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张琼霞 美编/本版制图：梁文珊

家周刊

Home Weekly

2019.8.23��星期五

B

09

B

08

开学前夕

这些学生家长忙着搬家

学区房“租卖潮”进入高潮，有家长一掷千金，和房东签下近十年租约

案例

1

：搬家从幼儿园开始

吴女士原本住在海珠区某大型小区，

小区内配有两家市一级幼儿园， 但摇号都

没有中签。抱着一丝希望，吴女士给女儿报

了某省级幼儿园的摇号， 没想到竟然中签

了。但烦恼也随着而来，这所省级幼儿园离

自己所住的地方有二十几公里路程， 虽然

家门口有直达的公交车， 但夫妻两人都是

一早要上班，家里的老人年岁已高，每天接

送不方便。和老公商量了许久，吴女士决定

把现在这套房子出租， 然后在幼儿园附近

租一套房子住。

这个月初， 吴女士就把目前居住的这

套109平方米的三房放租， 租金4500元/

月。 与此同时， 她也在幼儿园附近寻租，

最终和业主谈下了一套90平方米的小三

房， 租金4600元/月。 “虽然比之前住的

房子小了点， 但离幼儿园近， 走路五分钟

就到。” 就在上周， 吴女士正式搬进新家，

“从住房到租房， 确实心态有点不适应，

但为了孩子， 必须这样做。”

