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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房产中介市场迎来洗牌
□本报记者 丁倩 文 白周峰 摄影

核心提示 | 近日，伴随着链家店面在郑州逐渐浮出水面，国内房地产中介龙头企业链家要来郑州的传言终于坐实，并令其附近不
少郑州房产中介开始坐立不安，仿若山雨欲来。链家为什么突然“杀入”郑州？将会对郑州房地产中介市场带来哪些改变？

链家“杀入”郑州让许多房产中介坐立不安

链家以加盟店模式杀进郑州，到年底或将布局上百家
前几年，链家曾两三次试图进军
郑州市场，始终未能如愿，这次真的
“杀”
进来了。
9 月份对郑州房产中介市场而
言 ，注 定 并 不 平 静 ，因 为 来 了“ 新 客
人”，一夜间，大大小小五六家链家店
面扎堆出现在郑州金水区蓝堡湾和鑫
苑世家社区附近，这让附近几十家房
产中介开始坐立不安。记者走访发
现，目前链家在蓝堡湾区域的店面最
为密集，其次是普罗旺世区域，单就蓝
堡湾附近约 5 家链家店面正处于装修
收尾阶段，1 家店面已经开门迎客。
“这附近陆陆续续会有近 10 家店
面开张，预计年底整个郑州市场至少
有 100 家链家进驻。”在鑫苑世家北门
的一家链家店面里，
正忙着装修的工人
告诉记者，
目前所有的链家店面正忙着
装修工程的收尾，9 月 20 日郑州所有
的店面将正式对外接客。而据记者不
完全统计，
去年进驻郑州的我爱我家房
产数量在附近已达到了10家。
已覆盖全国 28 个地区、门店数量
达 8000 家的全国房地产中介龙头链
家，
为什么突然大规模降临郑州？与本
地已有的房产中介相比有何独到之
处？将会对郑州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
改变？
对于链家入郑，本报记者联系到
链家总部公关部有关人士，对方暂未
做出回应，称将会在适当的时候进行
“媒体集体沟通”。
“链家看中的不是郑州，而是郑州
的房产市场。”郑州真二网合伙人刘正
一告诉本报记者，据相关数据统计，郑
州房产用户量在增加，25 岁以下年轻
人的购房比例连续三年都在提高。
2017 年，郑州市 25 岁以下的买房人
占 比 9.8％ ，比 2016 年 增 加 了

50.7％。此外，郑州市民对房子的关
注度不断提升，并且净流入人口逐年
增多，这些都是链家看中的郑州房产
市场。
瞄准市场，链家开始铺天盖地出
现在郑州中高端小区周边，据悉，四五
家店围绕一家小区扎堆布局是链家惯
有的布局模式，这种模式在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已运营得较为成
熟，在郑州的店面则全部采用加盟模
式，各店财务相对独立，自负盈亏，法
人也不再是左晖（链家掌门人，其他城
市链家直营店法人均为左晖），而是由
之前在链家参加工作的内部员工通过
竞选胜任店长一职，并成为小股东。
“只输出品牌、管理模式、内部系
统，不管店面的财务，只需要缴纳加盟
费就可以，赚多赚少是店长自己的事，
类似‘轻资产’模式。”一位业内人士指
出，链家曾两三次试图进军郑州市场，
均以没有找到合适的运营模式而告终，
加盟店模式算是找到的较合理落脚点。
链家每进军一座城市，往往会引
来并购风暴，而在郑州暂未实施。世
家房产一位人士告诉记者，链家曾出
资打算收购世家，最终因价格等因素
没谈拢。
“完善的培训管理体系、较高的人
员素质、对房源的严格把控是其快速
占领市场的法宝，但是链家在郑州的
加盟店模式能否将这几大法宝真正落
实，有待观察。”金水区真二网国基路
线下店的店长马国涛指出，虽然郑州
链家各个店长均由内部员工担任，毕
竟是加盟店，每个店长拥有很大的自
主权，原有的管理模式能否延续是个
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其进军
郑州市场会对本土房产中介市场带来
不同程度影响。

竞争激烈，房产中介正经历野蛮生长模式
对于房产中介而言，社区是其寄
存的江湖，僧多粥少，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环境下，每天有不同的门面店或
关门或开业，仿佛上演着一场永不落
幕的情景剧，不得不说，如今的房产
中介正在经历一种野蛮式生长模式。
据有关数据统计，目前郑州市场

至少有 60 家大大小小的房产中介品
牌“落户”，从业人员更是达到 3 万
余人，房产中介门面的数量曾在去年
下半年得到爆发式增长。“我家小区
附近的中介市场真是旺，某品牌房产
中介本来只有一家，后来并排开了 8
间店面。”家住金水区天骄华庭小区

