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
20

万科卖房搞“全民营销” 推动行业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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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万享会微信页面

购房中心
取代售楼部的新渠道？
据了解，万科购房中心的职能相当于是万
科在成都的集中销售中心，将提供从项目展示
到销售的全程服务。在这个购房中心内，主要
销售成都万科的13个在售项目， 但也为成都购
房者提供万科在全国甚至全球项目的销售服
务，目前万科在三亚的旅游地产项目湖畔度假
公园和森林度假公园，以及在新加坡开发的住
宅林曦阁已经入驻购房中心。
在购房中心内，万科引入了3D全息投影设
备与触屏展示系统，集纳万科在售项目的沙盘
讲解、户型展示等功能。由于目前万科的产品
已经高度标准化，因此后期在购房中心内还将
搭建最新的标准化产品样板间。“长期来看，购
房中心可能会取代售楼部”， 万科的相关负责
人表示。
此外，针对购房中心，万科还专门组建一
支自有的销售服务团队。 万科相关负责人透
露，未来购房中心还将会把现有签约中心的职
能整合，构成一站式买房的完整链条。据了解，
在8月1日开业后的一天多时间内， 已有客户通
过万享会平台在购房中心内成交。

万享会
全民营销人人可卖万科房？
与购房中心相对应，万科通过微信建设了
一个名为“成都万科万享会”的微信服务号平
台。理论上以后所有自然人都可以进入到这个
平台，成为经过万科确认的注册经纪人。当注
册经纪人了解到自己身边存在的购房需求之
后，都可以非常便捷地通过万享会向万科进行
推荐。被推荐人成交之后，万科会向推荐人支
付佣金，佣金比例并不固定，万科会随时更新。
“这个平台的建设是社交媒体时代‘人人力
量’的体现，万科希望以此来获取更加丰富多元
的客户渠道”，万科相关负责人表示。据了解，在
万科的西安、沈阳、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公司，
万享会所代表的全民营销工具也已经相继落地。
万科营销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购房中心解决线
下问题，万享会主要解决线上问题，通过这两个
平台，形成营销上的闭环，这也意味着以后买房

万科购房中心开放现场

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两个平台解决。
记者日前登录“成都万科万享会”平台，
该平台的功能比较丰富，有购房中心、万享会、
服务专区三个部分。购房中心可以提供项目现
场及样板间展示以及其他完整资讯；万享会则
是注册经纪人推荐客户的入口，经纪人注册之
后可以随时了解自己推荐客户的买房进程、佣
金结算等问题；在服务专区则提供一些简单的
游戏。

业绩将受冲击
代理公司啥反应？
万享会上线后，万科的代理公司处境微
妙。在推出万享会和购房中心之前，万科曾
向多家合作代理公司咨询意见，得到的反馈
不一。成都某代理机构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购房中心我们欢迎， 但万享会还要
再看一看”。
代理公司的忧虑不无道理，万享会最大的
功能在于客带客，无限放大开发商与潜在客户
之间的信息触点，以实现对需求的挖掘。由于万
科业主重复购买率较高，目前和万科合作的代
理公司，享受着“老业主带新客户”成交带来的
业绩。万享会能够抓住的最基本的一部分客户，
就是万科的业主，如果以后这部分“老带新”从
万享会平台实现，那么对代理公司的销售业绩
将会存在冲击。不过也有代理公司负责人直言，
如果这是大势，代理公司就必须适应，因为开发
商一定会选择对自己“性价比最高”的方法管

理合作团队。如何更有效地寻找客户，是整个行
业都需要面临的挑战。

房屋维修资金引入审价制度

客户隐私及“飞单”
两大问题如何化解?
万享会上线之后，至少面临两个问题。第一
是如何尊重客户隐私？ 二是代理公司如何管理
自己的销售团队，确保不“飞单”？对于第一个
问题，万科表示，万享会对于被推荐人的确认有
着详细的约定，比如不能推荐直系亲属，而且在
注册经纪人向万科推荐之前， 必须获得被推荐
人的同意，而万享会在跟进过程中，也会对此进
行确认，以保障客户隐私。
第二个问题则让代理公司头疼， 如果万科
提供更高佣金，代理公司或者其他开发商的置业
顾问会不会带着客户“飞单”？万科的回应是，在
万享会平台上，万科考虑将针对经纪机构开放指
定端口，进行公对公的合作。若万享会开放了专
门的机构端口，那么万科可以随时完善万享会的
规则，来确保代理公司的利益。在发布会当天，万
科管理层也表示：万享会是一个平台，而平台的
意义就在于开放合作，多家参与，互利共赢。
从目前来看， 万科在成都的各大销售现场
反应平稳，各家合作公司“客照接，房照卖”。目
前成都乃至全国知名的代理公司的崛起都不同
程度受到万科影响， 很多代理公司都是靠卖万
科的房子发家，如今因为万科的新动作，整个房
地产营销的产业革命或许即将来临。
成都商报记者 赵述锦