案例

2

：一次签下九年租约

十几年前大学毕业的李先生来广州工

作，对番禺高性价比的楼盘一见钟情。 后来

随着儿子出生，教育问题摆上日程。“虽然

番禺也有几所不错的学校， 但和市区比还

是差了不少。 ”身边不少同事为了孩子，都

一掷千金买了学位房。 但由于和妻子两人

收入平平，目前番禺的房子还需要还贷，家

里老人也需要奉养， 如果再买套学位房几

乎承受不起。 思来想去，李先生还是选择了

择校+租房的方式。

李先生最终把儿子的学校敲定在天河

区某省一级学校，接下来就是找租房。 整个

8月李先生都在看房，既要离学校近，又要

装修不能太差。 看了周边十几套房子后，李

先生最终选定了一套楼梯楼。“虽然没有电

梯，但楼层在三楼。 ”李先生表示，最主要的

是这套86平方米的两房租金才3000元。 李

先生透露，这套房是朋友的单位分房，所以

租价比较低。 想着儿子小学六年都要住这

里， 加上周边配套齐全， 即便孩子读了初

中，这套房子也可以继续住。 李先生一口气

和房东签了9年的租赁合约，并一次性付了

半年的租金。 一次性解决了房子和上学的

问题，李先生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案例

3

：租单间孩子自己住

竞争激烈的小升初已经落幕，

朱女士的女儿小果成绩优异， 最终

被越秀某重点学校录取。 无奈家住

番禺，租房是必须的。考虑到朱女士

在外企工作， 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

国外出差。丈夫的公司又在佛山，如

果佛山越秀两地跑耗时耗力。 而番

禺的房子又舍不得出租给外人，

召开家庭会议之后，夫妻俩商量

好了， 就在中学附近租个单

间，平时给女儿请个钟点工阿

姨做饭搞卫生，周末一家

三口再回到番禺大房子

团聚。

刚开始朱女士觉得

这个想法太冒险，虽然有

人照顾起居，但女儿一个

人住是否有点不安全？很

快这一顾虑就打消了，原

来有同班同学就在同一

个小区租了房，同学父母

答应平时可以帮忙照顾

女儿， 加上女儿从小独

立，朱女士夫妻俩最终同

意了。

中介

以长租为主 距离远近成重要因素

“多的时候一天能有七八个，少的时候也

有两三个。” 越秀区某名校附近的二手房中

介经纪人赵先生称， 最近来租房的学生家长

很多， 而这股热潮将一直持续到 9 月开学。

据介绍， 从 7 月底开始， 学区房的租赁开始

猛增， 很多中小学生家长在暑假开始寻找合

适的房子， 为 9 月开学后陪读做准备。 之前

淡季一个月租赁不超过五套， 暑假期间每月

都能租出十套甚至更多， 租房量比平时增加

了五成。

据了解，在租房的家长中，孩子以择校生

居多，其中很多为一年级新生。 因此学区房的

租赁期限较长，有房产中介人士告诉记者，名

校附近小区的房子基本为长租， 不少家长一

租就是四五年。 而为了孩子上学便利，家长在

租房时会更多考虑环境、位置和配套设施等，

价格不再是最重要因素， 距离远近是看房者

非常重视的因素。“很多家长希望住在学校附

近，孩子平时走路上学，早上可以晚点起床，

中午也可以回家吃饭、午休。 ”中原地产左先

生告诉记者。 在户型上， 两室和三室备受青

睐。 特别是两室户型，方便一家三口居住，成

为很多家长的首选。

合富置业越秀庙前直街分行主管梁忠告

诉记者， 越秀区东山口一带租房的陪读租客

主要是小孩准备高二升高三的家庭， 而其他

陪读租客则会在 8 月中开始租房， 该区域的

租房市场一般处于求大于供的状态。

据悉， 陪读租客最大的租房要求就是租

期，这部分租客要求签订的租期不能太短，一

般是 3 至 5 年。 而业主在签约的时候，会与租

客约定每年递增一定的租金， 约升 5%左右。

此外，由于很多小孩都是由老人带，所以楼梯

楼 5 层以下的低层单位需求比较多。

数据

7月租赁量环比增一成 租金略涨

陪读租房带旺了近两个月广州二手房租

赁市场。 据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的统计显

示，7 月广州全市成交量环比 6 月大幅上升

11.68%。 租赁市场成交的区域分化特征进一

步显现， 租金方面，7 月全市监测点住宅租金

为 55.04 元/平方米·月， 其中中心城区为

57.42 元/平方米·月，外围区域为 35.35 元/平

方米·月。

从成交量来看，7 月广州全市监测点成交

量环比 6 月上涨 11.68%， 部分热门板块持续

升温，尤其是名校附近物业的房屋热租。 根据

本报和协会联合调查的 7 月份广州 23 家知

名中小学附近板块物业租赁情况来看， 有 18

个板块租赁成交量环比明显上涨， 有 2 个板

块成交环比持平， 仅有 3 个板块成交量略下

跌。 其中，中星小学和黄花小学所在的淘金建

设路板块 7 月出租 33 套， 环比 6 月的 26 套

上升了 21%。 而荔湾区华侨小学西区的周门

板块，7 月租赁量为 22 套，环比 6 月的 14 套，

成交量上升了 36%。 而位于赤岗小学附近的

赤岗板块，7 月租赁量为 29 套， 环比 6 月的

15 套环比上升 48%。

除了老三区之外， 天河近年来的教育优

势有目共睹，粤垦-五山板块周边聚集了广州

市天河同仁天兴学校、广州天泽中学、广州培

英实验中学等几所学校， 调查结果也显示，7

月板块出租套数为 30 套， 环比 6 月的 23 套

上涨了 23%。

此外， 租房热也带来了租赁价格的小幅

上涨，记者根据此次调查的结果看到，以上板

块租金相对稳定， 但也有部分板块租金呈现

小幅上涨的情况。 比如天河公园板块 7 月租

金为 63.06 元/平方米， 环比 6 月 59.99 元/平

方米的租金有小幅上涨。石牌-岗顶 7 月租金

为 76.49 元/平方米，环比 6 月的 73.42 元上涨

了 4%。 而黄埔区府、五羊新城、同德围-罗冲

围、新港西、洛溪板块、市桥板块、小北-麓景

等板块租金变化不大，7 月和前两个月的价格

保持稳定。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择校陪读的家

庭对于小户型尤其青睐， 所以一房和两房单

位的租金比大户型的价格上涨更为明显。 根

据合富置业提供的数据显示，现时该区域 40~

50 平方米的楼梯两房一厅单位， 月租金约

4000~4500 元，电梯两房

单位的月租金约 6500~

7000 元。与去年相比，租

金大概有 10%的升幅。

租房TIPS

律师在线

二手房延迟交易

有风险谁来承担？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莎琳）

房价

波动期， 二手楼交易中的违约现象明

显增多：买卖双方约定延迟交易，却遇

到楼价上涨、业主反悔；签订合同后，

楼价波动， 业主迟迟不办过户手续

……法律人士表示， 房屋买卖涉及双

方重大利益， 订立合同后应尽快完成

付款、过户登记及房屋交付等手续，有

利于防范交易风险。 如果交易时间过

