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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名售楼员获年终奖500万，同行也不差

9900后后卖卖楼楼两两年年自自己己赚赚套套房房

“北上广深同比涨幅高达20%，26个
主要城市涨幅超10%，69个城市房价上
涨……”2013年全国房价涨声一片。2013

年，中国楼市迎来了2009年之后的又一
次“爆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1月
全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
况，一线城市新建住宅价格已连续3个月
同比涨幅在20%以上。

国务院2013年初出台了“国五条”，
多地城市为此提出，当地新建商品住房
价格涨幅不高于本年度城市或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幅度，北京、上
海等地明确表示要“基本稳定”。

然而，过去的2013年，全国许多城市
房价都出现明显上涨，完成房价调控目

标基本无望。数据显示，扣除价格
因素影响后，大多数二线城
市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实际增速都未超10%，广州为
8 . 1%，深圳为8 . 6%，这一数据远低
于房价上涨幅度。

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
伟分析，“综合数据来看，四个一线城

市完成房价调控目标几乎不可能；房
价涨幅超过10%的城市完成目标希望

渺茫；还有23个涨幅在8%-10%之间的城
市完成年度调控任务的难度同样非常
大。” 据新华社

严控房价一直是各地贯穿全年的
工作，不少城市使出浑身解数，创新调
控“招式”。抑制供需两端，统计数据被

“压低”，短期内降了温，但未有实质性
影响。例如，北京在2013年初“国五条”落
地细则中明确要求“新项目价格不高于
周边，老项目价格不高于前期”，临近年
底又要求每平方米单价超过4万元的新
盘不予发放预售证。

业内人士表示，调控难以触及地方
政府的根本利益——— 土地财政，也就难
以控制住房价。中原地产统计数据显
示，2013年全国主要的40个城市，土地成
交额高达 14707亿元，同比 2012年上涨
45%。“一面是政府高喊‘严控房价’，一
面却是‘放任’土地市场成交火爆，暴露
的恰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于依
赖。”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
表示。 据新华社

地方政府高喊“严控”

却放任土地成交火爆

精致合体的套装，浓妆淡抹的容颜，月薪过万的收入，这
是空姐吗？不，是售楼小姐。这个广受关注的年轻群体，在一
则售楼小姐获年终奖500万的消息爆出后，更成了年末时节
人们茶余饭后的焦点话题。售楼小姐这个群体的真实生活如
何？光环背后又有怎样的心路历程？

薪水状况

去年楼市“高烧”，售楼赚了20万

和这些吸引眼球的售楼小
姐相比，张勇这个年轻小伙也不
逊色。张勇眼中，女的做销售确
实有优势，沟通起来比较容
易，但男置业顾问能给顾
客提供更专业、理性
的建议，也有不可
替代的地方。

甚 至
在收入方面，

售楼先生的年薪
也不比售楼小姐低。

“卖出一套房的提成在
千分之二左右，去年年薪20

万是正常收入。”张勇说，他们
去年干得好的置业顾问年薪30
万-40万元，低的也月薪过万。

但对这个行业的前景，张勇
并不看好。吃青春饭，很难长期
干，干上三四年可能就换工作

了。
张勇的

择 业 观 偏
保守。这次年度

销售冠军徐明获税
后奖金500万元的消息，

张勇也很关注。“这种情况
很少见，只有海尔绿城集团这一
家。”张勇说。绿城全运村一营销
负责人也证实这一消息，销售冠
军徐明个人年度销售额超3 . 98
亿元，平时业绩提成加奖金，去
年能赚六七百万元。

据知情人士介绍，5日，海
尔绿城集团在济南有新楼盘开
盘，爆出这个消息是为吸引眼
球。绿城全运村项目2013年合
同销售金额约为21亿元，在济
南在售项目中名列前茅。相比年
初项目每平米至少涨了 3 0 0 0
元。这也是绿城第二次500万元
重奖集团销售冠军。

“我想在这个行业一直做下
去，对未来也做了初步规划。”玉
华坚定地说，她所在的代理公
司，专门为各大房产公司做销
售，经过两年的打磨，她已经熟
悉并喜欢上了这个行业。

玉华如今清楚地认识到，
赚钱、学策略才是王道，“卖楼
要让客户先认可你。”两年从
业经历告诉她，服装就是售楼
小姐的名片，言谈机灵、性格
圆润则会为销售加分。售楼小
姐的着装更要格外用心，短裙黑
丝也是必备。

“售楼小姐都是置业顾问，
如果自己生活未达到一个层次，
怎么帮别人做顾问？”玉华不仅
在穿着上要压住场面，更要把自
己包装成一个能说会道的专业
人士，如何辨别楼盘情况、选择
合理户型，如何分配购房资金、
区分不同楼价，她都烂熟于心。

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多年

的张艳曾经是售楼小姐里的“白
骨精”。她利用自己广泛积累的
人脉和对房产行业的精通，开了
自己的广告公司。张艳透露说，
2012年创造了6 . 95亿元的销售
额、登上全国销售冠军宝座的王
亚伟现在已升职为销售主管。

