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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面临种种困境和质疑，但链
家集团还是将“贝壳找房”定义为战
略核心。

多名链家高管被抽调至“贝壳
找房”。链家集团CEO彭永东同时担
任贝壳找房CEO，原成都链家总经
理徐万刚担任贝壳找房大中华北区
COO，原深圳链家总经理张海明担
任贝壳大中华南区COO。目前贝壳
尚处于试点阶段。其中，长春、徐州、
郑州三城做经纪试点，成都做租赁
试点。

在集团层面，链家网的技术团队
也转移到贝壳体系，左晖一向看重的
校园招聘业务也将在2019年转到贝
壳体系。在分公司层面，链家直营的
城市经理调任到贝壳城市经理。

第三方权威研究机构易观国际
近日发布了《中国移动房产服务市场
现状盘点》报告。报告显示，截至今年
5月，安居客、链家、房天下、诸葛找
房、贝壳依次位列平台覆盖用户前
五。58集团在移动端的覆盖优势明
显，旗下的安居客依托58大平台的流

量优势，位列市场首位。
贝壳找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

链家的危机感。左晖曾表示，他最在
意的是那些拥有更大流量、更大资本
与更大平台的跨界竞争者。贝壳找房
产品负责人孙哲表示，贝壳找房上线
4个月后，服务品牌已经有21个，覆盖
城市453个，新增门店1000+，新增经
纪人增加10000+。据悉，最近一个多
月的时间，贝壳的流量拉升到了链家
网的25%，而链家网目前的月活跃用
户量是700万。

对链家来说，只有开放平台，并且
让利，输出链家原有的优势，给同行赋
能，做好平台管控，才可能达成一种更
深层次的联盟。左晖认为，链家不能停
在中介公司层面，非做平台不可。未来
在房产中介行业，占据垄断地位的自
营公司可能陷入危机，行业友好度高
的平台公司反而会更安全。

链家雄心勃勃，目标之一是到
2018年底，要将贝壳找房APP的流量
做到全行业第一，超越安居客。

成都商报记者 吴丹若 图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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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家力推贝壳找房
最好的战略还是最坏的战略
■已有链家这个成熟品牌，为何还推贝壳找房？
■贝壳找房究竟是链家的“儿子”还是“爸爸”？
■链家股东们的利益会不会被贝壳找房掏空？
■这条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路能否走通？
■会不会贝壳找房没能做成，而链家也没了？

贝壳上线后，链家最受争议的地方是它
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

左晖希望把贝壳找房做成一个包括链家
在内的房产中介都入驻的平台，大家共同分
享资源和收益。但按照左晖对股东们的说法，
贝壳找房仍属于链家体系。那么，链家就既是
中介行业制定游戏规则者，又是参与者。

业内人士表示，中介行业最宝贵的资源
是客户，贝壳上每个拨出的电话都通过400转
接，也就是说每个来电咨询（包括但不限于电
话号码、意向房源、浏览轨迹）对链家都是透明
的，没人能保证平台的公正性。贝壳CEO彭永
东也承认这是“比较尴尬的事”。他表示，运
动员当裁判员的核心是要有规则，“这个行
业恰恰没有规则，应该有一个人站出来说：
我认为我的规则还可以，要不咱们试试？”

左晖在日前举行的中国房地产经纪年
会上称：“我们跟同行确实有竞争关系，有人
说我们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但我倒是没
这么想。我们在做个球场，希望在这里踢球
的人越来越多，规矩越来越好。”

相较于链家，左晖认为平台模式的贝壳
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成立贝壳之后，链
家网必须在贝壳上对外共享房源信息、经纪
人工作法、公司与平台管理机制，把自己核
心竞争力向同行开放。

左晖说，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贝
壳没做成，链家也没了。

今年夏天，CCTV5世界杯广告与世界杯一样喧嚣。黄轩梳
着小平头，单手插兜，带着人在贝壳上四处找房。

贝壳找房这个脱胎于链家的房产信息提供平台，今年4月上
线，寄托了链家集团董事长左晖做平台的野心。这让其他中介公
司感受到来自链家的强烈威胁。此前曾和链家一起抵制58集团
安居客端口费涨价的多家房地产经纪公司、开发商及平台服务
商，这次选择站在58集团身边抵制链家。

