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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楼市·资讯

无从业经验，

3 个月收回全部成本

睿置居店2010 年 7 月底加
盟齐鲁楼市不动产，截止到 10
月中旬，买卖成交13 笔，租赁
成交 10 笔，佣金合计 206405
元，收回前期全部成本，并略
有盈余。睿置居店投资人唐涛
前期并没有房产中介行业的从
业经验，运营三个月收回全部
成本，可以说是创造了房产经
纪行业的一个奇迹。

唐涛表示，自己前期做手
机批发生意，对二手房经纪行
业，只是个人接触过程中的一
些感性认识。“2006 年，我开
始投资二手房，前前后后大约
投了十几套，都是通过中介购
买。这个过程中，发现房产中
介很有发展前景。2009 年起，
我开始有意识地考察房产中介
市场，并有针对性地和一些品
牌中介沟通加盟的事情。”

齐鲁楼市不动产毕竟是一
个初创的、全新的品牌，能不
能做起来，能做到什么程度，
这是任何一个投资人必须考虑
的问题。“一开始我还是有些

犹豫的，毕竟每一个人做出投
资选择都需慎重。随着接触的
增多，我了解到齐鲁楼市不动
产是由齐鲁晚报打造的，尤其
齐鲁晚报的媒体属性及品牌影
响力让我比较放心。经过双向沟
通后，我感觉加盟政策很有吸引
力，初步决定合作。时值 7 月份
酷暑，齐鲁楼市工作人员几乎天
天陪我考察商铺，这种实干精
神，我觉得很可贵。”

晚上 10 点一个电话，

运营经理就到店里

对于单店运营，齐鲁楼市
不动产有着完善的带店支持系
统，通过运营经理不间断的下
店支持，对各加盟店进行业务
指导，并通过与加盟店的沟通
及时发现问题，能现场解决的
在店当场解决；暂不能解决
的，各运营经理将问题带回总
部，通过周会、专题运营会等
方式，集思广益，找出最适合
的解决办法，及时回馈，运营
经理对单店的支持做到无微不
至。今年 8 月份，睿置居店签
第 2 个买卖合同时，因对具体

业务不是很熟悉，担心涉及税
费缴纳、过户环节等问题，投
资人唐涛试探性地给负责店面
的运营经理打电话， 20 分钟
后，运营经理及时赶到，当时
已是深夜 10 点。

由于对专业知识几乎是一
无所知，加盟之后，唐涛对接
下来的业务开展还是比较担
忧。前三个月，除针对店东、
店长的专项培训外，总部的所
有基础性培训，他都是和其他
经纪人一起参加，是唯一一个
听完齐鲁楼市全部培训课程的
投资人。正是这些专业的培训

让他对房产交易流程、专业知
识、单店运营、员工管理等有
了最基础的把握，为今后的良
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齐鲁楼市不动产总
部还不定期举办省城二手房淘
宝会、二手房交易公益咨询等
活动，对于单店收集房源、意
向客户，以及树立良好的公益
形象等有着积极的作用。

行业前景广阔

单店逐步做大做强

目前，在齐鲁楼市体系
内，已有多家加盟商开出了分
店，而且都在盈利。初战告捷
的睿置居店经营业绩一直是稳
中有升。对此，投资人唐涛表
示，房产中介行业的前景乐
观，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
们对房屋的需求始终存在并呈
上升趋势的，同时目前行业规
范程度不高，随着市场的进一
步发育，必将迎来行业洗牌。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考察济
南周边及异地市场，进一步做
大的想法很快就会实现”，唐
涛这样说到。 文/赵艳

不到一年时间，加盟店已突破36 家

齐鲁楼市不动产运营稳步提升

进入2010 年，政府先后出
台一系列调控政策以期稳固房
产市场，自“国十一条”到“国四
条”，再到“新国十条”，政策调
控频度之密、力度之大、涉及面
之广堪称前所未有。政策重压
之下，房地产业发展前景变得
愈发不可预期，嫁接其他优势
产业或资源的新型地产开发模
式逐渐走上历史舞台。华强集
团敏锐地洞察到这一发展契
机，利用自身在电子信息、文化
科技等产业的领军优势，并整
合其他优势资源，通过与房地
产业嫁接的不断探索和总结，
逐渐走出了一条新型房地产开
发与产业发展之道。

“产业嫁接+理念嫁
接”，华强集团走在地产开
发最前沿

文化科技产业和电子信息
高端服务业是华强集团两大支
柱性产业，通过文化科技产业
与地产的结合，华强集团已经
成功锻造出“华强城市广
场”、“华强城”两大知名地
产品牌；通过电子信息高端服
务业与地产的结合，华强集团
成功锻造出“华强数码广场”
这一成熟品牌。

与此同时，30 多年的高科

技电子制造经验赋予华强集团
“品质第一、精益求精”的企业
理念。时至今日，华强集团已将
这种理念嫁接至房地产开发与
运营业，一以贯之，从规划设
计、施工建设、工程监理、建筑
选材到后期管理，无不做到精
益求精，并成功塑造出一系列
的精品项目。