3个月省下256万
今年3月1日起， 成都市正式在房
屋专项维修资金使用中引入第三方专
业机构免费审价制度。 截至6月底，全
市 已 经 完 成 88 个 项 目 的 审 查 ， 审 减 金
额 高 达 256 万 元 ， 审 减 率 达 到 8.93% 。 避
免了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的浪费， 保障
了业主利益。
据市房管局维修资金办介绍，截至今
年6月底，各小区在使用维修资金时，已经
开始积极主动联系第三方专业审价机构，
要求对房屋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
工程的造价进行审核。已经审价的这88个
项目，包括写字楼、住宅等，涉及的改造工
程也很多，既有屋面防水，也有道路沉降、
供水、机电设备维修等，其中不乏知名房
地产企业的项目。除了上锦颐园、华润·凤
凰城、光明馨苑、三十所职工宿舍、紫荆嘉
苑、中海名城等项目无审减，送审造价和
审核造价一致外，其余小区报审的维修工

程，则都有不同程度的审减，审减比例从
0.11%到55.59%。
成都是中西部地区第一个在维修资
金使用中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免费审价
机制的城市。凡一般使用房屋专项维修资
金单次金额超过5万元（含5万元）和按紧
急使用程序申请的维修项目，业主均可要
求具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工程审价机构
进行专项审价。因为房屋维修工程是很专
业的领域， 对于工程的造价是否合理，普
通业主乃至监管部门都很难完全了解清
楚，而第三方专业机构本着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依据相关专业标准和规范对维
修项目进行专业审价。 在审价结果出来
后，由各区（市）县房产管理部门也会指
导并监督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或业委会规
范公示相关情况，组织业主对使用维修资
金进行表决。这就在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
（刘婷）
小区维修资金的使用安全。

独栋销售新纪录：90秒卖一套
开盘当日，热销208套，黄龙溪谷秒杀成都低密销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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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密销冠创纪录系列调查”
之一

35岁占6成
城南高管青睐黄龙溪谷

开盘销售208套
近上半年低密总套数的四分之一
一天销售208套是什么概念？简单对比会发
现数据的惊人。 上半年整个大成都低密产品累
计备案成交845套，208套， 就是其四分之一。上
半年低密前三甲的销售总套数为94套， 黄龙溪
谷一天的销售量，是其两倍多。
业界为之震惊：黄龙溪谷开盘，是否真的如
此劲爆？8月3日上午9点50分， 记者到达黄龙溪
谷销售现场， 平日里宽敞的销售中心内挤满了
购房者， 就连户外的走廊都设置了临时的选房
等候休息区， 记者目测仅销售中心内外就有近
千人， 其中绝大多数是诚意购房者和其家人朋
友。10点，黄龙溪谷正式开盘。据记者在现场看
到的销控表显示，11点认购超过80套、12点认购
超过130套， 中午一点短暂的休息和用餐后，销
控表显示认购已经超过160套。 下午3点半从开
发商相关负责人处传来消息， 黄龙溪谷现场认
购套数达208套。
据黄龙溪谷在场的销售负责人介绍， 当日
客户认筹非常积极，有的客户为了抢房源，把销
控表前面的护栏都给冲倒了， 现场的火热氛围
一直持续到下午的3点半，还有部分未能选到心
仪房源的客户，直接转入下一批次的等待。
一名当日陪同朋友前来选房的业内人士告
诉记者：“我到现在都还没回过神来，黄龙溪谷
开盘当天的情景，在独栋的销售中，简直闻所未
闻。至少200、300组客户到现场，停车场和示范
区的路边，停满了豪车，有一两公里长，让人眼
花缭乱。黄龙溪谷的售楼部那么大，都被挤得到
处是人，比刚需项目的人气还要好，从未见过有
任何一个高端项目开盘能有这样的人气。”他
在认购选房区内看到， 很多客户进场两分钟时
间就成功选房，就跟在抢一样。
“这个结果超过预期，但并不意外。”面对
热销，黄龙溪谷的相关负责人回应，开盘前一个
月，就蓄积了300多组高意向客户，大大超越了
预期。因为今年低密市场平淡，所以尽管黄龙溪
谷的产品优势明显， 但在预估开盘效果时我们
原本比较谨慎， 而蓄客的火爆给了我们很大信
心。果然，开盘即售208套，成都高端低密住宅新
的纪录诞生了！

