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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专家———快贷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5.7厘

当下， 市场上良莠不齐的融资服务

让很多老百姓难以抉择。 如何让自己的

贷款省钱又轻松呢？ 成都市快贷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贷中心）急百

姓之所急，及时推出了省时、省心、省钱

的快贷VIP便民金融热线，解决老百姓的

贷款问题。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

5.7

厘

在金牛区西安中路47号的快贷中

心， 笔者看到多位希望贷款的客户正在

听该公司总经理殷红讲解最新的银行政

策。据了解，快贷中心推出了低于同期银

行利率20%、最低至5.7厘的贷款利息，品

种有：随借随还；3年先息后本；住宅可贷

十成；商铺可贷七成，以及按揭车、按揭

房可以轻松贷款等等海量信息。

在实际业务中，个别客户因为征信、

抵押物、还款流水等问题，在部分银行不

能正常贷款。 快贷中心会根据客户的实

际情况， 在22家银行中设计匹配出最佳

的贷款方案，最高可以贷到十成，不足部

分可以通过办理大额信用卡等方式，解

决客户的资金缺口。

全款房、合同房 当天能拿到钱

“需要资金的人如果有全款房或者

合同房， 在快贷中心当天就能拿到

钱。”据殷红介绍，快贷中心提供的短

期应急贷款，有速度快、额度高、方式灵

活等特点，“最快半小时就可以放款，

额度最多可达评估价100%，房产、汽车

都能贷。”

按揭车、房和无抵押贷款三天到账

快贷中心业务部门负责人介绍说，

按揭房贷款只需提供身份证、购房合同

证明和稳定工作的凭证，就可以享受由

快贷中心提供的专业团队担保服务，为

客户提供贷款VIP服务，3天就能拿到

贷款。

在快贷中心大厅， 笔者遇到了做杂

货铺生意的周先生。 他希望扩大门店经

营，但不知如何解决启动资金问题，通过

朋友借款他开不了口， 看过几家中介公

司，利息又高得惊人。纠结的时候，通过

朋友介绍， 周先生打通快贷VIP热线，当

天下午他就凭借按揭车手续贷到了30万

元。通过实地调查周先生的经营门店，快

贷中心又给他追加了30万元贷款， 而且

利息优惠了很多， 仅仅一天他就轻松拿

到了这笔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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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屋中国”正式进入成都

“一条信息赚10万佣金？”最近，不少成

都地产圈内人士频频收到类似短信。 不少人

在问———在这些诱人字眼背后， 到底隐藏了

什么？

22日，这一“谜底”正式浮出水面。在22

日召开的好屋中国西部市场启动新闻发布会

现场，记者了解到，“好屋中国”正式浮出水

面，其创始人表示，在成都试水2月之后，“好

屋中国”正式进入成都，并在社会公开招聘万

名兼职经纪人和千家企业合作单位共同开创

西部房产全民营销新时代。

“好屋中国”成立于2012年，在苏州起

家， 以开创房产电商平台的全面营销模式著

称，被称为“最牛房介”。此前，好屋中国创造

过一连串记录：“2012年， 好屋中国用一年半

时间在苏州完成了118个项目合作，市场份额

达68%，共完成好屋团专购71场，最高日成交

房源1012套，日成交金额近11个亿。目前，好

屋经纪人每天以3000人以上的新增注册量发

展，经纪人完成销售额度超过420亿。”

事实证明， 好屋中国充分利用了互联网

行业的同边效应， 将国外领先的经纪人模式

带入中国。据介绍，好屋中国主要运用互联网

经纪人模式实现了将售楼处推向全社会，将

每一个互联网用户都培养成为好屋的房产兼

职营销服务人员。这种模式的破冰而出，最大

效益地降低了开发商的广告和渠道成本，利

用客户本身获取最大的精准客源， 有效缩短

了资金回笼周期，实现量价齐升。

据记者了解， 成立不到两年时间的好屋

中国， 目前已在全国20多个城市快速复制，

“近期目标是3年内成功上市”。目前，其成都

公司已正式运营，并在密切接触开发商，寻找

合作项目。截至9月15日，好屋中国成都合作

方包括中铁丽景书香、中国铁建国际城、世茂

玉锦湾、景茂名都、金山郡、保利中央峰景、果

壳里的城等著名楼盘，销售超过1000套房屋。

抛绣球：佣金至少为房屋总价1‰

好屋中国总经理陈兴阐述好屋中国的发

展愿景， 在进入成都2个月并熟悉市场之后，

将进一步加大在成都的发展， 不仅靠资源和

执行力， 更重要的是运用生态的可持续的商

业模式。

据悉，在此次进入成都两月之际，好屋成

都向成都市民正式抛出绣球， 招聘万名经纪

人和千家企业合作商。

据介绍，此次招聘的经纪人有三类：社会

经纪人、专业经纪人和团队经纪人。社会经纪

人也称“兼职”，只要在好屋成都网站注册成

功，介绍客户购房，如交易成功，将获得房屋

总价的1‰及以上的佣金；专业经纪人专职服

务好屋中国的经纪人，佣金为房屋总价的2‰

及以上；团队经纪人指您可以发展您的团队，

通过您的专属链接，在微博、微信、网站等推

广， 只要用户打开专属链接注册即可成为下

线，获得平台奖励的团队佣金，为房屋总价的

万分之一。

好屋中国相关人士表示，2013年8月成都

房屋均价是8500元/平方米，如果介绍客户购

买一套90平方米房屋， 将获得最少765元佣

金，收益较为可观。

多项创新塑造核心竞争力

以独特模式在成都发力， 好屋中国已经

引起了本地传统房产中介的关注。

据了解， 日前本地房产中介组团到好屋

中国大本营考察， 其中不乏拥有数百门店的

巨头。一位成都业内地产中介人士透露，相对

于传统中介而言，好屋中国以佣金代替工资，

省去了人力成本；同时，以网络代替门店，省

去了租金负担，“以100人的小型房产中介为

例，以3000元/月·人的人力成本计算，每年支

出约为360万元， 而100人的中介大概需要10

个40平方米的店面，若以250元/月·平方米的

租金计算，10个店铺的年租金是120万元。

更为重要的是， 传统房介的日子并不好

过。线上渠道被开放商越来越看重，在成都正

合地产总经理毛勇眼中， 介于好屋中国产业

链中上游的出身背景，“它在活动落地、 执行

力度、精准导客等方面，都具有极大优势，这

种优势一旦和优质项目相结合， 非常容易出

效果。”

