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俗话说不怕狼一般的对手，
就怕猪一般的队友，察言观色的
本事自然是少不了的，所以别以
为芈月是傻白甜，真相没那么简
单。饥渴营销正是通过实施欲擒
故纵的策略，引发好奇和逆反心
理，导致疯狂追逐。先有舍，才能
得。

市场过招：“过了这个周末，
优惠就收回了!”以优惠转瞬即逝
来吸引摇摆不定的顾客，这也是
销售员常用的“杀客”方法之一，
当一个优惠政策出来，销售员前
期一定是给客户打电话，故作惊
喜把优惠讲一遍，最后再加一句：

“哎呀李阿姨，我们每个人只有两
个名额，你那么好，我专门给你留
一个!”把客户吸引到案场后，如
果客户还在犹豫，那么销售员一
定是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李阿
姨，你咋不抓紧机会呢?我都替你
着急啊!周末一过，优惠就收回
了，你要多交好几万”！

“这是我们最后几套黄金位
置房源了，采光好，户型好，前几
天都卖出去了几套，我给你订一
套吧，三天内有效，超过三天就被
别人买了!”黄金位置的房子还卖
不出去，这是什么原因？

事件：11月20日，国务院法制办
公室公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
订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这是该
条例时隔13年后的首次修改。此次
修订送审稿中拟规定，除了单位及职
工外，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
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
也可以由个人缴存住房公积金，并享
有提取、贷款等权益。同时规定无房
职工支付自住房租金，职工可提取住
房公积金支付自住房物业费，还可以
提取配偶的住房公积金。

解析：住房公积金的调整，与今
年宽松的房地产政策导向是相呼应
的。首先从范围来看，受益人群更多
了。从住房公积金的设立初衷来看，
住房公积金是让更多的企业职工能
买得起房子，而随着一些地区房价增
长过快，很多人更愿意选择租房，因
此住房公积金出现闲置现象。

□记者 李飞 殷淑娟 实习生 金瑶

像秦宣太后芈月一样会“运筹帷幄”

2015地产营销奇招迭出
人物原型：芈月，何许

人也？秦惠文王的妾室，秦
昭襄王稷的母亲，历史上著
名的政治家、谋略家。这样
出色的女人在帮助自己儿
子坐稳江山后选择了全身
而退，芈月的结局可谓善始
善终。王者的大气和审时
度势、因时而变的谋略，是
历史上对芈月的评价。

2015年，地产江湖市
场是英雄与智者的舞台，你
方唱罢我登场，各种奇葩地
产营销事件大招频发。来
吧，让我们来聊聊让芈月也
“伙呆”的营销大事吧！

要想在宫廷混下去，有美
色是第一条，但利用美色拉拢
想拉拢的人，投其所好，因人而
异是芈月制胜的法宝。

市场过招：2015年地产项
目为了吸引眼球、促进销售，很
多营销手段都往“SEX”上靠。

1月1日起，苏南万科三天
派发30000只定制套套，万科
直接将广告放在套套上，小小
一枚套套，上面满满的都是广

告信息，比如“尺寸有大有小，
幸福始终如一”这样的宣传语。

1月18日，龙湖时代天街
举办2015新年狂欢滚床单大
赛。

3月14日，碧桂园派一群
身着《超能陆战队》大白T恤的
帅哥送“姨妈巾”，即“卫生巾”。

4月，成都嘉年华国际社
区为了推广青年城SMART公
寓，拿出100万现金，用于购买

身体广告位。4月13日，春熙
路出现了一群青年男女，身披
该项目的涂鸦，作为“肉体广
告”四处走动。

2015年某卫视开年大戏
《武媚娘传奇》火了两轮，第一
轮是因为“满屏尽是胸器”，第
二轮是因为“满屏胸器变大
头”。在“武媚娘被剪胸”的新
闻出来之后，几大房企借助这
一热点，结合项目特点，纷纷推

出了重口味、无节操的广告。
最初，某楼盘在朋友圈放出一
张以武媚娘为主题的宣传海
报，放出一句“范爷低不了，我
们可以”的内涵广告词。另一
楼盘迅速跟进：“低有什么用，
大才是前提。”接着，多个地产
商纷纷加入这场“拼胸大战”，
吸引了无数眼球。

■美色取悦术：投其所好 因人而异

芈月的成功是偶然吗？不
是，芈月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
的地点对正确的人做出正确的
决断。其实决断比谋略更重
要。

市场过招：4月15日上午
11点，保利董事长宋广菊在微
博上发了一条消息：“保利是个
P!”两小时后删除。此举可谓
一石激起千层浪。直到4月16
日，保利官方正式对外发布集

团“5P战略”，随后证实之前的
“事件”是一次经典的话题营
销。

就在保利提出话题营销4
个小时之后，恒大按捺不住了，
宣布从4月16日8时起,恒大
全国所有楼盘住宅全面实施无
理由退房。一时间整个地产界
哗然一片。随后万科又“截和”
来个“无退房理由”，表示让顾
客没有理由退房，成为今年最