“产业嫁接+理念嫁接”的
双重保障下，华强集团地产业
务迅速扩展至沈阳、青岛、天
津、郑州、芜湖、株州、深圳等各

大经济腹地，不仅成功完成珠
三角、长三角及环渤海的地产
业务与电子产业、文化产业布
局，更发展成为新型房地产开
发模式的引领者。

“产业支点+核心区
位”，华强集团领航济南
综合体发展

纵观世界各地，成功的城
市综合体大都只是占据着城市
最为核心的地理区位来影响

城市的发展，而华强广场则在
占据城市核心区位的基础上，
通过将电子信息产业与地产
相结合的方式，不仅构筑起环
渤海电子信息产业升级的支
点，更为济南综合体开创一种
全新的发展方向。

据悉，济南华强广场是一
座集电子专业卖场、高端商务
公寓、顶级写字楼为一体的高端
城市综合体，总建筑面积达 23
万平方米。其中高端商务公寓部
分涵括商务公寓与国际公馆，均
为29层，建筑高度100 米，户型
在30-60 平方米，可为周边创业
人士提供小型办公场所，同时为
综合体项目内经商人士提供完
善的生活配套。顶级写字楼为
高度达 160 米的 33 层超高写
字楼，建成后将成为济南的标
志性建筑以及电子信息、电子
商务等高端企业的聚集地。华
强广场电子专业卖场面积近 6
万平米，将整合原有产业，打造
成一座包含电子元器件、安防、
电脑、数码、通讯、动漫、办公耗
材、售后维修等在内的超大规
模、超高档次、专业服务的电子
产业展示和交易中心。

截至目前，济南华强广场
营销中心外立面业已华美呈
现，内部装修正在紧张进行中，
预计12 月份即能开放。

华强广场革新地产之道

11 月 20 日下午，由《住在
泉城 购房指南》杂志主办的
房地产专业媒体经营研讨会
于山东新闻大厦东岳厅盛大
举行。省市有关领导、开发企
业代表、媒体单位和金融机
构代表出席会议并参与讨论。

《住在泉城·购房指南》杂

志运营半年来，迅速成长为济
南房地产市场知名媒体品牌，
离不开各参会单位、企业和购
房者的大力支持，《住在泉城
购房指南》杂志将本着一如既
往的办刊理念和服务宗旨，为
济南房地产市场提供更多更优
质的信息导航。

省市有关领导和各开发企
业代表也纷纷针对《住在泉城

购房指南》杂志发表看法。大
家一致表示，这本杂志的诞生，
弥补了济南媒体市场缺乏专业
房地产杂志的空白，为购房者
选房指导和各大楼盘的宣传推
广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代表们

对杂志的下一步发展寄予厚
望，希望继续发扬“一切只为
购房者”的办刊精神，搭建开
发企业和购房者和谐交流的
桥梁。在与会嘉宾的踊跃参
与和大力支持下，《住在泉城

购房指南》杂志房地产专业
媒体经营研讨会圆满结束。

《住在泉城·购房指南》举办媒体经营研讨会

10 月份国内 CPI
同比增长 4 . 4 个百分
点，而存款利率上调至
2.5%(一年期)，与此同
时，济南市区住宅均价
达到 9387 元/平米，同
比增长 32 . 1% ， 10 月
份，济南招拍挂占总成
交 50% 的 3 宗商业用
地经过 1 5 次轮拍竞
得，总价 8 亿元，溢价
近 2 .5 亿元，合每亩价
格 850 万，商业用地的
热情明显高于住宅用
地。而在济南的商业格
局中，位于和平路 47
号的诚基泉城新时代商
业步行街值得关注。

诚基·泉城新时代
引进国际 shoppingmall
全新购物理念，集餐
饮、购物、娱乐、休闲
于一体，摆传统商超购
物环境压抑，开创济南
第四次商业新革命。随
着济南城市化进程的加
深，距泉城广场 2000
米，紧邻泺源大街的此
街所处板块城市 CBD
区位凸现，山师东路商
圈、泉城路商圈、文化

路商圈、朝山街商圈、
山东科技市场商圈和省
体育中心商圈的复合使
得此街 CBD 财富地标
加速。

仅以诚基中心·泉
城新时代商业步行街
4 9 . 5 万周边居民计
算：诚基中心·泉城新
时代步行街 1. 5 公里商
圈的居民年消费总额为
35 . 5 亿元，实际利润
至少 9 亿元以上，作为
领军业态的商街，预估
利润不言自明；其中
4 . 5 万在校师生消费支
出及周边高档酒店、商
超、办公场所分流客户
尚未计算在内……

此外，山师东路商
圈目前租金最高可达25
元/平米，远远高于济
南商铺平均出租价格，
更远高于济南同类商铺
出租价格，占据城市
CBD ，囊含山师东路
在内 6 大商圈、 9 万平
米的济南商业升级版诚
基中心 . 泉城新时代商
业步行街的投资价值不
言而喻……

诚基·泉城新时代

价值解构

齐鲁楼市不动产举办的省城二手房淘宝会，吸引了大量有二手房交易需求的市民。

近日，齐鲁楼市不动产加盟店面突破 36 家，改变了省城房产
中介行业的格局。齐鲁楼市不动产自去年年底进驻济南市场以
来，各店盈利能力稳步提升。其中， 3 家加盟商在前期运作成熟
的基础上成功开出分店；位于七里堡的睿置居加盟店运作仅 3 个
月就收回全部成本，在业内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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