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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房经纪人

“逼你买房”只为让你买上好房
□记者 吴俊池

核心提示 |“总有一天，你会感谢逼你买房的房产经纪人！”
这句话今年在朋友圈里很流行，也成为购房者和销售顾问关系突飞猛进的见证。
买房子、卖房子，在新建住宅周边配套设施还不够完善的同时，交通便利、配套成熟的二手房社

区变成了不少人居住和投资的首选，为了保证交易双方的利益，二手房中介应运而生。“直接被挂电
话”“带客户看到深夜”“凌晨2点去排队”，8月18日，记者走近二手房中介从业者，揭示他们生活
和工作的苦与甜。

“桑拿天”照样带客户 2个月才能成交一单

8月18日8时10分，记者初
次见到刘为伟时，他刚做完公司
的晨操，穿着公司的统一短袖，他
显得整洁、简单、平易近人。刘为
伟，26岁，郑州金德尚地产未来路
店的员工，2016年1月进入房地
产中介行业，从业时间7个月，目
前业绩为7月成交的“本月之星”。

“顺河路17号院那个房子卖
了没？”“医药公司那个家属院谁
那有房源？要三室两厅”“东方明

珠那个4楼还有没？”几十台电脑
依次摆开，所有的中介人员都在
电脑前迅速刷新着客户的信息，
并相互问着留存住宅的情况。

一般情况下，刘为伟上午都
会和同事一起在店里，搜集需要
二手房的客户信息。

“我看您昨天给我发短信要
买房子，咱需要大概多大面积的，
或者咱加一下微信详细说”，经过
简短的通话，刘为伟在系统上，分

别记录下客户所需面积、户型、朝
向、装修以及要求的小区周边配
套工程，同时对于客户要求的贷
款额度等也进行备注。

“只要不是天上下刀子，一般
都要尽着客户的时间看房子”，刘
为伟告诉记者，跟踪成交客户的
周期，一般都在2个月时间左右，
一个月能开1单业务就很厉害了，

“最近楼盘都开始涨价了，成交周
期缩短到2周左右”。

更要求专业素质 都有凌晨排队经历

上午10时许，记者跟随刘为
伟去做物业交割，刘为伟说，成交
一套房子，实勘、带客户看房、成
交、物业交割、办理过户等手续，
和一个客户至少要见6次，才能彻
底交易完成，相比出租行业，二手
房中介更要求熟悉房产交易政
策、房屋交易流程等，“对专业知
识要求会更高一些”。

谈起自己刚进入行业内，刘
为伟记得最清楚的是自己成交的
第一单。

2月份时，刘为伟“跟踪”一个
潜在客户。当天晚上10点多，刘
为伟才约好双方的时间看房，看
完房子之后，在刘为伟的见证下，
房东卖到了一个自己想要的价
位，客户买到自己心仪的房子，

“那是成交的第一单，晚上可兴
奋，晚上也没有公交车，就大冬天
自己走了好几公里回家了”。

刘为伟说，晚上带客户去看
房子看到深夜，这只是他们作为
中介工作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

要帮客户去排号办理业务，凌晨
起来去东区排号，几乎是他们所
有中介都有过的经历。

刘为伟记得特别清楚，7月就
有一次，他凌晨2点起来，走路到
东区，一堆中介都在门口等着，扎
开小马扎就准备打“阵地战”，一
直等到早上9点开始排号，“基本
上凌晨等在那的，都是做二手房
中介的，夏天还好，冬天的夜里听
说更难熬”。

最担心的是跳单
渴望在郑州安定下来

中午时分，刘为伟的师
傅苗中良刚带着客户办完
业务回来，跑了一早上的
他，进屋子先是对着杯子大
口大口地“灌水”。

相比刘为伟，3年多从
业经验的苗中良已经是二
手房中介行业里的“老炮”
了。苗中良还没坐下，就说

“下午还得出差去趟安阳，
有个外地的客户需要签单
子”。对于有成交意向但是
不在郑州的客户，和苗中良
一样的业务员几乎都会自
己想办法带着客户去找房
东签合同，“只要双方能成
交，我们辛苦点没啥”。

苗中良说，近几年由于
互联网中介的冲击，他们的
压力越来越大，没有一个统
一的中介监管机构和条例，

“市场有点乱”。
“最害怕，也最烦的，就

是客户跳单，在你这看房
子，在别人那成交了，房子

还是同一套”，苗中良说，这
种行为最为同行所不齿，但
是仍然有个别人会这么做，
除了打电话质问客户的不
应该，更多的是交易过程没
有保障的无奈。

对于苗中良和他的同
事来说，晨会是必不可少
的，晚会是很难聚齐的，毕
竟下午是带客户看房子的
主要时间，他们都希望能够
通过他们，让客户和房东都
能达到一个满意的效果，但
也有辛酸，“有个房东半个
小时之内，从102万涨价到
110万，我都不知道怎么给
客户交代”。

苗中良说，在中介干的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也
和所有在郑州拼搏奋斗的
80后、90后一样，期望有一
天能够在郑州扎根立足，能
够有更好的生活，成为客户
和房东之间的桥梁，服务更
多和二手房有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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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效果图施工图56736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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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物资

杭州叉车68697669
转让物资设备

●转架子管扣件13503785102

出租大型机械

● 郑 州 安 诚 吊 装 公 司

50T-260T 履 带 吊 出 租

电话：13783714351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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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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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咨询

●速办经济纠纷88883129调查

● 法 律 咨 询 13939383939
地 址 ：金 水 区 法 院 对 面

●速成后收费0371－56780000
●专办经济纠纷 13673995729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 标 版 权 专 利 63588381/2

工商咨询

● 代 办 公 司 18539578966
●SC生产许可证快办63910208
● 800注册公司 18530998810
●免费注册公司 15037181678
●代记账每月100元55981448
● 1元开公司做账18638613921
●免费注册公司 13071035003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上市接同行业务 13503711111
●公司注册做账 86677004
●免费注册公司 15517559996
●企标QS许可证专办88882363
办理各种资质
热 线 63702222 69367777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 可 证 65901419、65901473
资质升级快办
专业各项资质 18530801887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 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 63333499

写字间楼

●同乐路2700平方框架写字楼

可分租，免物业费13733812397
●高铁站核心商圈极具商业潜

力商住两用精装写字楼宇宙

之星200平业主急需资金带

租约低价转让13526557320

出租招租

●出租办学场地 15639906729

●半封闭大学餐厅一楼窗口

对外招租13027518356
●郑州校区合作租赁

联系电话0371-55656560
●经五路黄河路临街商铺出

租联系电话：13937198411

出租仓库厂院

●白沙、南曹、九龙国营大型

仓库招租！电话：1301464
7572、13837195767

●龙湖厂仓有证15838021635
●高新区厂仓院 13598899953
●曲梁镇6千平米13203871190
●华南城25亩工业用地8000平
厂房转让有证18638568895
●出租西南四环车间仓库900㎡
办公住宿650㎡水电土地证全，

电话：13938507112

房地产

●好学区房出售13203867931
海南养生房

依山傍水森林覆盖率83%年
均温度22.7℃90岁以上老人

达1.87万。大产权精装电梯

房23.8万起0371-556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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