的白先生告诉记者，可能因为附
近学区房的缘故，房产中介扎堆
布局在周边，一条街四五家中介
再常见不过，并且经常看到一些
商铺“改头换面”成房产中介。
据农科路上一家我爱我家房产中
介经纪人姜凯 （化名） 介绍，是
否有知名学校是房产中介选址时
非常看重的因素。“学区房从不
缺人买，因为是刚需。”也正因
如此，我爱我家在周边开了足足
10 家店，眼下链家的入驻无疑将
加剧市场份额的竞争。
“中介江湖中明争暗斗的事
多了去了，当然这不能全怪中介
本身，而是与整个市场大环境有
关。”据业内人士介绍，绝大多
数房产中介的谈判室内均安装有
信号屏蔽器，用来避免在与业主
谈判时，其他中介打电话来暗中
毁单。此外，当周边一家新店面
出现时，夜晚遭遇周边竞争对手
砸门店的事也不少见。
然而竞争归竞争，郑州市面
上多数知名品牌房产中介都有着
自身的定位，也就是说在该行业
内混都拥有自己的“拿手好
菜”，例如世家房产优势在于房
源的严格把控度上，通过与客户
签订独家协议，承诺一定时间内
售出，不然店家会承担相应的违
约金；恒辉地产在于拥有完备的
营销策划能力，其主要为开发商
售卖新楼盘，不过鉴于去年火爆
的二手房市场，如今已涉足二手
房市场；2016 年上半年刚入驻
郑州的我爱我家则主打房屋租
赁；链家则主要面向改善型客户

群，主打中高端市场……尽管各
自定位明晰，但不得不说，如今
在郑州限购、限贷、限价、限售
的“四限时代”背景下，房产中
介的日子并不太好过。
“我们的工资主要靠交易量
拿提成，而郑州相关限购政策一
出，很多人失去了购房资格，房
产交易量明显下滑，没钱赚谁还
乐意继续待下去。”姜凯告诉记
者，去年郑州房价猛涨阶段，一
夜间冒出众多中介店面，而今年
初始终未打开市场的小品牌中介
已经开始考虑关门歇业了，自己
不少同事已转向新房市场，虽然
新房旧房日子都不好过，但毕竟
新楼盘开的基本工资要高些。
即便如此，郑州市场不乏类
似链家这样的新闯入者，甚至已
有品牌店仍继续开分店。刘正一
指出，不管是郑州还是国内其他
城市，未来新房的数量会越来越
少，二手房的存量会越来越多，
那些因限购政策短期内无法买房
的用户，都是各个房产中介的潜
在客户，而且随着郑州净流入人
口的逐年增加，二手房交易市场
仍有很大空间，所以，即便现在
部分线下中介日子不好过，但仍
急于增设门面。“门面多，获取
的房源自然就多，并且无形中起
到广告宣传作用，但归结到底，
这并不是房产中介市场健康发展
模式。”刘正一指出，郑州乃至
全国的房产中介正在经历一种野
蛮生长模式，从长期来看，这显
然不利于房产中介大市场的发
展。

用户对高额服务费不买账，
房产中介转型在即
“交易一套 150 万的房子， 互联网创新思维为用户提供透明
中介收取服务费近 3 万元，中介
度极高的信息，靠信息透明度而
服务费值这么多钱吗？”不少用
不是单纯靠增加店面数量来获取
户对中介收取的高额服务费表示
影响力，中介为买卖双方提供平
很不理解，但又因缺乏对房源的
台，让买家和卖家在信息透明的
信任度，无奈只能选择缴纳服务
环境下自己谈，而不是想办法将
费，而这背后实则反映出中介机
买卖双方隔离。这样一来不仅帮
构业务模式的诸多问题。
中介节省了成本，还赢得用户的
近几年，面对中介机构数目
信任并产生对外传播的欲望。赶
的大幅度增长，同质化现象颇为
在 2014 年互联网风口盛行时创
严重，抢房源、抢客户成了中介
办的房产中介真二网，便在郑州
机构之间的家常便饭，因一单生
市场开辟了这种新模式，不通过
意大打出手的现象也不鲜见，这 “烧钱”扩张，宣称没有中介费
主 要 在 于 一 单 生 意 意 味 着 高 提 （只 有 约 4500 元 的 过 户 办 理
成、高回报，而这最终来源于用
费），这在国内众多房产平台中
户所缴纳的中介服务费。同时， 显得与众不同。到目前约 3 年的
政策收紧让部分门店业务量萎
时间，在郑州二手房市场份额占
缩，但一些固定成本仍需要支
比已达到 15%。
付，这些无疑也都来自中介服务
此外，房产中介作为劳动力
费，然而这种恶性运营模式最终
密集型行业，从业人员的专业素
只能让用户敬而远之。
养和个人修养也是房产中介机构
“其实问题根源主要在于大
转型发展中急需解决的，因为这
多数中介机构的业务仍以线下门
对提高行业效率、净化竞争环境
店为主，缺乏互联网式创新思
有很大效用。据业内人士分析，
维。”刘正一指出，未来房产中
向来以军事化管理而著称的链家
介的发展趋向，主要看能为用户
此次进驻郑州，某种程度上将带
产生多少价值，今天的用户都非
动房产中介从业人员的大练兵，
常明智，他们渴望实时参与到房
这对净化整个市场有一定好处，
产决策、交易中，这就迫使房产
未来郑州房产中介将迎来一定程
中介主动或被动选择转型，利用
度的洗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