择买房
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而教育是一
项事业，具有公益属性，教育资源的
不平衡、优质教育资源的紧缺，地区
差异较大等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个
领域。因此，房地产+教育就成了
很多开发商努力去挖掘的那片蓝
海。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地产与
教育的结合，从最初的“抱大腿”到

“自办校”，从“走出去”到“引进来”，
考验着房企实力的同时，也在检验
着房企的社会责任感。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投资
教育方面，正商地产始终秉承责任
正商的信念，以身作则，以提升品质

生活，改善人居环境为企业根本，在
努力发展壮大的同时，不忘回馈社
会，竭诚服务于众多家庭，尤其关注
孩子的教育成长：

2014年 5月份，一个月内，正
商地产旗下三个社区：正商银莺路
中小学、正商红河谷中小学、正商花
语里秦岭中学，三所公办学校联动
开建，成为政府热切关注，社会各界
广为传颂的教育佳话。

2014年8月15日，正商地产投
资兴建的信阳市第三小学正商学校
捐赠交付揭牌仪式在该校隆重举
行，这已是正商地产修建的第四所
学校。

据了解，正商非常重视教育资
源的配套建设和引进。红河谷小区
内配建有幼儿园和小学，目前已经
开始招生；正商智慧城小区内规划
自建5所幼儿园、外国语小学和中
学……

品质正商 百善为公

教育资源配套是品质地产的文
化名片，是一个社区，一座城市乃至
一个国家健康发展的力量源泉。正
商地产董事长张敬国多次强调，“包
括名校在内的配套设施要提前修
建，哪怕不卖钱甚至倒贴钱，也要尽
早建出来，今后每年将会有一所省
实验小学的指标入驻正商的项目”。

今天的教育攸关社会的明天，
正商地产深谙此道，每一所学校的
建立不仅是对正商旗下社区生活配
套的完善，更是对省会城市片区功
能化教育资源的优化和升级。这一

所所学校的建成，不仅有效提升了
社区品质生活的文化氛围，解决了
很多家庭孩子上学难的问题，也为
政府创建文明社区，提升城市文化
定位做出了显著贡献。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
年期。”多年来，正商得到超过40余
万业主追随便是最好的见证。一名
地产专家说, 一德立而百善从之，
正商地产多年来投身公益教育事
业，孜孜不倦，这是对文化教育事业
的关注，也是对中国慈善传统文明
的继承。

□大河楼市考生 高鸿鹏

亚星集团
举行CL建筑体系新闻发布会

谦祥·福晟杯
CCTV《超强宝贝》启动仪式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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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高考作文题——上海篇

预测，是指预先推测。生活充满变数，有的
人乐于接受对生活的预测，有的人则不以为
然。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思考。要求：1.自
拟题目；2.不少于800字。

我来预测2017年的房价

D

6月 11日，亚星集团举
办CL建筑体系新闻发布会，
将2017年作为亚星集团品
质提升年，誓以品质提升争
做行业引导者。发布会上，
亚星集团董事长高峰详细介
绍了亚星集团品质提升战
略。今年，亚星集团推出了
高端项目——亚星观邸，成
立了河南亚星教育文化发展
公司，联合二七区区政府、华
中师范大学成立了华中师范
大学附属亚星实验学校等，
率先采用CL建筑体系，是亚
星集团品质提升战略的重要
内容。

CL建筑体系是一种全

新的建筑结构体系，同其他
结构相比，具有环保、节能、
抗震、自重轻、工业化生产等
特点。亚星集团董事长高峰
表示，采用CL建筑体系无疑
将增加开发建筑成本，但亚
星集团始终将提升居住品质
作为第一职责，本着造福亚
星广大业主的初衷，按照计
划，亚星集团后续会将CL墙
体工艺，应用到金运外滩新
开云水居、双河居，亚星牛顿
公馆，亚星盛世雅居等集团
旗下项目，并逐步推广到所
有新开项目，为亚星业主营
造安全、健康、绿色的居家环
境！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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