“有人要来买一层楼，她却卖给
人家一栋楼。”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一线
置业顾问的收入构成是“底薪+
提成”，其中底薪在1000元到
2000元间，提成是销售额的千分
之二到千分之五。济南房地产一
位销售负责人以羡慕的语气称，

“500万元相当于一线销售人员
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收入。”

有着模特身材的张艳佩服
王亚伟5年踏实的职业积累，基
层的磨练让售楼小姐既掌握了
销售技巧，也学会了发掘实力买
家，因此才能把握住千载难逢的
销售机会。

2014年，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首先想到的当
数房地产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房地产
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此外，三中全会关于财税改
革的表述，以及近期国务院决定整合不动产登记职
责，多种迹象表明，房地产税推出的步伐会加快。

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伟认为，对当前房
地产市场而言，最有可能直接推进的是房产税试
点扩围。业内人士分析，房地产调控或将以“重税
收、轻管理”的思路展开，成为2014年楼市调控的
主要手段。拥有多套房的炒房客，将大大增加持有
和交易成本，有较大的影响。

1 房产税加速推进

2 土地市场将先扬后抑

“姐姐，您想买什么样的房
子？”4日，一迈入省城东部一楼
盘的售楼处，一个年轻漂亮的售
楼小姐便迎面走来，笑容甜美，
乖巧热情的口气让人感觉温馨。

这个个子高挑的“90后”姑
娘，名叫刘玉华，来自菏泽。两年
前，她从山东一所职业学院毕业
后，来到省城做置业顾问。“去年
我们行业的收入情况都不错，主
要是房产市场整体形势不错。”
玉华去年年薪拿了近20万。

玉华所在的楼盘价格比去
年同期上涨1000元/平方米。玉
华说，去年开盘前预计价格为
8000-9000元/平方米，正式开盘
的价格为9500元/平方米，到了
今年，涨到10500元/平方米，但相
比周边、南部和西部的新楼盘，
这样的上涨幅度并不算最高的。

“2013年，楼盘认筹的场面
很火爆，年中的一次认筹活动，

预计认筹100套房子，结果却翻
了一番。”玉华说，她所在楼盘近
1 6 0 0 套房子去年几乎销售一
空，今年还会推出100多套新房。

楼房热销的局面在土地市
场也有反映。去年上半年济南土
地市场多次出现30轮以上的竞
价。进入“金九银十”，开发商拿
地热度依然不减。如万科、绿地
10月纷纷发力，抢得6宗土地。进
入年末再现卖地高潮，省城两天
出让18宗地。统计数据显示，全
国300个城市去年前11个月土地
出让金收入超过2 . 7万亿元，较
上年同期上涨62 . 65%。

“我对房产市场比较看好，
已在省城西部买了一套自己的
房子。”4日，忙碌一天后，玉华
和朋友吃完饭，准备回家。虽然
房子不大，首付只有十几万，但
却是完全属于玉华自己的空间，
她很知足。

“定目标”更要注重

问责机制
在历次调控过程中，“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的现象冲抵调控效果。中国房地
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表示，各地年底调
控“升级”大多从抑制需求角度出发，虽
然可以拉低统计数字，但毕竟“治标不治
本”。当前市场趋冷出现观望情绪，未来
在刚需自住为市场主体的城市，需求仍
将会得到持续释放。

高地价、高利润导致高房价的利益
链难以拆除，地方政府放任土地财政依
赖就无法改观。专家提出，要扭转这一局
面，应贯彻好三中全会提出的要“完善干
部考核评价制度”，“纠正单纯以经济增
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

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朱中一表
示，着眼未来，调控方式上会有所变化，
以目标控制为手段的调控方式将会逐步
淡化。2014年，应加快推动土地制度改
革、房产税扩容等，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出
台令人期待。 据新华社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
40个主要城市的土地成交额高达14707亿元，比2012

年上涨了45%。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均创年度土地
成交纪录，北京成交额突破了1800亿元，上海更是
接近2200亿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特大城市
要注重调整供地结构，张宏伟认为，土地市场的火
热情形还将持续，“地王”不可避免。

克尔瑞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预测，今年
土地市场将呈现先扬后抑走势。上半年各地推地
热潮持续，随后，土地成交量增长势头将有所放
缓，一方面由于房企土地储备逐渐饱和，另一方
面，融资环境将有所收紧，开发商资金压力增大。

专家认为，市场化改革和长效机制的建立不可
能一蹴而就，2014年“限购、限贷”等措施仍将存在，

“房价控制目标、限价、限签”等则可能逐步淡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表示，我

国房地产市场有明显区域性，北上广等地的房价
很高，但一些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
供过于求的局面。因此，未来房地产市场调控或更
多地考虑地区差别。

中国银行发布的宏观经济金融展望报告指
出，预计房地产市场仍将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增速
会有所放缓，房价上涨继续分化，不排除房价下跌
城市数目进一步增加的情况。 据新华社

3 调控将突出地方特点

本报记者 孟敏

一些城市房价

比人均收入涨得多

分析

职业规划

售楼时广积人脉，三四年就面临改行

大奖背后

500万奖金其实是为促销房产

预测

省城某楼盘，一售楼小姐向顾
客介绍楼盘。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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