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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定制时代正式来临
——国内首家房屋全程定制服务平台“屋以类聚”上线试运营
□记者 高鸿鹏

2016年6月 18日，
房地产迎来了一场
全新的变革，国内首
家房屋全程定制服
务平台——屋以类
聚上线试运营，属于
全民的房屋定制狂
欢已经到来，全民设
计、全程参与的房屋
定制将改变现有的
购房模式，掀起个性
化定制的高潮，引领
房地产开发新潮流。

屋以类聚上线试运营——房屋定制引发热议

屋以类聚上线试运营当天
即在业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关于屋以类聚房屋定制的话题
迅速霸占了整个朋友圈及话题
榜，粉丝量急剧上升，面对这个
全新的购房模式，购房者称定制
房屋逼格非常高，愿意尝试通过
屋以类聚来定制自己满意的房
屋。有业内人士表示，房屋定制
模式符合未来发展的潮流，将改
变甚至颠覆现有的房地产开发
模式。

屋以类聚创始人高重恒表
示，目前房地产市场交房即爆发
大规模维权的现象层出不穷，甚
至包括一些豪宅，这从侧面反映
了购房者对现有产品的极度不
满。今天，房地产已进入了4.0
时代，个性化下的标准化定制开
发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主方向。

屋以类聚以互联网大数据为基
础，运用创新的C2B定制模式，
彻底解决房地产库存，同时为购
房者打造真正的梦想房屋，实现
开发商与购房者共赢，让大家生
活得更幸福！

屋以类聚是一个生态型的
互联网平台，是国内首家房屋全
程定制服务平台，是供给侧改革
的创新实践，共分为两大部分：
房屋定制服务平台和优质生活
定制服务平台。屋以类聚以幸
福千万家为目标，以全心全意为
业主服务为理念，提供房屋全生
命周期服务，为客户提供“一辈
子”的服务。

屋以类聚为购房者提供全
新的房屋定制服务，相比传统模
式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对广
大房屋消费者来说，既可通过定

制获得自己梦想的房屋，还能全
程参与房屋的设计与建造，获得
全国领先的“1+9”定制生活服
务，幸福一辈子。通过定制购买
的房屋质量有保证，价格合理、
物超所值；而对于开发商来说，
通过定制开发，项目在动工前基
本销售完毕、无库存，降低开发
成本，省心、省力、安全，最终实
现购房者与开发商共赢。

屋以类聚是由国内知名房
地产营销管理专家、河南财经政
法大学兼职教授高重恒先生及
其团队历经近2年的时间在其

“海啸模式”的基础上精心研发
而成。作为屋以类聚创始人、定
制开发模式首倡者，高重恒秉持

“忘我、无我、共享、利他”的互联
网思维核心，让千万个家庭都住
上自己满意的房子，共享“一家

亲”服务。
屋以类聚致力于为一千万

个家庭提供房屋定制服务，将仅
属于土豪们的定制服务全面服
务于普通消费者，是对房地产设
计、研发、建造、销售、服务的全
面革新，重组产业链，重建面向
未来的多元生态圈，独创“全民
定制”模式，结合全民设计、全程
参与、质量监督等手段为中国人
带来一场全民定制房屋的革命，
实现每个中国人心中最美的房
屋梦。

屋以类聚，是购房模式的革
新，也是服务的革新，更是房地
产开发模式的革新。屋以类聚
将改变居住，改变生活方式及场
景模式，让千万家更幸福！

屋以类聚寻找千名起始会员——免费买房等你来战！

屋以类聚已于6月18日上线
试运营，特推出定制钜惠，寻找千
名起始会员，只要关注“屋以类
聚”微信号，注册成功即可获得
5000-50000元购房优惠券，推荐

朋友即能获得定制积分，被推荐
人成交后可获得更大惊喜。积分
可兑换购房优惠券并能累积使
用，起始会员更可获得购房额外
折扣，免费买房等你来战。

房地产大事件：

（详情请扫描
右边二维码，微信
搜索“屋以类聚”服
务号点击关注或下
载“屋以类聚”APP）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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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转让物资设备