售楼部前豪车云集

火爆的开盘现场

开盘次日
销售中心余热未消

销售中心里人头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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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溪谷实景图

黄龙溪谷的热销， 无疑是高端低密物业
的一次年度狂欢。 但暴风眼的中心——
—黄龙
溪谷，业界却对它知之甚少。
查询资料获悉， 黄龙溪谷位于城南天府
新区核心区，即将通车的剑南大道末端，距离
神仙树核心区仅30分钟车程。 项目由复地集
团和优品道控股联合打造， 是规划中成都规
模最大的城市复合低密大盘， 西南最高端的

城市山地复合大盘。这次黄龙溪谷的热销，并
不是孤例。早在去年，它就已经创造过48套大
独栋，未开盘就售罄的先例。
周一下午，记者再次实地踩盘，从南二环
出发， 走即将全线通车的剑南大道到达黄龙
溪谷，耗时仅半小时。沿着一条宽80余米，长
约1公里的蜿蜒道路，就进入了黄龙溪谷实景
示范区。 映入眼帘的， 是全冠移植的双生银

杏、桂花、加拿利海枣等，桥梁、坡地、山水，相
得益彰。据悉，仅项目实景示范区就是400多
亩，耗资3亿元。
意外的是， 记者在黄龙溪谷碰到了大量
业内人士， 绝大部分是风闻黄龙溪谷热销后
前来踩盘。这让人回忆起当年誉峰开盘，几乎
所有开发商都在两天内来现场围观的场景。
在黄龙溪谷销售中心内里， 最醒目的就
是红色销控表，一片红艳。至少20多组客户在
此签约，还有众多后续赶来的购房者，现场的
来访量让销售人员明显不够用。 众多购房者
围在巨大的沙盘前，听销售人员介绍：黄龙溪
谷是天府新区核心区的城市山水大盘， 拥有
独一无二的天然浅丘地貌、原生态山水资源，
以及全球首创8重植物景观体系，领先的全生
态链景观水域净水系统。 由于定位为第一居
所， 项目还将引入顶尖配置的生活和休闲配
套， 包括全球知名的超五星级酒店、3万方商
业风情小镇、高端幼儿园、复星旗下高端医疗
资源、葡萄庄园、数个高端会所等，一举颠覆
低密大盘入住难的常识。
一名购房者望着示范区一望无垠的碧
绿坡地、葡萄基地、跌宕起伏的山地瀑布，一
边拍照一边感慨：“实景太震撼了！” 而一位
业内人士也向记者表示：“来之前很难想象
会如此热销，实地体验才知道，现场的打动力
太强了。”

一天销售208套低密物业，热销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客群？ 这个项目到底
有何过人之处，吸引这些业主购买？昨日，
网络上已经爆料称，黄龙溪谷有超过6成的
业主是城南新贵。 这无疑是黄龙溪谷掷出
的又一则重磅新闻。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 黄龙溪谷当日开
盘，购买最多的是城南业主，占到了70%，
城西20%，其他区域则占10%。而超过60%
的业主，是年龄35岁左右的城南高管客群。
记者调查发现， 对绝大多数低密项目
而言，购买客群一般在45岁到55岁之间，而
黄龙溪谷35岁业主占比， 大大超过了市场
的平均水平。
“这些业主，以城南企业高管为主，绝
大多数在主城区已经有一套住宅，但希望能
拥有低密居住体验。 他们追求品质生活，又
需要在城市继续发展，黄龙溪谷作为城南稀
缺的城市独栋，对金融城、新会展板块大量
的商务精英、企业高管而言，是一个很好的
居住承接，将成为他们的低密第一居所。”
业主李先生就在城南一家金融机构担
任高管，他表示，低密物业往往在远郊，利
用率低易成为闲置资产， 既不常住也很难
转手。 但黄龙溪谷距离神仙树核心区仅30
分钟车程的距离，却可以实现日常居住，利
用率非常高，仅就资产配置而言，也是不错
的选择。
“之前我们一直在谈，别墅人群回流
城市， 促成了一大波城市高端大平层的出
现。实际上，随着近几年人们对生态居住，
健康生活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城市新贵，开
始追求一种低密度的居住生活方式， 城市
低密迎来了机会。黄龙溪谷热销，受到城南
新贵业主追捧不是偶然， 背后是城南高管
年轻化，财富快速聚集的一个缩影，与城市
的发展息息相关。这个人群，将成长为城市
低密的新兴消费群体。”对此，一名业内人
士这样表示。 成都商报记者 刘婷 余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