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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他们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的主场

和舞台。 成都代理行业已经正式迈入百亿时

代，包括正合地产、思源经纪、中原地产在内

的数家营销策划中心，已正式对外宣布，进入

百亿元俱乐部。而嘉联、吉信行等则宣布将在

2013年冲击百亿。代理和营销策划机构，终于

站到了聚光灯下！

他们已经开始走出成都，走出四川，2013

年，他们将拥有更大的舞台！

成都代理行业 迈入百亿俱乐部

2012年， 成都的代理行业已经正式迈入

百亿时代！这个销售业绩，已经超过很多开发

商在成都的年度销售金额。 代理行业的发展

非常迅速。正合地产2009年在成都实现代理

签约金额仅56亿元，2012年则实现100亿元。

而思源经纪崛起之路几乎如出一辙，2008年

签约金额仅为3亿元，2012年的销售就达到

102亿元。2012年，正合与思源，双双进入百

亿俱乐部！

而更多的代理机构紧随其后， 逼近百亿

元。中原、嘉联地产、吉信行·方圆置业2012年

的销售金额都接近百亿元， 而这些代理公司

2013年的目标，无一不是过百亿，甚至还有人

提出了冲击200亿的目标！

影响楼市主流 营销代理二八定律

尽管隐藏在开发商的身后， 但他们用专

业的营销知识、策划能力、营销团队，为成都

楼市的主流开发商服务， 几乎涵盖了成都楼

市从刚需、改善、高端住宅，到写字楼、商业的

所有产品。他们合作的伙伴，包括保利、万科、

绿地、国嘉……通过这些有实力、有话语权的

合作伙伴， 他们也实际掌握着成都楼市的话

语权，深刻影响着成都楼市。

正合地产的合作伙伴包括万科、 华侨

城、九龙仓、中信、合能等；思源经纪与万科、

花样年、华润、深长城、俊发等房企展开合

作；中成房业联手铁狮门、新鸿基、香港富豪

集团、香港信和集团、中铁二局地产、成都高

投等；吉信行·方圆置业服务嘉里、盛吉立、

棕榈泉和合景泰富； 世家机构服务保利、富

力、九龙仓、建发。易居西部不动产服务恒

大、雅居乐、星河湾。这些代理机构和营销策

划机构的合作伙伴，几乎清一色是成都楼市

的重量级品牌开发商。 成都的主流开发商、

主流项目，都被这些代理行业的巨头一网打

尽。和成都楼市“二八定律”相同的是，这些

营销策划机构，也牢牢占据了成都的营销策

划和代理市场。

不断制造话题 他们掌握楼市话语权

除了对市场的强势占有， 他们还营销和

策划了2012年成都楼市的种种事件。

力道广告，重点为保利、国嘉、蔚蓝卡地

亚等开发商服务， 每一个都是重磅级开发商

和项目。 成都力道广告公司创始人朱亚则是

媒体上的知名楼市人物，以“豪放派”独辟蹊

径，以全新的角度思考问题，其独具的调性，

独创了“朱亚体”。

而实效机构的吴昊， 则以娱乐化的方式

开启了楼市的新语种。他的经典案例，从“海

悦哥”到“世纪姐”，再到今年几乎遍布全城

的公交站台上的绿地·锦天府十二生肖系列。

不管你是赞赏还是鄙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

个广告，你记住了。那么实效机构吴昊的目的

就达到了。

成都商报记者 刘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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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他们影响楼市主流

2012年签约金额：100.4亿元

销售面积：136.3万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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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合地产：2012是里程碑式的一年