包装印刷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60942052

转让物资设备

●企业转产，车床、焊机、塔

机、加气块等设备低价处理

联系电话：18530975876
●转架子管扣件 1350378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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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家教 ●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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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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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培训招生

●研究生考前辅导 66912656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学历职称资格证15286815008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招 聘

●中专学校聘专职班主任教务

政教主任招生代理 60951028

家政服务

●利民保姆月嫂护理53727683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和谐月嫂保姆护理66281072
●爱心月嫂保姆陪护63883878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信息窗口

●售库存棉袜6角13676905591
●档案托管代交社保65338401
●销售干鲜玉木耳4007663966

转 让

●位佳宾馆转让 15713870691
●紫荆山路东大街生意好中

型饭店转让 18695885957

●旺铺出租转让 15713870697
●华南城附近 25亩工业用地

转让，有证 18638568895
●因出国移民急转：火车站金

林礼品批发一楼旺铺●经三

路麦当劳旁珠宝玉店●鑫苑

名家点心连锁店 18538726799

招 商

●恒路物流加盟 17639501777
●招学校食堂合作方88882058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55553067保养充氟

●格力美的移机洗 55273355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5815659
●格力美的补氟清洗56692925
●空调移机维修加氟66669222
●66666782厂家充氟移修收

让饭店酒吧

●营业中饭店转 18135687776

声 明

●郑州威迅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建筑企业资质证书

正本（编号 B3184041010580）
遗失，声明作废。

●王伟临时税务登记证正本

（豫地税郑新字 410221197
410163074）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航空港区美特斯帮威服

装店税务登记证副本（豫国

税郑港字 4101261951042100
1X06）遗失声明作废。

●薛振松河南商业专科学校

毕业证遗失，毕业证编号为

86082，声明作废。

●郑州顺达假期旅行社有限

公司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李言职称证 B12060300373
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王郑生河南省中学教师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

（编号 B12030300011）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牛牧（男）于 2011年丢失中

学高级教师专业技术人员任

职资格证书，编号：B17100
300764，声明作废。

●喻伯勇（男）于 2015年丢失

中学高级教师专业技术人员

任职资格证书，编号：B179
80300013，声明作废。

●宁昕中学一级教师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证书编号 C050
05020300581丢失声明作废

●李金瑞中学高级教师专业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编号B0
5020300194丢失声明作废

●郭光中学高级教师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证书编号 B059
80300307丢失声明作废

●陈虹虹，遗失护士执业证，

证号 200841105762，声明作废

●新乡学院原新乡市教育学院

李振洲毕业证号 902235丢失

声明作废

●李景丽中学二级教师专业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证D0500501
0960300450丢失声明作废

●王班四川师范大学毕业证

（号 106361201405001014）、
学位证（号 10636420140010
14）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 p411828843 姓名黄

子乔，出生日期 2016年 3月
13日 9时 02分的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作废。

●高菊青河南财经学院自考

本科毕业证（编号 65410301
02395525）、会计证（编号 012
4574）、助理会计证（档案

号 41030100405580）、注册造

价师证（编号 0105334）、一级

项目经理证（管理号 06411334
054102802）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经开区德义楼刷锅营

业执照副本（编号 410198600
088416）税务登记证豫地编

号 41010619670209005301
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顺和烟酒城丢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0105600234902特此声明

●河南省自学考试毕业生李巧

霞毕业证遗失，证书编号 654
10105131031522，声明作废。

●王玉坤中学高级教师专业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编号B0
5130300008丢失声明作废

●张芳珍中学二级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证 D050050100
90300003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绿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J410717828姓名王鸿

晨曦，出生日期 2009年 6月 3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辉县市顺达通讯器材销售部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

证号：340311198109200859，
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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