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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厦发现

58 系、
链家以
“真房源”
为竞争目标

新版
“3Q”
大战不应绑定消费用户

地产圈的“3Q”
大战 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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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纵连横已成
谁也没有想到，原本动辄就相互封
杀的两家公司，
才几个月时间就言归于好，
这需要归
功于
“共同敌人”
的出现。
今年 2 月份，
作为国内流量最大
的找房平台，58 同城安居客宣布上
调端口费 30%-50%，
引发了包括我爱
我家、链家、麦田在内的中介联盟的
联手抵制。中介公司们用下架旗下
所有房源作威胁，来对抗 58 同城安
居客通过流量垄断来收割房产经纪
公司的利润。
然而仅过了两个月，链家在 4 月底出人意料地
推出了自己的找房平台——贝壳找房，直接将矛头
对准了 58 集团的线上找房业务。但更想不到的是，
面对着来自链家贝壳找房平台的威胁，原本一盘棋
的中介联盟出现了巨大的分化，
除了链家、
德祐以及
一些小品牌中介外，
贝壳找房的出现直接把 58 同城
安居客、我爱我家、中原地产、麦田房产等公司推进
了同一个战壕。
6月12日下午，
58同城安居客和我爱我家等行业
前几名的大中介，
宣布联合打造
“行业首个
‘真房源’
标
准公约”
，
却唯独把
“行业老大”
链家系排除在外。
导致双方态度发生巨变的直接因素就是链家在
坚持线下扩张的同时，
推出了线上的贝壳找房，
这个
新战略让 58 同城安居客感受到了最直接的威胁。
同时也让我爱我家、中原地产等实力弱于链家的中
介公司感受到了线上线下都会被对手制约的恐怖。
于是反击开始了。
“有的公司希望这个行业里的公司全死掉，
只有
我活着，
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
58 集团 CEO 姚劲波在 6
月 12 日公开表态，
“我们是中国房产流量最大的网
站，是最大的房产收入的网站。我们愿意跟大家做
朋友。
”
于是，
几个月前的敌人，
现在成了朋友，
58 集团
姚劲波、
我爱我家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谢勇、
中原地产
大陆区主席黎明楷、21 世纪不动产副总裁吴起、麦
田房产副总裁吴存胜，这些并不经常露面的各家中
介公司掌舵人，
罕见地手拉手站在一起。
当然，合作是需要代价的，姚劲波当场表示，与
58 集团结盟的公司将向 58 集团要曝光流量、
端口价
格方面的支持。对于这场“战争”的费用，姚劲波也

2010 年 11 月 3 日，
“3Q 大战”全面白热化。犹记得那一天，全国的 QQ 用户都收到了这样
的弹窗信息：腾讯 QQ 和 360 安全卫士互不兼容。腾讯作出了“最艰难的决定”——要求用户在
360 安全卫士与 QQ 之间必须作出选择，要么留 360 安全卫士，要么留 QQ。史无前
例的“二选一”，一时间，业界一片哗然。
2018 年，作为中介行业的“老大”链家突然推出了找房平台产品“贝壳
找房”，并通过旗下德祐的加盟模式联合了全国多地的中、小中介们，正式形
成了线下、线上、直营、加盟的全方位覆盖。一石激起千层浪，6 月 12 日，作
为线上找房平台的“老大”58 集团在北京发起了“双核保真·以誓筑势”全行
业真房源誓约大会。会上 58 安居客联合了我爱我家集团、中原地产、21 世
纪不动产中国、万科二手房物业、麦田房产等除了“老大”链家以外的其他几大中介。
至此，双方各自的平台都找好了盟友，摆开了架势，虽然暂时还未像 3Q 大战那样强迫用户
“二选一”，但水火之势已成，大战一触即发。面对着两大平台和各自阵营的鼓噪，购房人除了看
热闹以外，作为普通的用户，能从地产版的 3Q 大战里获得什么好处呢？

很有信心，
“58 集团将加大投入，
做投放，
我们相信没
有人比我们更专业，可以投到业务出现亏损。”在现
场，姚劲波还给了同盟的经纪中介公司一个福利，
“在这个变化的行业下，今年 58 没有任何（端口）的
涨价计划。
”

