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仅六家上市房
企销售“达标”

前10月

广州规范中介服务

二手房中介费可讨价还价

今年“双十一”，房产众筹成为人们
关注的新话题。远洋地产联合京东推
出的“1.1折买房”更是赚足眼球。据悉，
包括远洋、万科、方兴在内的多家房企
参与了电商“双十一”特惠促销活动。

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11月11日，30家房企已公布10
月销售业绩，23家企业环比上涨。销售
情况出现企稳趋势。业内人士认为，除
万科、恒大外，其他 90%的企业完成年
度任务的难度依然较大。特别是临近
年末，房企将依然是以价换量。房企们
意欲联合电商制造年底营销季主要还
是努力消化库存、回笼资金，冲击业绩
完成年度销售目标。

制造年底营销季

临近年关，在销售压力倍增的情况
下，房企也把促销的手段瞄上了“双十

一”。远洋、方兴、万科、招商等大
型房企以及一些区域龙头房企在

“双十一”都联合电商举行了特惠
促销活动，制造了一波年底营销
季。

11月 10日，京东商城上一则
“11元筹1.1折房”消息，引起人们
的关注。这便是远洋地产联手京
东金融推出的首个房产众筹活
动。据悉，远洋地产将拿出北京、
天津、武汉、杭州等城市的11套房
源参与该活动。从 11月 11日零
时至23时59分，京东金融用户只
需支付 11元就可获得 1.1折购房
的抽取资格，其它京东用户则需

支付 1111元以获得抽取资格。抽取结
果将在 11月 17日揭晓，抽中者将可以
以 1.1折的价格购买上述房源。活动结
束后 30日内，未被抽中的用户，其所支
付的11元或1111元将被退回。

记者粗略统计得出，这11套房源的
原价总和 718.2万元，最终售价总和为
79.7万元，即远洋地产为了举办活动，将
减少收入 638.5万元。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活动不仅限于双11这一天，将持续
至11月28日。

据了解，远洋地产将在这十天时间
推出全国 12个城市的 25个项目上万套
房源，总货值 50亿到 100亿元，房屋总
销售面积占远洋地产总量近四分之一，
主要以刚需房源为主。

方兴地产也高调启动了“双十一”
售房“光盘节”，在全国 11城市 22个项
目推出主要针对老业主的线上线下多

形式优惠活动，总优惠金额达 3.3 亿
元。为打造地产史上首个“双 11 光盘
节”，方兴地产将推出 4400套房源参与
促销活动。

去库存冲业绩

当前开发商推盘走量意图十分明
显。10月由于政策利好因素，房企销售
出现企稳趋势。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1月11日，公布10
月销售业绩的上市企业已经达到30家，
包括万科、保利、绿城、恒大、融创等。
这30家企业10月单月销售业绩为1539
亿，环比 9月的 1330亿上涨 15.7%。30
家企业中有23家企业销售环比上涨。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
从已公布的销售业绩看，大部分企业在

“9·30”政策出台后，销售都明显好转，
其中万科等企业表现优于市场。从房
企完成任务情况看，除万科、恒大外，其
他 90%的企业完成年度任务的难度依
然比较大。截至目前，21家企业的平均
任务完成率仅为 74%。这种情况下，短
期内特别是临近年末，房企将依然是以
价换量。房企们联合电商制造年底营
销季主要还是努力消化库存、回笼资
金，冲击业绩完成年度销售目标。

对于此次与京东联合促销，远
洋地产相关人士称，“利用各种方式和
时间节点进行促销，现在我们还是比较
坚定的。不管市场是好是坏，公司销售
任务必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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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1日从广州市国土房管局获
悉，该局日前下发通知，对今年上半年
推广使用的中介服务合同示范文本进
行修改，把原规定中介费按成交总价
0.5%～2.5%计收的规定，改为实行市
场调节价。这就意味着今后二手房交
易双方可以和中介“讨价还价”了。

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在通知中表
示，对 2014年 4月 23日推广使用的广
州市房屋买卖中介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进行修改。原合同示范文本中合同说
明第六条“根据物价部门有关规定，房
屋买卖代理收费，按成交价格总额的
0.5%～2.5%计收。实行独家代理的，
收费标准由委托方与房地产中介机构
协商，可适当提高，但最高不超过成交
价格的 3%”改为“根据省发展改革委、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相关通知精神，房
地产咨询服务收费、房地产经纪服务
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房地产经纪服
务收费标准由委托和受托双方，根据
公正、公平、合理的原则，依据服务内
容、服务成本、服务质量和市场供求状
况协商确定。据悉，广东省发改委、住