长，则容易因房价波动、债务纠纷等产

生风险。

事件：楼价上涨 业主反悔

2017 年 12 月，买方陈先生通过 A

中介公司介绍， 以 120 万元的价格购

买了梁先生位于黄埔区的房屋， 因为

梁先生取得房屋尚有 9 个月时间方满

两年，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考虑，陈先

生与梁先生约定，待产权证满两年，即

2018 年 11 月后才办理交易过户手续。

在签订合同后陈先生向梁先生支付了

购房定金 24 万元及首期款 36 万元共

计 60 万元， 约定在办理交易过户后，

再支付尾款 60 万元，同时支付了 A 中

介公司中介服务费用。

2018 年 8 月， 梁先生见到房价上

涨后， 开始反悔继续履行与陈先生的

约定。 梁先生提出如要办理过户手续，

则需与陈先生重新签订价格为 200 万

元的房屋买卖合同，要求陈先生按 200

万元的价格支付购房款。 陈先生认为，

本次房屋交易的时间应是 2017 年 12

月，120 万元也是当时房屋的市场价

格，同时自己也支付了 60 万元给梁先

生，只是当时未完成交易过户手续，剩

下的 60 万元房款也约定在办理交易

过户手续后支付， 故不同意梁先生变

更合同的要求。

梁先生以中介隐瞒房屋交易信息

为由向协会投诉， 反映中介公司误导

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要求解除合同。

经协会调查， 梁先生的交易是 A 中介

公司在 2017 年 12 月促成的，整个交易

环节只剩下登记过户未完成。 现交易

不成的原因主要是 2018 年房价上涨，

梁先生欲反价出售。 在协会组织调解

的过程中， 协会向梁先生分析了目前

的情况：如果梁先生主动违约，是需要

按合同约定双倍返还定金 48 万元；陈

先生也可向法院提出因楼价上涨导致

120 万元不能购买同类型房屋，要求梁

先生赔偿因房价上涨而造成的损失。

且梁先生房屋再出售， 也未必能够买

到其认为的价格。 梁先生经过充分考

虑后，最终与陈先生协商解决。

律师：变更合同属违约

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法律咨询

服务中心律师周冬云表示，首先，房屋

买卖涉及双方重大利益， 订立合同后

尽快完成付款、 过户登记及房屋交付

等手续，有利于防范交易风险。 如果交

易时间过长，则容易因房价波动、债务

纠纷等产生风险。 本案的房屋买卖合

同促成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房屋当时

的市场交易价格为 120 万元，但买卖双

方出于节省税费的考虑约定 2018 年

11 月才办理交易过户手续， 故因延迟

交易而引起的相关责任与风险

（即房

价有可能发生的波动）

，理应由交易当

事人承担。 其次，作为买卖双方，房屋

买卖合同是在公平公正的条件下签订

的，双方都应该遵守约定。 根据《合同

法》第八条规定，因房价波动而主动提

出要求变更合同重要条款， 须经双方

协商同意，若有一方不同意修改，则提

出修改一方就有可能承担因此而产生

的违约责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莎琳）

一条

免费往返广州及东莞至南昆山的专车

线路： 南昆山碧桂园楼巴将于 8 月 24

日正式开通。 届时，

市民朋友可到指定

上车地点，免费乘坐

专线楼巴，一站直达

南昆山。

据悉， 本次南昆山碧桂园楼巴共

开通三条线路，分别是“广州专线 1：天

河宏发广场———碧桂园·南昆大观”

“广州专线 2： 增城凤凰城交通中

心———首创碧桂园悦山府———碧桂

园·南昆大观”，以及“东莞专线：东莞

东城万达广场———碧桂园·南昆大

观”。 据南昆山碧桂园透露，三条线路

全部开通后，每周五、六、日均有一班

车从广州/增城/东莞往返南昆山，去程

时间为每周五、六、日早上 9:30 始发站

出发；返程时间为每周五、六、日下午

18:00 碧桂园南昆大观出发。据了解，目

前项目在售的产品为 45～89 平方米的

山景高层住宅和 116～212 平方米的避

暑别墅，高层住宅 6800 元/平方米起。

南昆山碧桂园楼巴明日开通

□

本版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罗莎琳

随着开学临近，自暑期开始的学区房“租卖潮”也进入高

潮。 记者从广州二手房市场中了解到，不少为了孩子上学的

家长，都选择到即将就读的学校附近租下二手房。 有的甚至

一掷千金，和房东签下了近十年的租约。记者走访了解到，名

校附近小区的房子基本为长租， 不少家长一租就是四五年。

而为了孩子上学便利，家长在租房时会更多考虑环境、

位置和配套设施等，价格不再是最重要因素。

距离 离学校15分钟车程以内最好

租期 长租可给孩子提供稳定环境

目前有不少公寓为外地人士持有， 他们平

常并不居住在本地， 而是将出租事宜全权委托

给中介公司。 因此如果与中介公司签订租赁合

同时，最好争取签下一份长期合同。如果此法行

不通，也要了解清楚，跟中介公司续签合同时，

是否依然要支付中介佣金。当然，择校家庭最好

是直接与房东签订租赁合同， 这样即使对方不

愿意签订超过 1 年时间的长期租约， 也可保证

在下次续签的时候可直接与房东续签， 无需经

过中介，而免去一笔开支。

费用 注意续签会否产生额外费用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建

议，相对而言，越靠近学校房租水平越高。 因此

建议选择距离学校不远、公交车程在 15 分钟之

内能够到达的地区租房，可节约租金开支。租房

时，除了上学方便外，同时还要考虑自己上班是

否方便， 最主要的做法是选择在交通状况良好

的区域内，同时尽量减少公交转换的次数。因此

在租房之前，可依据学校为圆心，在交通时间不

超过 15 分钟的区域内，来寻找最适合自己上班

的地方，当然，对于有私家车的家庭可不考虑这

个因素。

频繁搬家麻烦不说， 还有可能会影响到小

孩就读。所以在租房之前，一定要向房东了解一

些情况， 比如未来几年内有没有出售房产的计

划，出租期限大概有多长。在租金相差不多的情

况下，尽可能选择租期较长的房子，以便给小孩

营造一个稳定的学习环境。

择校租房是一个长期过

程，因此要注意感情投入。如果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读， 极有可

能要租住五六年，即使读初中、

高中，也有 3 年时间。因此要尽

量维护与房东关系， 比如将对

方当成朋友， 逢年过节短信问

候一下， 甚至在对方需要的时

候提供一些帮助。 从礼尚往来

角度来说， 房东肯定也会有回

报， 比如涨价幅度不会高于市

场水平等。

关系 尽量维护与房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