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突围

■记者 肖祖华

本报11月9日独家报道湘江世纪
城附近一条街聚集了25家二手房中
介店铺（详见11月9日A04版），这或
许将长沙房产市场的炒楼现状撕开
了一角。

这里的中介机构经营状况如何？
是否也受到了大环境的影响？

11月9日下午， 记者再次探访此
地发现，虽然这里二手房中介机构众
多，但这两个月已经遇到了明显的压
力。最明确的数据是，这里在10月份
至少已经关闭了三家门店，有的中介
机构两个月内甚至未开一单。
这也是整个长沙二手房市场的一个
缩影。

[生存现状]
门店关门现象频生

房产中介机构关店潮，也在这里
上演了。

11月9日， 新门户地产一位业务
员告诉记者， 湘江世纪城附近的街

上， 最近至少有三个品牌房产中介关
闭了分店，分别是置房通地产、新门户
地产、新环境地产三个品牌。
与此同时，多个业务员告诉记者，在湘
江世纪城周边， 房产中介关门的现象
经常发生。 有些一关门就被别的中介
机构顶上去了。今年8月份，爱家房产
中介就接手了另一个品牌的门店，重
新开张。

新环境地产副总经理明宾表示，
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 他们作为本地
规模最大的中介公司， 已对全城门店
进行了微调，关停了6家左右的门店。
长沙嘉业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拥军也表示， 最近调整关闭了一家
门店。

[从业人员]�
连续数月不开张是普遍现象

虽然这里有丰富的房源， 但最近
的成交量并不高。

房产中介生存艰难， 房产中介从
业人员境况怎么样呢？

26岁的李小姐告诉记者，房产业
务员底薪极低，一般靠业绩提成。中介
费一般是交易额的2%，业务员提成一
半。只要一个月做一个单，就可以拿到
五千元左右的工资，“我8月份以来，
连续3个月没有做成一单生意。 最近
已经在四方坪租了门面改行做生意

了。”
爱家房产中介向益富经理表示，

近两个月以来，员工流动相当快，很多
从事地产经纪的人都转行了， 有些中
介机构只剩下负责人了。 现在一家门
店一般一个月顶多就是三四个单，连
续数月不开单也是普遍现象。

[压力缓解]
重点转向发展租赁业务

在楼市大环境影响下， 二手房不
好卖， 房产中介公司又如何缓解由此
给二手房交易带来的压力呢？

11月9日下午， 新环境房产明宾
副总经理告诉记者，“虽然二手房交易
有所萎缩， 但是租赁业务增长不少”。
他表示近两个月以来， 租赁业务比以
往增加了30%左右， 这就基本抵冲了
二手房交易萎缩带来的影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介门店负
责人表示，近两个月来，租赁是目前最
主要的业务， 门店也把租赁做为重点
发展的项目。

爱家房产中介向益富经理表示，
二手房交易最近很冷淡， 商铺租赁是
最近的主要业务。

除了向租赁业务倾斜， 有的门店
甚至采取压缩店面的方式来缓解压
力。 有一家中金地产就将一半门面转
让出来做了邦太厨房电器。

十年。
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既属于通

程电器，也属于湖南家电。
11月9日，“通程电器十周年庆典

暨湖南家电发展论坛”召开，高峰论
坛上，政府官员、各大媒体总编辑及
各知名厂商高管，共庆通程电器“十
岁生辰”。

而在对湖南家电发展趋势的探
讨中，余腾达作为湖南省内门店数最
多、 销售规模最大的家电连锁企业，
通程电器的“操盘手”表示：通程电器
在稳固长沙、二级市场的同时，将竭
力拓展三级市场，“3年内， 全省布局
40家店”。

过去 湖南家电擎旗手
“生辰”之喜让一向“低调”的余腾

达豪情满怀，说：“通程电器的发展史，
就是湖南家电的演进史。”

这并不是“溢美”之词。
2001年，通程将西城超市转型改

造为湖南首家家电专业卖场———通

程电器西城店。
湖南家电连锁业风云就此开幕。
2003年，为满足省内二级城市居

民的购买需求， 通程电器进驻衡阳，
开启二级城市专业家电卖场的起点；
2004年引入国际VI标准打造全省最
高端的家电卖场———东塘旗舰店，湖
南家电史上第一家超万平方米的家
电大卖场诞生；2010年12月， 通程电
器在“大河西城市之心”核心部位的
西站商圈， 开设通程电器西站店，成
为河西规模最大、品牌数量最齐全的
家电连锁商场。

现在 稳居第一：全省44家店
余腾达介绍：目前，通程电器全

省范围内的门店数已达到44家，并有
6家门店即将开业， 很快将达到50家
门店。

“稳居湖南家电连锁门店最多的
地位。” 余腾达探究通程电器的成功
之道：一是始终坚持“积极发展、强势
竞争”战略方针的指引；二是，始终注

重科学、实用、高效的管理体系建设。
无论是“新开门店”，还是升级后

的“价值战”、“服务战”，通程电器与时
俱进地引领行业变革。同时，通程电
器积极与格力、海尔、美的、海信、苹果
等几百家知名品牌总部建立商品直
供合作关系，大大节约采购成本。