贝壳找房的上线，不但要面对外界的质疑和抵制，还需要链
家的大量输出。左晖的革新困境重重。

贝壳找房作为房产信息提供平台，主攻大
居住领域，瞄准二手房买卖、租房、新房销售、
装修和社区服务等业务。它以共享真实房源信
息与链家管理模式为号召，吸引中小地产中
介、经纪人与经纪公司入驻，在带看、成交等各
个环节取得回报，共同切分收益。未来，链家也
只是贝壳平台上的品牌之一。

中国最大的房产信息发布平台58集团当
即反击。6月12日，58集团携手多家房地产经纪
公司、开发商及平台服务商，举办全行业真房
源誓约大会。58同城CEO姚劲波在大会上说，
未来58要加强同行合作，每一个经纪公司只切
入交易中的一个环节。“有的公司只希望自己
活着，而我们希望和所有人成为朋友。”这个大
会，“有的公司”链家没有参加。

当天，左晖在朋友圈发文：“此时乌云密布，
有会解天象的吗？”姚劲波回复：“相由心生啊，
我看的是阳光明媚。”左晖反击称：“老兄慧眼，
乌云中确实有阳光！不知为何下午突然打了一
会儿雷，应该是有人赌咒发誓了”。这当然不是
简单地聊天气，双方均是另有所指。

6月22日，58集团发布公告称，已投资我爱
我家集团10.68亿元，获得8.28%股份。我爱我家
年初还和链家、麦田一起携手抵制58集团旗下
房产平台安居客上调端口费，迫使58集团向中
介联盟妥协，涨价计划最终落空。而贝壳一出，
我爱我家就和58集团以股权形式紧密联合起
来，共抗链家。

对于贝壳找房及链家的质疑也扑面而来，包括链
家做贝壳是要“掏空链家”的观点。

成都商报记者查询启信宝发现，“贝壳找房”官方
网站的注册主体公司是天津小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成立于2017年11月，法人代表彭永东，左晖持股
94.38%，链家联合创始人单一刚持股5.62%。据了解，链
家还将多年累积的1200T的“楼盘字典”共享给贝壳找
房，有质疑称此举损害股东利益，是掏空链家的举动。

根据工商信息，链家已完成D轮融资，前后融资
总额超百亿元，最近一次融资时链家估值416亿元左
右。如今链家共有37个股东，其中8个自然人股东，29
个法人股东。这些法人股东背后有诺亚财富、源码资
本等股权投资基金；今日头条创始人张一鸣、美团点
评创始人王兴等投资人；融创、万科等房地产资金；中
国人寿等保险资金；中信等国有资本。

“我们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这种说法毫无常
识。”链家相关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惯常程序是
先注册公司，想清楚贝壳的商业模式后，同步和链家
各股东沟通，股东无异议后再做股权平移与变更。如
果有股东反对投资贝壳，则无法强推。在过去的推进
过程中，左晖已经与各股东达成共识。链家投资者的
股权会平移进贝壳，持股链家多少就持股贝壳多少，
贝壳和链家一样都在大链家体系里。目前正在走股权
关系变更程序。

北京万科首席执行官刘肖曾表示：“左晖成立贝
壳找房前曾与万科进行沟通，贝壳是链家的一部分。”

左晖也在朋友圈转发文章称，链家的股东与贝壳
找房的股东，二者是一个镜像的关系。

链家曾经的同盟倒戈
困境 1

面临“贝壳掏空链家”质疑
困境 2

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困境 3

依托链家迅速扩张 成都贝壳试点租赁业务布局

7月2日，德邦物流董事长崔维
星在德邦2018战略发布会上宣布

“德邦物流”更名为“德邦快递”，将
全面发展大件快递业务，消除大件
歧视，将目前行业内普遍的30公斤
段快递服务提升至60公斤段，并解
决最后100米大件送货上门的难题。
业内认为，此次更名是打通快递市
场，扭转德邦作为单一物流企业的
形象，以此获得更多的市场空间。

欲投百亿元打造“大件体系”

2017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完成
401亿件，同比增长28%；业务收入
完成4950亿元，同比增长24.5%。随
着快递市场逐渐饱和，快递企业利
润却降到了最低。

作为零担物流界的龙头企业，
德邦物流在2018战略发布会上宣布
了两件事，一是改名为“德邦快递”，
二是进军大件快递业务，其核心业
务为“上至40KG，100%免费上楼”
和“上至60KG，包接包送”，将目前
行业内普遍的30公斤段快递服务提
升至60公斤段。德邦轮值CEO韩永
彦在会上表示，“未来三年，德邦每
年将投入35亿元来构建与大件快递
市场需求相匹配的‘大件体系’。”

