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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看起来实体中
介与互联网直接的“矛盾”似
乎难以调和，但没有人能否认
自己对对方的需要。

如真二网，虽然房小二项
目曾遭遇“围攻”，但是在其项
目发展上，却又和传统中介有
千丝万缕联系。刘正一就表
示，其房小二很多来自传统中
介的经纪人，而刘先生也称，
平时也会与互联网中介有一
定的合作，“对方给我提出相
关要求，我根据要求来为客户
服务。”

即使是遭遇抵制最强的
搜房网，中介联盟也没有一刀
切断与其的合作。“双方有较
好的合作历史与合作惯性，希
望避免双输”，成为很多实体
中介给出的官方答复。

这种藕断丝连的状态，足
以反映出行业的一大尴尬：互
联网中介离不开实体服务，而
与此同时，手握地域优势的实
体中介，同样也无法拒绝互联
网所带来的大流量。

以二手房为例，相关数据
显示，郑州市2014年二手房

交易量超过5万套，而这个数
字在今年则可能突破8万套。
而仅真二网一家二手房网站，
在10月份该网站的PV（日均
访问量）稳定在近48000人，
UV（独立访客）则在3000人
左右波动，成交量单月超过
300套。

“对于一部分线下中介来
说，有时候一年只能成交1单
或者几单，收入较低，而与互
联网中介合作，使服务成交率
上升，间接带动了从业人员的
收入，这是他们愿意合作的一
个原因。”一位从业者表示。

而对于互联网中介来说，
摆脱实体从业依旧显得不太
现实。真二网一位人士就坦
言，解决了信息对等之后，就
需要解决交易便利。作为较
为专业的领域，如果自己培
训，成本、时间都是需要考量
的问题，所以直接选择转投过
来的从业人员，更便捷、快速。

从这个角度来看，线下中
介离不开线上，线上也摆脱不
了线下，似乎融合格局正在形
成，但刘先生认为，由于思维

方式不同，

房产中介不一定会同其他行
业一样融合充分，而可能是

“两条腿走路”。
他分析，传统中介的互联

网化从目前看来，仅仅是将其
作为工具，对于互联网中介来
说，传统中介的作用同样如
此。两者取相互之间急需的
部分作为补充，但是双方的模
式上仍旧没有太多的交集。

但不得不说，无论房地产
中介未来保持何种业态，透明
度的增加和利润趋于平稳化
的状态将因为互联网中介的
出现而逐渐成形。在这种格
局下，无论是传统中介还是互
联网中介，站在同一平台上的
发展，显然对其业务的开展提
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更好地
刺激买方市场，如何做好客户
服务和定位，显然将成为双方
争夺的重点。而这，或成为房
地产中介从信息垄断走向开
放的契机。“让中介真正回归
服务的本源。”刘正一说。

“外行侵入”的背后是倒逼式的行业回归

互联网房产中介
市场“搅局”加深

□本报记者 程昭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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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加剧 | 资本寒冬下格局改变阻力增大

互联网中介的迅猛发展，
让传统中介行业明显感受到
冲击。从去年开始，伴随着互
联网中介曝光率的增加，随之
而来的是传统中介在线上和
线下与其进行的正面对抗。

去年6月，中国最大房地
产垂直门户搜房网遭遇线下
中介的组团抵制，包括郑州、
重庆、深圳等在内的多地实体
中介“揭竿而起”，迫使坐拥当
时主流市场的搜房网不得不
发布内部紧急通知，向实体中
介“低头”。

无独有偶，从事二手房产
业务的真二网同样在业务扩
展时遭遇线下中介抵制。去
年5月，其公司房小二在业务
推广时遭遇中介“围堵”，此后
多家中介公司组团发帖，质疑
真二网的内部透明度以及运
营能力。

如此对抗让人不由想起
了嘀嘀打车与出租车行业持
久不断的争执，前者依靠互联
网的渗透性和便捷性，将行业
模式进行新格式塑造，而后者
因既得利益遭遇直接挑战，抗

拒心态日益加重。
在多年从事房地产中介

服务的刘先生看来，互联网中
介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抢食
者。“传统中介依靠的是点点
覆盖而达到面覆盖，大量的成
本投入不可避免。而互联网
中介则直接插入买卖环节，夺
走区域客户，自然不会受欢
迎。”

而对于互联网中介来说，
这种说法似乎并不成立。“我
们不参与买卖双方的交易，我
们改变的只是交易过程中的
透明度与成本，流程与传统中
介并没有太大区别。”刘正一
如此解释真二网的运行方式：
卖家发布房源后，买家就可以
看到房源，买卖双方即刻可以
沟通，然后看房、议价、签约、
过户。房小二全程根据买卖
双方需求介入，并收取定额服
务费。不同的是，中介运营所
依赖的中介费和佣金费，在真
二网这类互联网平台上，已经
不是最主要的考量。