公司简介：

成都思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于2008年4月正式成立，成立至今，公司已

组建成一支精干、团结、专业的团队，并与多

家实力型的房地产公司建立了合作联系。经

过5年沉淀，成都思源团队对成都市房地产市

场及发展有深入了解和掌握。

2011年， 思源经纪实现产值86.2亿元，一

跃成为成都代理行业绩第一的企业。2012年，

思源经纪持续领跑代理行，销售达到102亿元，

销售面积继续破百万方，它也是成都第一个销

售额及销售面积破双百的代理企业。现在思源

经纪合同储备额超过千亿，根据在售项目情况

推算，2013年成都思源销售额预计120亿，势必

继续成为成都代理业销售的领头羊。

2008年至今，成都思源代理了50余个大

中型房地产项目， 业务线包含高端低密住

宅、城市华宅、品质快销电梯、写字间、纯商

业、大型旅游地产等。未来的思源经纪，将在

思源集团“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

秉承“客户成功＋员工成功＝思源成功”的

经营理念，注重积累、独立自强、不懈追求，

逐步发展成为成都乃至西部地区一流的房

地产服务机构，并成为思源集团全国业务版

图中的重要增长极。

公司简介：

2012年对于正合地产而言，绝

对是里程碑式的一年。 正合的代理业务，在

2012年销售签约量超过百亿元， 其在售项目

量分布全城各个方位、 各个环域以及主要的

郊区市场。产品线也极为合理，刚需项目量占

比49% ，改善类项目量占比20% ，豪宅类项目量

占比17% ，写字楼类项目量占比14% 。正合去年

代理项目的任务超额完成及完成率超过80% ，

新接在售项目的销售平均提升率超过200% ，

联合代理项目中销售领先项目超过70% 。同

时，正合的顾问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认可，

回款率达到96% ， 客户重复买单率高达40% 。

并且正合的异地顾问服务能力也日益增长，

达州、自贡、乐山等省内二级城市及重庆、昆

明、贵阳、安徽、山西等省外城市都有涉猎。

思源经纪：卖了100亿 破了100万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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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实效机构是成都首家地产

行业整合营销行动机构， 实效机构致力于

构建“知行一体”的地产行销体系。核心构

成为营销顾问部、 平面创作部、 互动传播

部。拥有平台论、楼盘细分模式、楼盘红利

测评系统、快感制作等专业工具。为发展商

提供基于市场竞争导向的楼盘定位顾问、

营销咨询诊断、广告推广执行、网络互动营

销等一体化服务。与万科地产、保利、绿地、

中铁二局等知名开发商达成战略合作。

继2010年为万科·海悦汇城广告形象

“海悦哥” 在楼市深入人心后，2012年实效

机构与绿地携手，为绿地·世纪城推出西毒、

南帝、北丐，以及多篇“世纪姐”广告形象，在

成都楼市的刚需广告领域引发一系列跟风

之作。实效机构以其“娱乐营销”的模式区

别于其他广告公司，在楼市形成一道个性化

的风景线。

成都商报记者 刘婷 叶涛

2012年销售金额：102亿元

销售面积：超百万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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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嘉联地产成立于2000年。

公司创办之初就诚邀沿海精英加盟共谋

发展，由深谙本地人文和市场的本土房地

产专业人才与来自深圳知名代理顾问公

司的地产精英共同组成公司技术及管理

的中坚力量，经过12年发展，已成为一家

既有沿海职业化特点又有本地操作经验

的成都一线综合专业地产运营机构。

嘉联业务区域遍及成都东西南北中各

区域，并延伸到青城山、郫县、华阳、新都、

龙泉和温江及川内二级城市自贡、广汉、雅

安、资阳等周边城区。2012年嘉联地产更是

成功开拓宜宾、乐山两地房地产市场，项目

操作非常成功，形成品牌落地。2012年也是

嘉联地产领跑成都房地产服务市场飞速发

展的一年。2011年与世联集团强强联手，成

为世联集团旗下控股子公司后， 嘉联坚持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并很好实现全国性的

平台嫁接，在本土文化尊重传承基础上，共

享集团强大的操盘技术经验、 遍布全国的

高端客户资源。 继续为公司更好的服务客

户，为人才铺垫更优的发展道路；为未来5

年甚至10年，增强规模化的运作。

2013年，嘉联力争实现代理200亿元，

以期实现更深层次的区域渗透，搭建一个

更广阔的平台。

嘉联地产：2013年冲击200亿

2012年销售金额：95亿元

代理面积：470万㎡

销售面积：1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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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成都楼市