据了解，零担物流指货主需要
运送的货不足一车，需要由物流公
司去拼车。零担相对快递运费较低，
货物较大较重。

用物流的价格做快递？

物流快递咨询网首席分析师徐
勇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说，“目
前快递物流市场存在同质化及价格
战的现象，单纯的快递或物流已不
怎么赚钱，德邦更名为德邦快递并
进军大件快递业务，证明了德邦想
要走差异化竞争的道路。”

在2018战略发布会上德邦表
示，将用物流的价格做快递，一定程
度上表明了德邦将以低于快递行业
的价格来抢占大件市场。

据了解，德邦5年前就开展了快
递业务，德邦股份（603056）2017年
年报内容显示，快递是公司当前的
核心业务，2017年快递业务收入
69.28 亿 元 ，近 三 年 复 合 增 长 率
97.58%，在主要竞争同行中处于高
增长水平。

随着消费升级，大件商品（大家
电、家具、建材、运动 器材和卫浴
等）物流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德邦物
流董事长崔维星说，随着电商渗透
的深化，零担快递化的演进愈发明
显，大件快递逐渐成为运输市场的

“刚需”，而国内快递行业普遍存在
的“大件歧视”现象，使得大件快递
需求难以充分释放，很多大件不能
送货上门，面临着最后100米配送难
的问题。德邦将着力解决这些难题。

成都商报记者 费成鸿

又是一次下影线，又是一次盘
中的V形反转。

昨天，沪指在一度大跌超过50
点，创下新低2722.45点的不利局面
下，实现逆转。最终，沪指上涨11.33
点，以2786.89点，涨幅0.41%，创业
板指数也反弹1.18%。同时，成交量
也有所放大，沪市成交1616.7亿元。
这一次，大盘真的见底了吗？

昨日，招商证券策略团队喊出
“牛市起点”。他们预判，从下半年开
始，A股有望呈现震荡向上的局面。不
过中间或会由于外部冲击造成调整。

“牛市起点”的观点是否准确，需要
等市场来验证，不过，下午，大盘终
于有了起色。而此时，一个非常重要
的因素就不得不提一下了。

近一段时间，在A股市场不断大
幅调整的同时，也伴随着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的不断下跌，昨天，央行接连发
声力挺人民币汇率。央行副行长、国家
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表示，有基础、
有能力、有信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
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央行行长
易纲也表示，密切关注外汇市场波动，
当前经济基本面良好。在央行的力挺
之下，人民币汇率大幅反弹。A股市场
也给予了正面回应。昨日下午市场止
跌回升，实现了日内V形反转，并且日
线收出长长的下影线。

那么，这一次V形反转，是否意
味着行情真的已经见底？技术上看，
一般来说这种长下影线出现时，往
往预示着短线反弹行情有望来临。
而这一次，如果
估值底、政策底
和市场底形成共
振的话，未来反
弹 概 率 就 会 更
大。目前来看，虽
然市场的拐点还
没有出现，但底
部特征已经越来
越明显。

（张道达）

7月2日，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
《中国银行业客服中心发展报告
（2017）》，这是中国银行业协会连
续第五年发布银行业客服中心发
展报告。截至2017年末，银行业客
服中心从业人员为5.12万人，较
2016年降低4%。成都商报记者获

悉，银行业客服中心全媒体服务渠
道的不断拓展、智能客服运营模式
的持续转型，有效提升了在线服务
体验和服务效率，分流了传统电话
人工呼入来电量，加速推进了客服
中心运营成本的管控。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6月29日，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良品铺子”）在证监会网站
披露招股书，拟在上交所公开发行不
超过4100万股，计划募集资金7.73亿
元，投向全渠道营销网络建设、仓储与
物流体系建设等四大项目。

招股书显示，良品铺子去年营
业收入达54.24亿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13亿元，营收

规模超越同行上市企业。
此前恰恰食品、好想你、盐津铺

子等零食品牌均已通过中小板上
市，来伊份几经波折登录A股。如果
此次良品铺子顺利IPO，那么休闲
食品行业的头部大佬基本均已进军
资本市场，在休闲零食这个朝阳产
业，未来竞争必将更加激烈。

成都商报记者 吴丹若

根据国家有
关部门的最新规
定，本手记不涉及
任何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

大盘V形反转 长下影线预示行情见底？

抢占大件快递市场 用物流的价格做快递？

“德邦物流”变身“德邦快递”

人工智能“抢饭碗”银行客服人员同比下降4%

良品铺子递交招股书冲刺IPO

5种纠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