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满电商抢“蛋糕”

深圳四房产中介联手“声讨” 搜房

□本报实习记者 徐学成

传统房地产中介与以搜房网为代表

的电商之间的“拉锯战”持续发酵。6月18

日，由中原地产、中联地产、世华地产和美

联物业四家中介企业组成的“深圳中介联

盟” ，公开“声讨” 搜房，对其变相提高网

络平台端口费用以及其他涉嫌违背市场

规则的行为提出抗议。

搜房一时成为传统房地产中介业的

众矢之的。 有业内人士认为，所谓的端口

费用问题其实只是表象， 其核心矛盾在

于，以搜房为代表的电商利用不被传统行

业认可的方式侵蚀了传统中介的业务份

额， 使两者从合作关系演变为竞争关系，

而今年以来房地产大环境的不景气则导

致矛盾集中爆发。

四中介联合声讨

6月18日， 原本还是竞争对手的四家

中介公司组成 “深圳地产中介联盟” ，联

合举办了一场主题为“抵制违规行为，规

范行业发展”的新闻发布会。

近期以来一直处于风口浪尖的搜房

网再次成为发布会的声讨对象。中介公司

方面称，一直以来，房地产服务搜索网站

为房产中介公司提供网络信息发布平台，

中介公司则使用大量房源信息为搜房网

吸引网络流量，两者相互依存。但近年来，

由于收费问题，双方之间开始出现矛盾。

中联地产集团高级副总裁蒋福清表

示，以搜房网为代表的部分网络平台近年

来多次以“升级” 的名义提高端口产品价

格， 并推出需要付费使用的手机APP，这

种变相涨价行为给经纪公司带来巨大困

扰，同时造成了恶性竞争。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搜房网的端

口产品版本先后推出了60版、120版、180

版、300版乃至后来的600版，费用也是水

涨船高， 如最初的60版给中介的价格为

165元/月，120版则已经涨到了275元/月。

由于更高级别的端口可以发布更多

房源信息以及增加刷新次数，出于业绩的

考虑，中介公司及其员工不得不支付更高

的费用来获取更高版本的端口使用权。

“我们业务员的底薪一般是1800到

2000多元，虽然端口的费用一般是由公司

承担，但迫于竞争压力，业务员不得不自

己掏钱去买端口，最极端的情况是很多业

务员甚至花掉了自己全部的底薪支付端

口费用，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世华地

产营业总经理林家乐在发布会上表示。

据其向记者透露的信息，世华地产每

年仅手机APP费用一项就需向搜房支付

1000多万元， 而端口费用则超过2000万

元（不包括员工自行购买的费用），而且

公司在该方面的费用每年大概是以15%

到25%的幅度递增。

对此， 中介联盟要求搜房网立即停

止在深圳市场销售180版、300版以及600

版的端口产品，降低60版和120版端口产

品价格， 同时不得对移动客户端产品额

外收费。

中介联盟表示，如果相关要求得不到

满足，其将可能与全国各地方中介公司一

并联合行动抵制搜房网，终止与搜房网的

一切合作。

针对中介公司的抗议， 截至发稿前，

记者仍联系不上深圳搜房网方面。

合作变成竞争

房产中介与以搜房网为代表的电商

之间的“战争”此前就已经打响。

6月11日， 青岛50家房地产中介公司

组成“联盟” ，宣布全面停止与搜房网的

合作。 在此之前的5月28日，杭州9家房产

经纪企业甚至还宣布下架其在搜房网的

所有房源。

中介公司与搜房网的矛盾集中爆发，

是因为今年以来， 二手房市场急剧萎缩，

“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 一位在中介机

构从业多年的市场研究人士透露。 深圳中

原地产此前统计显示， 今年前5月深圳二

手房成交量仅为187万平方米， 同比跌幅

达到了46.2%， 月均销售量则已经逼近

2008年的历史低点。

一二手房联动成为中介公司新的业务

增长点。 但深圳中原地产董事总经理郑叔

伦则透露， 一二手房联动业务模式近年来

逐渐兴起和成熟， 房产电商也意图分一杯

羹，还打出“全民经纪人” 的概念，甚至与

中介经纪人私下合作来开展自己的业务。

这也是令中介公司感到不满的地

方。 郑叔伦表示：“搜房网帮开发商卖一

手楼， 让我们从以前的合作关系变成了

竞争关系。 ”

作为电商，搜房网等直接参与到了一

手楼的线下交易，“例如推出 ‘1万抵3

万’ 等类似的团购活动，搜房网则可以从

中拿到相应的提成。 ” 搜房网正是利用这

些方式争抢中介公司的业务，前述市场研

究人士认为，“蛋糕就这么大，中介当然不

愿意被电商分走。 ” 其一语道出了传统中

介与电商的矛盾焦点所在。

此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搜房网前员工

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除了收取端口费

用之外，搜房网通常还会充当房产中介的

“代表” 与开发商洽谈一手房销售业务，

其实是在通过私下给予一定报酬的方式，

借用中介的人来为自己服务。

这种行为引起了中介公司的强烈不

满，郑叔伦指出，房产电商这种未取得相

关中介公司许可，便与经纪人私下合作的

行为， 等同于让中介公司帮他们养员工，

既违背商业道德，也扰乱了行业秩序。

传统中介“左右为难”