真房源成为两家征伐的核心
很显然，面对突然崛起的贝壳找房，58 集团及
其盟友们在经历了最初的观察后，
开始了反击。
在 3Q 大战中，腾讯和 360 围绕着各自的杀毒软
件相互攻伐。而链家系和 58 系的对抗中，
找房平台
无疑是相互角力的主战场。
就如同
“免费”
杀毒软件被腾讯和 360 一起抛给
用户一样，
“真房源”
也成了链家和 58 集团对抗中的
必争之地。
“真房源”
一直都是困扰二手房租售交易的毒瘤
之一。去年卖房的周先生就吃过虚假房源的亏。他
告诉北青报记者，去年他的房子在中介门店的挂牌
价都是 780 万，但他发现一些经纪人在找房平台上
私自给他的房子标出了 745 万或者 760 万的价格，
以
此吸引更多的关注，这也导致每一个与他聊购房意
向的潜在买家，
报价也都被压在了 745 万以下。
在真房源这一点上，
其实链家是起步较早的，
这
也是业内的共识。贝壳找房首席市场营销官宋琦对
北京青年报记者表示，链家从 2011 年开始做真房

万科观承别墅再发新品

北京龙湖举办商办论坛
6 月 13 日，
一场由北京龙湖主办的
“时局·
前瞻·变局——2018资产配置新视角论坛”
在北
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举行。叶檀等知名财
经专家对当下金融市场现状、
商办类产品新逻
辑等热门话题进行解读。据了解，
本次论坛是
北京龙湖 6 月商办四联发活动的环节之一。除
论坛外，
北京龙湖也推出两个在售项目的爆款
产品——长安天街力推 55 米
“面宽王”
、
西宸广
场总价 350 万的小面积三环资产；以及两处即
将问世的新品——北京第五座天街和以科技、
共享为主题的海淀低密商办项目。活动期间在
售项目认购还可享受多重优惠。
（李桁）

办伴完成A+轮1.5亿元融资
6 月 12 日，
致力于为企业打造线上线下一
体化智慧办公解决方案的中高端智慧办公领
导者——DISTRII 办伴迎来了上海、
北京及新
加坡两国三地共 7 个全新办公空间的开业。
DISTRII 办伴在其中之一的上海徐家汇港汇
旗舰项目空间举行了 A+轮融资及智慧城市更
新基金成立发布会，现场宣布继去年 9 月完成
近 2 亿元 A 轮融资后，
今年再次成功完成 1.5 亿
元的 A+轮融资，并计划在 2018 下半年完成 B
轮融资。同时，
DISTRII 办伴宣布与两大投资
方 —— 沨 华 资 本 和 新 加 坡 城 市 发 展 集 团
（CDL）联手成立一期 30 亿的
“智慧城市更新基
金”并正式启动。据了解，此次 A+轮 1.5 亿元
融资由沨华资本领投，包括 FESCO 外企资本
在内的多家机构参与。
（李桁）

好租发布
“联合办公品牌排行榜”
6 月 12 日，
好租联合全联房地产商会联合
办公分会在北京举办了以
“数·聚 聚焦联合办
公市场头号玩家”
为主题的好租 2018 联合办公
数据分享会。并根据运营规模、
运营效率等多
维度，发布了“2018 年联合办公品牌排行榜”。
据介绍，
好租此次与全联房地产商会联合办公
分会进行合作，
对于国内品牌联合办公进行了
一次深入的背景调研，
在对调研数据进行收集
和整理后，
对国内联合办公品牌进行了一次综
合性排名。
（李桁）

源，一直到后面的链家网，再到现在的贝壳找房，坚
持做真房源已经七年了，这期间对待虚假房源实行
零容忍，
经纪人有意上传虚假房源吸引用户，
就意味
着踩了红线，
将直接开除。为了保证真房源，
需要建
立楼盘字典，把一个城市的所有房屋一套一套的数
出来，并且编码（相当于地址库）。这期间的花费超
过了 5 个亿。
宋琦还表示，贝壳找房的房源真实率已经达到
了 95%，
未来将向 100%努力，
杜绝出现重复甚至误导
性的房源信息。
这就像 360 以免费杀毒软件起家一样，为了对
抗，腾讯将自己的杀毒软件也实行免费，58 安居客
作为当前流量最大的找房网站，
为了对抗链家，
也宣
布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与合作伙伴一起双核保障
“真房源”
。
姚劲波在 12 日的全行业真房源誓约大会上宣
布联合我爱我家集团、中原地产、21 世纪不动产中
国、
麦田房产等地产中介公司，
共同誓约以真实房源
和诚信经营服务广大用户。
据悉，58 集团首创行业“真房源”的全标准体
系，与领先的经纪企业以共建标准、共享资源为内
核，与房地产行业各家经纪公司联手各展所长，实
现房源售前“中介+平台”双核验，售后“全流程+
全品牌”全保障的房产服务平台真房源产品机制
建设。