营销策划品牌机构颁奖词

公司简介：

四川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

是在成都注册的港资企业， 是香港中原集团

成员之一。公司以成都为立足点，服务范围拓

展至整个四川地区， 以诚信专业的房地产综

合服务商形象向周边城市辐射发展。 四川中

原在业务上形成商品房全程代理、 二手住宅

和商业、写字楼中介服务三大营业板块，加上

公司市场研究中心的专业支持，以稳健发展、

优质服务在业界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四川中

原作为成都地产代理行业的领头羊， 旗下二

级市场营运中心、三级市场住宅部、三级市场

工商铺部、三级市场按揭部，是其主力组成机

构。2013年，四川中原力争实现代理120亿元，

深耕大成都，拓宽合作平台，与更多优秀开发

商互惠共赢，创造2013年业绩新高。

四川中原：深耕大成都 力创业绩新高

2012年代理业务销售金额：94.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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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

吉信行·方圆置业成立于

1999年，立足成都本土房地产市场拓展近14

年，将沿海先进营销理念与本土文化及实际

操作经验融合。公司以“打造成为中国顶级

营销平台，专业创新价值”为企业使命，服务

过数十家房地产开发机构，销售了近千万平

方米的住宅和商业， 以“随时随地创造价

值”为愿景，通过对政府房地产政策和本土

房地产市场特征的深度把握，为本土与国际

发展商和消费者客户群提供系统性的服务。

2012年公司经营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2012年代理在售项目46个， 涉及成都六城

区、郫县、龙泉、新津牧马山、都江堰等地区

的中高端住宅以及别墅项目的代理和顾问。

2012年是吉信行·方圆置业成功飞跃

的一年。通过对内机构组织建设的调整与

“四大管理模式” 的有效落实与执行，不

断研究房地产市场的各种需求，为本土与

国际发展商和消费者客户群提供系统性

的服务。2013年，吉信行·方圆置业这艘大

船将以更加快速的速度驶向成功的彼岸，

力争实现代理销售130亿元。

吉信行·方圆置业：

志在打造顶级营销平台

2012年代理面积：870万㎡

销售面积：113万㎡

签约金额：83.6亿元

销售金额：85.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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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中成房业有限责任公司成