10月16日，真二网在深
圳上线，高调推出“租房0中介

费”和“二手房佣金0.5%”的口
号，纵观互联网中介，链家
2.7%的佣金，爱屋吉屋1%、搜
房网0.5%的互联网中介报价，
也都远远低于传统中介服务
费。

“传统中介机构的收入，
有近三成来自中介费、按揭服
务费等费用，而真二网则将中
介的潜规则打破了。”一位传
统行业人士如此评价。

受制于银行信贷收紧，这
种打破常规做法，让寒冬中挨
饿的传统中介倍感不适，抱团
抵制也就顺理成章。该人士
表示，互联网平台的轻资产特
性，使其在成本控制方面具有
优势。但传统中介则具有线
下资源和专业业务团队。如
去年爆发的搜房网抵制行动，
传统中介最终胜利的根源就
在于互联网平台的模式不具
备不可复制性。“作为媒体发
布工具任何人都可以做，不做
落地这些平台无法促成成交
增量。这也是目前传统中介
最大的抵抗资本。”

从提供信息到提供服务 | 房产中介竞争中渐回本源

□本报记者 万军伟

11月5日，河南
省民营企业转型发
展暨破产重整法治
拯救之路研讨会在
郑州举行。与会人
士认为，经济新常态
下，大量企业面临转
型升级，若转型不成
功遭遇生死劫难。
业内人士表示，在目
前情况下研讨此课
题很有现实意义，能
给河南甚至全国的
许多问题企业指出
一条法律框架下处
理问题的途径。

河南民企
破产重整

研讨会举行

为进一步提升
服务质量提高办事
效率，近日金水区
地税局印发《常见
业务问题答疑汇
总》小册。此册主
要针对金三系统上
线以来出现的各种
疑难问题，广泛地
求解答疑。其内容
主要涉及申报、征
收、政策性文件解
读等内容，是窗口
人员的工作宝典、
纳税人的纳税宝
典。

金水区地税局
推出“纳税
宝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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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 曾被人看做水深难蹚的房产中介行业，却被来自互联网的“外行”企业
不断渗透。近日，专注于二手房产中介服务的本土平台真二网宣布获得超千万元的A轮
融资，用于扩展市场及发展业务。从去年开始，互联网中介在市场扩张中就曾争议不断，
线下势力与线上新模式的对抗也趋于加强。受传统基因影响较大的房产中介领域，无论
未来两者是握手言和还是各走各的路，日渐透明化的行业生态，将倒逼两者重视中介的
服务功能，让行业回归本源。

即使在线下阻力不断加深的
境遇，作为“搅局者”的互联网房
产中介，也毫无止步的意思。

近日，郑州首家本土化的二
手房交易平台真二网，宣布获得
超千万元的A轮融资，投资方为
熊猫资本。受传统生态影响明显
的房产中介服务领域，显然正在
遭受互联网中介新一轮冲击。

从2011年起，互联网中介凭
借后发的信息优势，逐步成为房
产中介中的重要力量。搜房网、
链家、真二等一批有互联网基因
的公司通过后发优势，不断蚕食
房产中介的既有地盘。如搜房网
的公开财报披露，2010年，“搜房
帮”发布系统营收仅为4040万美
元，而到2014年，该业务营收则已
高达约1.62亿美元。再如真二网，
2014年10月，该公司房源还停留
在8700套左右，仅一个月之后，房
源已突升至15000套。而到今年，
该数字更是超过23500套，几乎占
据郑州二手房市场的近三成。

据了解，目前互联网房产中
介主要分为三类，其一是纯信息
类平台，如58同城、赶集网等；第
二类是依托互联网的交换中介，
如搜房网、链家等；第三类则是依
托C2C模式的本土属性平台运
营商，如真二网。这三者中，前两
者集中于提供海量数据和交易信
息，扩大受众选择，第三种则偏重
于用房源信息嫁接买卖双方需
求，并提供实际的线下帮助。

“无论是传统中介还是互联
网中介，发展至今有些问题已经
不能回避，这也是我们选择做二
手房C2C的主要原因。”真二网
CEO刘正一称，目前传统中介存
在三大痛点：信息发布的严重不
对称、服务以及价格的非标准化、
交易效率低。而对于互联网中介
来说，同样存在信息落地的问
题。“就算互联网企业保证了房源
的真实性，促成了买卖合作，问题
是当买卖双方相遇之后，如何走
后续程序、如何能够省钱，也都是
切实存在并需要中介服务的项
目。而这点很多互联网中介很难
做到落地。”

或正是如此，作为偏重于本
土化属性的真二网，能够快速拿
到A轮融资，显然与其切入点有
着很大关系，投资方熊猫资本就
曾表示，投资真二网主要就是基
于其核心优势考虑，二手房交易
需要人服务，所以平台最终还是
要看效率。“虽然服务费低于同行
业，但是因为开单率高，所赚取的
服务费反倒比传统服务更高，这
也是投资商看好真二的主要原
因。”唯创咨询分析师魏先生说。

打破原有利益结构，建立用
户联系的同时，降低交易成本，互
联网平台的“绝招”显然让传统房
屋中介有些出乎意料。一位房屋
中介经纪人坦言，这种冲击对于
行业生态是一种打击，也是一种
改变。“利用30人的团队创造线
下200人团队的成交率，这让线
下高成本的特点凸显，而低佣金
走量的模式，也打破了高利润的
行业惯例。总的来说，很忐忑，也
很不适应。”

□本报记者 程昭华
通讯员 廖晓琪

资讯二手房成为互联网中介关注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