交战应以不消费用户为底线
面对一触即发的“战争”，除了在真房源上下功
夫以外，58 安居客仍有着天然的优势，它仍是全国
最大的用户流量入口，58 集团对外公布的数据中，
“每天有超过 3000 万人次的找房用户，覆盖了全国
近 5 万家经纪公司和超过 130 万经纪人。
”
不过，
面对已经获得融资、
还在快速扩张的链家
系贝壳找房，58 同城担心贝壳找房会分走流量。我
爱我家、中原地产等房产经纪公司则担心链家会垄
断市场，
挤压它们的生存空间。这也是直接促成 58
系形成的原因。
面对双方一触即发的大战，购房和租房用户的
利益该如何保障，
就成了双方都应重点思考的问题。
3Q 大战在当时之所以沸腾，
主要就是因为腾讯
在 QQ 客户端弹出了让用户在 QQ 与 360 之间二选一
的通知，
引发哗然。链家系与 58 系的线上平台争斗
中，如何保护用户的利益，避免消费用户，避免用户
做出类似二选一的抉择，应该是两家平台共同恪守
的底线。
一位中介行业的从业专家告诉北青报记者，两
大派系共同促进真房源对行业发展来说是件好事，
但是不好的就是通过平台捆绑用户战队。即便没有
发出类似 QQ 那样二选一公告，但实际上，无论是贝
壳找房还是 58 安居客，各自的盟友、房源甚至发布
房源的价格各不相同，
用户在找房时，
很容易受到误
导，
反而因为两大派系的争斗，
利益受损。
不过，
购房人对于这场风云再起的中介大战，
也
并非只是看客。两大平台在公开的动作上，除了真
房源以外，
还都发布了 VR 看房、
房源全息字典、
经纪
人认证计划等。虽然双方产品针锋相对，但都在客
观上提高了用户搜索房源的准确性和体验感。
文/本报记者 李桁

租金提升 平均单套月租金为 4572 元
90 后租客增多 出现免押金租金月付

●动态●

观承别墅作为北京万科的首个别墅项目，
继 2013 年落地顺义高丽营地块以后，时隔 5
年，再次发布了新品，新中式产品取名为“大
家”。发布会上，北京万科为观承别墅区提炼
了个新标签
“城市增长型别墅区”
，
这也是对高
丽营板块区域价值的梳理总结。据介绍，
观承
别墅此次发布的新品，采用了三进式大宅院
落，建造了前厅后院的合院规制，并以五重标
准、八大体系，共计 208 项精工细节，将别墅的
人居尺度推到了新高度。万科之所以选择高
丽营板块，
首要原因是这里属于中央别墅区辐
射范围之内。
（李桁）

为更好推进全行业真房源长效机制的建设，姚
劲波当场表示，58 集团还将准备 1 亿元理赔基金，
保障“双核保障”房源的用户体验，未来也将与各家
公司在用户资金安全、行业数据互
通等方面加强合作赋能。这 1 亿元
的理赔基金，都将用来推动 58 集团
“真房源”所产生的费用，而这些真
房源也将会和合作的经纪公司绑定
在一起。