立于1998年， 是一家集房产及地产全程

策划、房产代理销售、房地产开发管理、

城市运营策划等为一体， 具备房产及地

产全程执行能力的大型专业机构，14年

来伴随房地产行业经历了许多起起落

落。 在风雨的历练中， 公司不断发展成

长， 成为行业内颇具口碑的本土老牌房

地产营销代理机构之一。

作为以执行力见长的本土优势企

业，公司一方面强化营销策划的落地管

理， 另一方面不断加强销售执行管控，

在与其他一线品牌代理公司联合代理

的项目中，业绩常常大幅度超过竞争对

手，确立了公司在联合代理中的优势地

位。与国内外众多优势品牌开发公司都

确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作为天府新区和

北部新城业务发展的先驱者，公司基本

完成了以成都天府新区和北部新城为

核心，并遍布成都东南西北各区的业务

布局。 同时受邀进驻多个二级城市，影

响力向省外扩张。承接了多个商业及工

业地产、 甲级写字间及综合体项目，丰

富了公司项目业态，提升了公司综合实

力。 承接海南千余亩旅游策划项目，在

旅游地产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同时公司一直秉承“平和发展，协作

共进”的企业文化，以员工为第一竞争力，

扎实推动员工培训及成长计划，今年共培

养了二十余位新星管理者。稳定成熟的团

队加上新鲜血液的注入，为公司发展提供

了强大的动力。

中成房业：扎根本土 辐射川内外

代理面积：4314844㎡

销售面积：677209㎡

销售金额：45亿元

{

企业简介：

易居

（中国 ）

控股有限公

司于2007年8月纽交所上市

（纽交所交

易代码 ：

EJ

）

， 是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

中国轻资产地产概念股。 易居中国是

中国首个提出房地产流通服务商概念

的中国房地产现代服务业的整合者与

领导者。在其发展历程中，凭着敏锐的

市场拓展、精英的团队，持续的创新及

永续提升的服务理念， 构筑起了一个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以营销代理、

房地产信息及咨询、房地产互联网、房

产经纪、 旅游地产服务、 商业地产顾

问、房地产广告传媒、投资管理为业务

流， 并覆盖中国各个城市的房地产现

代服务体系。

易居

（中国 ）

覆盖营销代理涉及47

个城市，年代理总销面积突破千万平方

米；咨询媒体服务平台共涉及全国75个

大中城市，服务32300个住宅开发项目、

3700个办公楼项目、2200个商业开发项

目……以中国最大最全的数据库、强大

的知识平台，系统化的创新能力，深入

准确的数据，为客户设计灵活运用的解

决方案。

易居：超强平台 超高起点

2012年代理面积：950000㎡

销售面积：840000㎡

签约金额：42亿元

{

公司简介：

成都世家机构实业有限公司

创始于1999年，目前是西南地区经营规模最大

的房地产咨询顾问、房地产全程营销代理机构

之一。 世家机构系成都传媒集团下属成员企

业。世家机构服务范围涉及市场研究、销售代

理、营销策划、顾问咨询、招商等各房地产相关

专业分支领域的多元经营。并致力于发掘房地

产项目价值、解决市场及产品问题、对物业全

程营销提供技术支持。13年来，世家机构着力

确立自己的两大核心竞争力： 定位及产品研

发能力、客户资源组织能力。自身以从事房地

产营销服务及直接关联业务为主， 确保服务

的中立性，不盲目拓展业务领域，由此，决定

了世家机构稳健的、可持续的发展。2013年目

标是销售金额达到80亿元。

世家机构：紧握核心竞争力稳健发展

2012年销售面积：410000㎡

销售金额：40.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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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新港地产集团1998年成立于

香港地区， 并于同年进入内地各大城市，致

力于服务各大知名开发商，在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西安等城市设有

分公司。 公司十余年如一日专注于商业地

产、商业综合体、购物中心、写字楼、商业街、

专业市场等，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专业的市

场调查、营销策划、销售代理、设计顾问、招

商代理以及商业咨询、商业管理顾问等全方

位的服务，主要管理人员均有超过十年以上

的房地产项目操作经验，经新港策划及代理

的项目遍及全国各大城市。

四川新港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主要成

员于2003年进入成都房地产市场，开始服

务于各大开发商， 服务对象包括万科、万

达、龙湖、华润、招商地产、深长城、蓝光、

中水电、中铁、吉宝等各大开发商。

新港地产：全国各大开发商尽在掌握

2012年销售面积：45万㎡

销售金额：78亿元

{

公司简介：

成都力道广告有限公司成

立于2009年，历经4年发展演进，已经成为

成都乃至西南地区最具实力的房地产专

业广告公司之一。自成立以来，不仅成功

地与保利、华润、中信、中国铁建、建发、国

嘉、合景泰富等诸多知名品牌房地产企业

长期合作；更全程参与了成都众多知名楼

盘的全案策划推广工作，为这些楼盘创造

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影响力，其中的佼佼者

已成为成都楼市的标杆级作品。2011年，力

道广告开始全国布局，时至今日，足迹已

遍及大江南北，在湖南、福建、海南、重庆等

省市均有合作伙伴；为了提供更完善的服

务，在长沙、福州、三亚设立分支机构。

4年来，力道广告公司始终秉承“与客

户同呼吸共命运”的核心经营理念，这正

是力道广告在短短几年里取得骄人成绩

的关键所在。

力道广告：4年狂飙突进布局全国

实效机构：以娱乐营销深入人心

思源经纪西部大区总经理 廖建华

成都世家机构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郭漫舸

四川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邹玉堂

吉信行·方圆置业总经理 潘海

中成房业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孙红

易居（中国）成都总经理 傅军涛

新港地产执行董事 张红兵

力道广告创始人 朱亚

实效机构总经理 吴昊

正合地产董事长 毛勇

嘉联地产总经理 侯红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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