而分析人士认为，相比传统网媒电商，好

屋中国属于产业链中上游企业自办的电商平

台，“在客户资源整合、智力策略支持、线下拓

客深度、落地活动执行等方面，都具备非常明

显的优势。网媒电商比不起，也比不赢。”

据好屋中国总经理陈兴介绍， 虽然成都

巨大的房产市场培养许多传统房产巨头，“现

在很多传统中介利用其长期以来形成的资源

优势，跟好屋中国谈合作，希望利用好屋中国

的优势， 共同挖掘成都房产市场”， 她表示，

“我们欢迎各类资源的介入和合作”。

好屋入蓉 房产电商平台搅动传统市场

“最牛房介”好屋中国昨宣布正式启动西部市场，其社会经纪人面向普通网民，交易成功可获佣金

快贷投资专栏

昨日上午10时，被称为“最牛房介”的好

屋中国在成都明宇豪雅酒店召开新闻发布

会，好屋中国执行董事刘勇，好屋中国总经理

陈兴及创始股东等集体宣布， 好屋中国正式

启动西部市场。

好屋中国有“最牛房介”之称，其创新的

房地产经纪模式和全民营销策略广受行业关

注，其极短的时间在全国扩张，引发行业高度

关注。那么，相对于传统房介，主打O2O电商

房介的好屋中国有何优势？ 在巨头林立的成

都，好屋中国是否能够站稳脚跟？模式一旦被

复制，是否会遭遇大批竞争对手？对于此诸多

问题，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好屋中国总经理

陈兴。

记者：

相对于过去的房产营销模式，好屋

中国的优势在哪？

陈兴：

“好屋中国”成立于2012年，在苏

州起家，开创了房产电商营销平台的O2O模

式，这种模式主要运用互联网经纪人实现了

将售楼处推到全社会，将每一个互联网用户

都培养成为好屋的房产兼职营销服务人员。

这种模式的破冰而出，最大效益地降低了开

发商的广告和渠道成本，利用客户本身获取

最大的精准客源，有效地缩短了资金回笼周

期，实现量价齐升。同时，好屋中国将渠道、

电商、营销、大数据、用户五维一体整合在一

起， 打造了房产电商的可持续生态系统。此

外，好屋中国基于博思堂集团13年的房产代

理经验和博济科技园强大的孵化服务，有强

大的支撑。

记者：

有人疑问，好屋中国的全民营销模

式“类似于直销”，事实是否如此？

陈兴：

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在好屋模式设

计之初，就对此研究过。我们这是分销，在佣

金的返还上，只能是你介绍来的朋友，你朋友

介绍来的朋友如果购房，就跟你没关系了。

记者：

你们是否担心自己的模式会被复

制，并因此遭遇大批竞争对手？

陈兴：

模式容易复制，但执行力、资源等

难以复制，无论是传统房介、还是网络房介，

我们在客户资源整合、智力策略支持、线下拓

客深度、落地活动执行等方面，都具备非常明

显的优势。网媒电商比不起，也比不赢。

记者：

好屋中国最少提供千分之一的佣

金给经纪人， 再加上降低了消费者购买的房

价。请问，好屋中国靠什么盈利？

陈兴 ：

短期来说，好屋中国主要收取成

功购房者的服务费，这个服务费根据不同房

源有不同的收费标准。虽然好屋中国上销售

的房屋价格会比消费者直接购买便宜3%左

右， 但消费者购买量比较大，“薄利快销”，

目前是盈利的。从长期来看，我们还给消费

者提供很多增值服务。此外，网站的大数据、

流量都比较大，并因此吸引投资者，实现3年

内上市。

记者：

成都房产界传统的中介巨头林立，

会不会和他们有些合作？

陈兴：

我们欢迎与成都房产中介的合作，

本地房介可能只专注本地市场， 但是可以利

用好屋中国的互联网优势， 把业务做到全国

乃至全球。目前也有一些合作正在谈。

（席大伟）

9月22日上午10时，被称为“最牛房介”的好屋中国在成都明宇豪雅酒店召开新闻发布

会。好屋中国执行董事刘勇、好屋中国总经理陈兴及创始股东等高层出席。在此次新闻发布

会上，好屋中国正式对外宣布启动西部市场。同时，好屋中国跟WOWO、四川白酒协会等多

家企事业单位举行了签约合作仪式。

好屋中国有“最牛房介”之称，其创新的房地产经纪模式和全民营销策略广受行业关

注，其主打电商房介口号，在极短的时间内全国扩张，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好屋中国总经理陈兴的现场发言中如是说：“从2001年起， 各大房地产线上平台崛地而

起，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中寻找契机。如何掌握趋势，引领互联网房产时代潮流，开创一个共

享，共创，共赢的商业模式。渠道是躯干，品牌是灵魂，真正的核心则是巨大基数的平台用户。”

专访好屋中国总经理陈兴：

公司商业模式最赚钱

核心

提示

好屋中国总经理陈兴

“好屋模式”示意图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