毕业季
毕业季到来

租赁交易量增加

即将毕业的刘超（化名）是北京工商大学大四的
学生，
家住房山的他，
已经在海淀找了一份IT的工作，
于是在知春路附近租房成了刘超最近最犯愁的事。
刘超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他已经看了好几处
房子，但都因为租金的问题没有谈下来。由于毕业
季租赁需求开始火热，房东对于租金的预期普遍较
高，
很多房源租金都有几百元不等的涨价。
链家旗下的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
2018 年 5 月，
北京租赁市场在 4 月基础上略有升温，北京链家租
赁成交量在 4 月基础上小幅增加 2.2%，同比减少
14.7%。租赁房源单平方米月租金为 86.9 元，同比
涨幅为 14.2%，环比上涨 2.4%，近 3 月租金环比涨幅
呈现扩大趋势，但与 2017 年末 2018 年初涨幅相比
收窄明显。
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统计也证实，租赁需求正
在升温。2018 年 5 月，北京全市通过我爱我家（普
租）及我爱我家旗下相寓（长租公寓）达成的住宅租
赁交易总量环比 4 月增长 10%，同比 2017 年 5 月增
长 8.5%。预计 6 月、7 月的交易量会继续上升，甚至
超过 3 月的高点。
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院长胡景晖表示，从年内
看，
北京住房租赁市场淡旺季走势依旧，
市场正从节
后旺季转向暑期旺季。从年同期数据看，北京的租
赁交易量还在增长。这其中有企业自身业务发展的
原因，也有北京清理具有安全隐患的廉价合租房带
来的合租人口分流因素。而从宏观角度来说，国家
正积极鼓励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推动租购并举，
北京
租赁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是在意料之中的。

90 后租客占比提高
在上升的租赁需求中，由于毕业季的来临，90
后租客比例也在不断提升。根据我爱我家市场研
究院的统计，5 月 80 后仍是主力租房人群，占全部
租客的 41.4%；
90 后次之，
占全部租客的 29.3%；
70 后
占 17.7%，其他年龄段租客占 11.6%。与 4 月相比，
各个年龄段中 90 后增幅最大，比例为 1.5%。同时
29.3%的占比也是自去年 6 月以来的最高占比，这也
是大学生毕业租赁旺季到来的前奏。
胡景晖表示，北京的外来人口整体上还是以年
轻人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90 后正在逐渐步入社
会，成为社会中坚力量，所以他们的占比也在不断
提高。而从年龄上来讲，
2018 年毕业的大学生还是
以 1996 年出生的人居多，所以，进入大学毕业租赁
旺季后，
1996 年出生的租客增长明显。

各中介针对毕业生推免押金优惠
租赁需求的增长，尤其是年轻租客的增加，让
各家中介都将毕业生视为重要的客户群体。然而
毕业生往往经济能力有限，但对生活品质却有着比
较高的追求。
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马威（化名）告诉北青报

北京租赁市场升温
6 月过半，毕业离校的时间越来越近，让毕
业生苦恼的不止是结业考试，还有马上即将面对
的社会大学第一课——租房。对于大多数毕业
生来说，刚步入社会，社会经验不足，在租房这件
事上没有什么经验，往往会遇上套路和深坑。为
此，多家中介机构和长租公寓都针对毕业生推出
了免押金，租金月付等活动，力求保障年轻租客
的利益。
同时，毕业季也带来了租赁需求的明显升
温。综合链家、我爱我家等租赁机构的统计数据
来看，5 月北京租赁住房市场整体表现平稳，交
易量小幅增加，租金价格基本持平。业内观察认
为，伴随着大学生毕业季的到来，租赁旺季初露
端倪，且 90 后租客的占比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近一年以来北京链家租赁新增挂牌均价及环比

数据来源：
Real Data 数据库
记者，他希望自己租一套一居室，自己生活比较方
便。但此前他租房时曾遭遇黑中介，租金支付通常
都是“押一付三”或者“一次性支付一年房租”，不但
短期造成了较大的经济压力，而且高押金预收还将
带来退房时不能顺利赎回的问题，钱都进别人口袋
了，要回来就没有主动权了。刘超表示，房间内遇
到设施维修、停水停电也从来找不到人来管，到头
来吃亏的都是租客。现在他看上了一套北五环的
一居室，
租金价格都在 5000 元/套/月左右，
这就意味
着，连带租金和押金，还没有上班的他就要先支付 2
万元左右，
是个不小的负担。
为了解决年轻人租房的问题，现在市场上多家
中介和长租公寓都针对租房人提出了免租金和月
付租金的服务，对于刘超、马威这样的年轻租户来
说，
提供了更多的权益保障。
长租公寓企业“自如”近期就启动了第六季“海
燕计划”，为初入社会的高校应届毕业生提供租房
月付、
免押金的专项支持。
自如负责人告诉北青报记者，对于刚步入社会
的毕业生而言，租房的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很
多毕业生都反映，现在北京租赁市场上大多是“押
二付一”、甚至是“押三付一”等租金支付方式，对他
们来说压力比较大。
面对这种现象，不仅是自如推出了“海燕计
划”，另一家公寓企业相寓也联合支付宝信用评级，
推出了免押金的租房计划。