建厅日前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建
部关于放开房地产咨询收费和下放房
地产经纪收费管理的通知。通知指
出，广东省决定放开房地产咨询服务
收费、房地产经纪服务收费，实行市场
调节价。同时，通知要求地产中介需
悬挂公开价目表，不得混合标价、捆绑
标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后，广州的二
手房中介费会不会上涨，会否对二手
房价产生影响？对此，多数中介表示，
目前楼市整体环境不佳，在这种状况
下，中介一般不会轻易调整服务佣金
的比例。满堂红研究部高级经理周峰
表示，官方的微调政策不会对房地产
交易市场产生太大的影响，“房屋交易
的收费主要是由市场情况以及中介之
间的竞争决定的”。他解释说，买家交
易前会和中介谈好佣金，中介会根据
具体的交易难度确定收费。“如果交易
简单，中介只是负责交易流程管理，佣
金自然低一些；如果房屋交易难度大，
买家希望中介可以和卖家沟通压低价
格，中介自然收取较高佣金。此外，如

果是业主独家委托的物业，情况又不
一样。”

据合富标准指数数据，2014年1月
—10月广州全市二手住宅套均成交总
价为 212万元/套，同比 2013年上涨了
24.85%；中心六区套均总价233.3万元/
套，同比上涨25.6%。相较而言，番禺、
萝岗、原芳村、金沙洲等外围及近郊片
区的新盘的价格，大多在 150 万元左
右。合富房地产经济研究院院长龙斌
表示，在二手房交易中，二手交易的税
费实际上占了更大份额，可大致计算
出，二手交易过程中产生的税费等费
用，约占总楼价的5%—13%左右。

龙斌表示，二手楼市自身的
制约因素，加上“三年社保”政
策未放松以及流动性的松动
程度始终坚持适度为主等
因素，预计四季度广州二手
楼市的回升速度仍然会较
温和。价格方面，由于市场
信心有所恢复，价格有所回
调的“笋盘”或会逐渐减少，预
计价格稳中小幅回升。

自 9月底的房贷新政“添柴”后，
房地产市场氛围回暖，部分房企销售
情况有所改善，全国楼市的“银十”销
售普遍超过了“金九”。不过，从近期
陆续公布的上市房企前 10个月销售
数据来看，多数公司距年初制定的销
售目标依然有很大差距，甚至有些已
完成无望。

从已公开前十月销售数据的 21
家上市房企来看，其全年销售目标完
成率的平均值为 74.2%，而去年同期，
这些房企的完成率平均值达到了
88.3%，同比下滑14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今年前 10个月，上述
房企中，没有一家企业提前完成年度
销售目标，仅有六家企业完成了全年
销售目标的 80%以上，包括万科和恒
大、绿城等；其中，除恒大地产已完成
全年目标的 97.5%之外，其余五家完
成率均在90%以下。而观察去年前十
月，上述 21家房企中，已有五家房企
已提前完成全年度销售目标。其中，
碧桂园甚至已超出全年销售目标20%
以上；还有九家企业已经完成全年销
售目标的90%以上。

事实上，2013 年期间，市场利好
因素众多，多数房企销售处于上升状
态，一些实力较强的房企在10月份就
超前完成目标并非难事。而今年直至
9月底前，限贷政策紧缩加压项目去
化，市场暗淡不振，对房企销售去化造
成很大压力，能够完成 70%以上全年
销售目标已属不易。

虽然按照行业规律，房企销售上
下半年比重一般在四六开，下半年尤
其四季度均为各家房企冲业绩的关键
时段，但目前市场已经进入 11月，距
离年关时间上已所剩无几，所以纵使
10 月份以来，多家房企出尽营销利
招，相当一部分房企要完成年度目标
依然压力重重，甚至几乎已无可能。
如金地集团目前仅完成全年目标的
55%，如果要完成全年目标，接下来的
11、12月份平均每月需要完成前十月
月均销售额的四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