热闹的营销事件之一。
5月17日，不少地产圈媒

体人士的朋友圈都被碧桂园
“不扯蛋 周一见”给刷屏。从
恒大无理由退房、保利是个p
再到碧桂园“不扯蛋 周一
见”，为夺人眼球，房企彼此间
营销竞争更加白热化。头条大
战还在继续，虽然文案尺度有
待商榷，但是不得不说，保利地
产一改央企高冷范儿，各大房

企努力各种营销炒作，赚足眼
球，一时间，在微信朋友圈掀起
了各大房企的文案擂台战，欲
在文字上一争高下。这与早年
房地产营销隐晦、追求内涵的
方式不同，如今的营销转向直
白化，不但网络语言大幅运用，
还倾向悬疑式或游戏式，并坚
持连贯，的确让2015年营销案
例更加精彩了点。

芈月明白以柔克刚的
道理，使用揣情、摩意、飞钳
的方法，最终成就了自己。
鬼谷子的原话是“引钩钳之
辞，飞儿钳之”，给人感觉是
傻白甜的芈月内心机灵着
呢，用诱饵去给人下套，鬼
谷子说“饵而投之，必得鱼
焉”。

市场过招：如今的地产
营销也非常会“与时俱进”
抓热点，所以每当娱乐圈或
社会热点事件出现时，各种

借势炒作的营销策略也会
随之跟风而上。

5月 29日，范冰冰晒
照公布与李晨的恋情，这也
是范冰冰出道18年来，第
一次主动向大众公开恋情，
接着各版头条马上被这两
个恋人刷屏，“我们体”被玩
坏。最重要的是品牌之间
的借势营销，地产行业也衍
生出了各种版本，目的就是
在刷朋友圈的同时，借势推
广项目信息。

今年一封最有情怀的
辞职信——“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走红网络，虽
只有短短的10个字，却引
起了广大网友的共鸣。于
是一大波借势营销的地产
广告文案又随之出现了。

前段时间的《琅琊榜》
和这次的《芈月传》也被各
大房地产商用了再用，无论
是营销手段还是各种周末
活动，都只有一个目的，把
各类人群吸引到营销中心。

■鬼谷决断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揣情摩意术：揣情摩意 识人读心

■捭阖拉拢术：朋友有时是敌人，敌人也可当短暂的朋友

一个深知宫廷斗争法
则的人，自然是周旋于各股
势力之间，形成纵横捭阖之
势，拉拢打击是斗争不变的
主题，所以要分清楚谁是朋
友，谁是敌人。但请记住，
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朋友，也
没有永恒的敌人。

市场过招：房产公司和
互联网合作早已不是新闻,
不过,相比几年前“形式大

过内容”的合作,今年的双
十一、双十二都让房产公司
吃到了甜头。据悉,刚刚过
去的双十二,包括绿城、天
阳、融科、朗诗、中旅、赞成、
保利等房企在内的杭州部
分房源参与了淘宝“双十
二”拍卖,万科甚至开辟专
场,放出百余套房源竞拍,
绿城、万科等公司在这一节
点的销售额均有几个亿。

告别“野蛮生长”之后，
寻求与互联网的合拍，成为
了传统房地产企业寻求营
销突破的“大招”。在房产
销售链条的每个环节，互联
网思维都在积极渗入：从楼
盘出售到达成协议签订销
售合约，再到后期的物业、
社区服务以及金融支付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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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3月1日起施行《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8月8日，国土资源部
印发通知，要求把不动产登记信息平
台搭建在“国土资源云”上，2015年
下半年实现信息平台上线试运行，
2016 年基本完成数据整合建库，
2017年基本建成覆盖全国的信息平
台。

解析：对于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出
台，可谓有人欢喜有人忧。从长期来
看，不动产统一登记会对房价上涨产
生抑制作用，这就愁坏了“房叔”、“房
婶”、“房爷爷”，大量的房产放在手
中，增值少了；同时也让一批想买房
的人开心了，不动产登记制度出台，
若再跟进住房信息公开和房产税，拥
有多套房的投资成本就会增高，从而
使得一些群体抛房，但最终市场如何
反应还需时间检验。

放开“二孩”政策

事件：2015年10月29日，十八
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
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
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解析：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将会
推动我国人口数量的增长，新增加的
人口将会带来房地产需求总量的增
长，进而成为推动白银时代房地产行
业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助力。相较
于之前市场上主流的两、三居户型，
今后四、五居的中大户型必将更受市
场欢迎。另外，各地学区房的地位将
更加不可动摇，其争夺也将愈发激
烈。

住房公积金改革

事件：8月27日，住建部等六部
委联合出台规定，放宽了外资投资房
地产和购房的限制。以前规定在境
内工作、学习超过一年的境外个人能
在注册城市购自用房。新规取消了
城市限制和“超过一年”的规定，同时
简化了投资程序。

解析：新规明确了有资格的境外
机构和个人可在中国境内购房。这
是“限外令”自 2006 年颁布以来，首
次在全国范围内松绑。随着国家开
放力度加大，外资管制放松已是大势
所趋，当前外资已呈流出态势，政府
希望此举能留住外资、吸引外资。自
去年以来，多数地区的限购、限价、限
贷等行政干预政策都陆续退出，限外
也逐渐放松，这是建立房地产调控长
效机制所必须的

解除外资购房限制

不动产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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