据介绍，相寓租户不仅局限于毕业生，只要是
支付宝芝麻信用在 650 分以上的，都可以到我爱我
家门店选房，通过相寓的信用租房申请后，就可以
享受
“押金减免房租月付”
的权益

面临租金上涨压力
租赁需求的升温，也让北京租赁市场面临着租
金上涨的压力。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最新的统计
数据显示，2018 年 5 月北京的住房租赁月租金均价
为 4572 元/套，环比 4 月增加 8 元，增长 0.2%，两月基
本持平，没有大的波动。而与 2017 年 5 月相比，今
年 5 月的租金同比上涨了 5%，这也符合近几年北京
租金每年上涨个位数百分比的趋势。
分类来看，5 月通过我爱我家达成的普租交易
的 月 租 金 均 价 环 比 上 涨 了 2.9% ，同 比 上 涨 了
16.9%。而通过我爱我家旗下相寓达成的长租公寓
交易的租金均价环比下跌 0.6%，同比上涨 1.8%。相
比之下，长租公寓的价格比普通租赁更加稳定，并
对租金整体价产生了平抑作用。
链家旗下的贝壳研究院最新发布的租赁数据
虽然与我爱我家研究院的数据有所分歧，但在租金
方面相同。贝壳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8 年 5 月，
北京链家租赁新增房源及客源量环比小幅增加，二
者环比增速分别为 2.1%和 3.7%。新增客房比略有
上升。房东单平方米挂牌月租金为 90.3 元，环比上
涨 1.5%，涨幅扩大，预期有所增强。随着毕业季的
临近，市场中将有一波体量较大的租赁需求集中释
放，供需矛盾加剧，房东预期进一步增强，租金面临
一定上涨压力。
从两家的租赁数据不难看出，租金方面，由于
马上将迎来毕业季，6 月、7 月是租赁成交的高峰
期，租金价格很可能继续出现一定的上涨。
为防止租金像房价一样被炒高，以控租金的政
策概念近期也已经出现。胡景晖认为，相比买卖市
场，住房租赁市场的市场化特征更加明显，供求关
系对租金价格的影响很大，每年固定的淡旺季走势
就是由此而来。而投资投机不会对租金带来根本
性的影响，因为租金有人们的收入水平做天花板，
一般只能占收入的 40%以下。如果租金上涨过快，
超过租客能够承受的收入比例，租赁市场的需求将
会大幅减少。所以，在不限制需求的情况下，控租
金的主要方式就是增加租赁房源供给，这需要国家
在开辟租赁房源上有更多的实际推动，如集体土地
建设租赁住房、商用房改租赁房等等。
同时，胡景晖也提到，毕业季的到来使得年轻
的学生开始走入租赁市场，而高租金也会带来一定
的经济压力。他建议到，若时间允许，想要毕业留
京的大学生们最好尽早开始寻找合适的租赁住房，
在经济条件有限情况下，合租是上佳选择，如果选
择通过中介租房，品牌知名、实力强的企业会更值
得信赖，遇到纠纷也可以投诉解决。
文/本报记者 李桁

“首都国企开放日”
走进首创集团郎园
6 月 10 日，北京市国资委组织开展了第三届
“首都国企开放日”活动，共有 155 条线路供市民
参观游览。首创集团的郎园 Vintage 是这些线路
中最有文创味的线路。
此次首创集团国企开放日，接待了中国文联
原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李牧，
中国电影家协会原副

主席、
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
家、国家一级演员王晓棠，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中国书法家协会评审委员会委员吴震启，中国文
联离退休干部局局长曹建明，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艺术委员会委员何桐翼
等嘉宾，首创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苏朝晖，首

创置业执行董事、
副总裁胡卫民莅临参观。
近 200 名市民流连于既有怀旧气息又不乏现
代时尚感的郎园文化艺术园区，深切感受到文化
创新与城市建筑肌理完美结合后的独特魅力。在
虞社演艺空间，市民领略了老厂房创新利用后的
新风采，
并观看书画名家现场挥毫创作。

据悉，首创集团以郎园为代表的文创产业的
蓬勃发展，将为旧厂房等存量物业带来文化上的
升级和生机，
将为广大市民提供既有文艺范，
又有
历史感，同时还透着时尚亮点的都市商业及社交
生活中心，为市民提供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和高
质量的文化精品，
助力首都
“文化中心”
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