未来：十年开店200家
商战是最富有如棋特质的战场。

布局谋兵、设子打围，都需有前瞻性。
下一个十年， 通程电器如何落

子？
余腾达表示，通程电器将把门店

开到全省每一个县城，并积极向乡镇
渗透，在省内的门店目标为200家。未
来3年内， 计划开出至少40家门店，
2014年，销售规模将突破50个亿。

当然，这些门店将开在省内三四
线城市。 2005年， 通程电器涟源光明
山店开业， 标志其进军县级市场，通
程电器至今已在全省18个县城布点。

■记者 邢云

通程电器十岁“生日”，“大腕”云集畅谈湖南家电

下一个十年，通程电器省内开店2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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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 苏宁电器将于11月10日至11日
召开总部基地启用暨战略发展供应商通报
会，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品牌促销盛
惠，届时各大品牌海量特惠产品和上百款首
销新品将悉数登场，为消费者打造一场品牌
促销盛会。

全球品牌重磅联袂 内购会优惠史无前
例

记者从湖南苏宁电器了解到， 湖南苏

宁38家门店将同步启动全球领袖品牌峰惠
月。 苏宁一个月前就已经开始和各大家电
厂商洽谈，签订数十亿元采购大单，确保了
此次家电促销期间的货源及价格优势。其
中不乏夏普、三星、海尔、美的、西门子、飞
利浦、先锋、伊莱克斯、惠而浦等国际国内
著名品牌。

11月11日16:00，苏宁特携手惠而浦空
调、新科空调、海尔冰洗、老板厨卫、万家乐

厨卫举办“大品牌专场内购会”全面释放工
厂直销价，疯狂直降6小时。惠而浦空调返现
优惠15%-20%，新科空调工厂直销价，力度
空前优惠10%-20%， 海尔冰洗全场疯狂让
利8.5折起。

总经理现场签售会 价格一降再降
11月12日苏宁电器五一广场店10:00-

12:00， 东塘店14:30-16:30将联合各大一
线品牌，操作彩电、冰洗、厨卫等3个品类的
品牌签售活动。届时，知名品牌总经理将亲
临现场签售。活动现场凭签售卡即可享受购
机直降的优惠， 享受100-500元额外直降，

32寸液晶彩电抽奖、大礼包一份。
5千万全球大品牌联合直降券全面发放
还没有在苏宁门店申领一套价值为600

元的直降券的消费者注意啦!今天可是最后
申领期限了， 此券可以在10日-20日使用，
可在成交价基础上直降！也可与其他活动同
时参加。

据记者了解，从本周开始，抢在以旧换
新政策到期之前，苏宁电器将在全国各大门
店，同步推出双重补贴活动，消费者购买彩
电除可享受到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外，还可享
受苏宁电器提供的独家专项补贴。

本周，苏宁电器“大牌来了”

千米街道挤着25家二手房中介 10月份还曾关了3家门店

二手房不好卖，
中介“转行“卖新房

经济信息

本报11月9日讯 8日，新浪公司公布了第三季度财
务报告，截至9月底，新浪微博注册用户超过2.27亿，并
于近期突破2.5亿。

今年8月，新浪微博注册用户就已突破2亿大关，提
前5个月实现年内目标。

截至9月底，新浪微博用户平均每天发布的微博数，
已从7500万条增加到8600万条，上升了15%，与此同时，
新浪微博整体流量也实现了23%的上涨。 ■记者 吴林

新浪微博用户突破2.5亿

本报11月9日讯 记者昨日接到长沙消费者黄女士
投诉称，11月7日， 她在长沙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沃尔
玛超市购买女性卫生用品时，明明标价为19.8元，购买
之后发现实际付费为23.8元。黄女士怀疑超市存在价格
欺诈，向超市索赔10000元。

今日上午记者陪同了黄女士来到了沃尔玛超市，
超市常务副经理刘雪科表示， 黄女士所买产品因为之
前一直以特价19.8元的价格销售， 从11月7日开始恢复
原价23.8元。但是工作人员在换标签时遗漏了。刘雪科
表示，这是超市方的责任，愿意做出一定补偿。但赔偿
金额有待进一步协商。

■记者 肖祖华

超市收银与标价不一
消费者索赔万元

二手机构代理“一手房源”已经成为房产中介进行行业突围
的一种重要形式。代理一手房的业务甚至超过了二手房业务。

明宾表示， 自今年以来， 新环境房产开始代理一手房产销
售，情况很理想，近期代理万科某楼盘售出了20多套房产。

张拥军也表示，代理一手房也是嘉业地产的一项主要业务，
尤其是近两个月以来，一个月能卖出一百多套一手房。

记者调查发现，“一二手联动” 的营销模式在长沙已是普遍
现象，甚至有些中介就是楼盘的营销公司。在长沙，新环境、建安
等较大规模的房屋中介，均已经代理新楼盘。

二手房中介“一手房”火爆

大环境的影响下，二手房中介纷纷转战新房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