端口产品不断提价成为中介联合“声

讨” 搜房网的导火索，但迫于对搜房网这

类信息发布平台的依赖性，中介公司其实

也是“左右为难” 。

据林家乐数据，在深圳一些“业务开

展得比较好的” 区域， 中介方面最高有

60%的客户来源于网络端口渠道，而全市

的平均水平也达到了20%到30%。

而就在昨日的发布会召开之前，易居

中国执行总裁丁祖昱就在公司的微信平

台上透露，端口产品的升级实际是中介不

断提出需求的结果，中介公司抱怨端口产

品价格过高，是因为当大家都在使用高端

套餐的时候，其获得的效果其实又回到了

最初的状态，这个时候中介公司却已经无

力再竞价了。

在中介公司自有的电商平台还未完

全打造起来之时，面对电商端口产品不断

提价，中介公司的议价能力十分有限。

“电商对传统的中介行业肯定有冲

击，但关键在于这种竞争规则尚未建立起

来，没有成熟的模式去协调各方的利益关

系，从而无法决定利益的最终归属。”前述

市场研究人士指出。

广州中原地产项目部总经理黄韬则

指出，在传统业务遭遇瓶颈的时候，中介

公司也要进行反思：“我们自身还有什么

可以去创新和突破的？ 这个阶段不要过

多去考虑谁会对谁产生冲击的问题，双

方之间在经营模式上还需要磨合， 应该

互相谅解。 ”

黄韬还透露，针对上述问题，广州中

原其实早就着手准备，如着手打造自己的

电商平台， 同时加大一手房业务的比例，

虽然广州整体二手房市场的情况并不乐

观，但广州中原受到的冲击却小很多。

而根据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发布会现

场的观察，四家中介公司虽然措辞严厉，

但并非不留余地。 中联地产集团高级副

总裁蒋福清一再强调， 中介公司并非不

愿继续与搜房网等电商合作， 而是希望

找到一种“合作共赢、互惠互利” 的合作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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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大单亮眼 高端装备出海或添新目的地

□本报记者 汪珺

LNG、核电、高铁……李克强总理访英

期间，中英两国在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的

合作再度深入。 业内人士认为， 中海油与

BP的LNG大单，将进一步加强我国能源供

应的多元化；与此同时，中国核电、高铁等

高端装备将加速走出去， 并逐渐打开发达

国家的大门。

LNG大单缓解气紧

根据中海油总公司官网信息， 中海油

与BP签署的液化天然气长期供应框架协议

约定， 自2019年起，BP公司将从其全球

LNG资源组合向中国海油每年供应多达

150万吨的LNG资源，供应期限20年。 双方

希望于2014年中达成最终的商务协议。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BP公司了解到，BP

预计将整合其全球LNG资源， 使用公司自

有的油轮和租用的LNG船为中国多个LNG

接收站供气。

2013年，中海油LNG进口总量为1300

万吨，占中国LNG总进口量的72%。 按照当

前进口量计算，BP提供的LNG约占中海油

进口量的1/10。

“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支持中国致力于

改善空气质量的决心。 这将会对加强中国

能源的多样性和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 ” BP集团首席执行官戴

德立表示。

或促高端装备出口

“英国对中国企业近年来加大赴英投资

力度表示肯定， 欢迎中国企业继续投资英交

通、能源等基础设施领域，尤其是核电、高铁、

海上风电和光伏项目。 ”此次签署的中英两

国联合声明如是表述。

多位国内核电业资深人士表示，我国核电

已具备走出去的基本条件，而核电投资中一半

是设备投资， 核电设备国产化率高达80%以

上，核电走出去将带动装备制造走出去。

铁路业内人士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最先有望走出去的应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如铺设铁轨等；设备方面，整机出口英国暂时

不可能， 但不排除配件出口。“从技术角度

看，两国已旗鼓相当，甚至在高寒动车组领域

中国更胜一筹。但英国毕竟是工业强国，要从

中国进口高铁还要下一定的决心。 ”

PDT专网建设获支持 订单或将进入爆发期

□本报记者 傅嘉

业内关于中国警用数字集群（PDT）新

标准专网建设的政策扶持预期终于兑现，公

安部近日发文决定，废止11项公共安全行业

标准，包括GA/T� 444-2003《公安数字集

群移动通信系统总机技术规范》，即属于欧

美技术的TETRA集群通信系统标准。 分析

人士指出，有关部门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广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PDT标准，此次政策的

落地将给PDT专网的市场带来巨大增量空

间，相关上市公司将迎来直接利好。

政策支持PDT建设

我国现行的数字集群标准包括三个，

分别是SJ/T� 11228-2000《数字集群移动

通信系统体制》、TETRA和PDT。 因当时

我国缺乏自主技术标准， 相关部门当初选

用了欧美标准 TETRA， 发布了GA/T�

444-2003。

近年来，出于信息安全方面的考虑，公

安部一直在致力于拥有自主专利技术的专

网数字集群标准的制定推进。 2010年4月

20日, 公安部信息通信局在京公布了中国

警用数字集群新标准PDT(Police� Digital�

Trunking)。该标准由上市公司海能达作为

中国PDT联盟总体组组长单位带领联盟成

员制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今年以来PDT的招标已经出现迅猛迹

象，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发现，今年除了重

庆、南京、武汉等重点城市外，辽宁、云南、

江苏、河南、内蒙古、湖北等多个省份的部

分城市也相继启动PDT的招标。

此次政策的落地， 将给PDT专网的建

设扫清障碍， 下游市场的招标在2014年的

招标体量或将有确定性的大体量增长。

下游公司直接受益

华创证券研报指出， 在信息安全需求

与“进口替代” 效应下，国内公安、轨道交

通专网通信市场的启动将为我国企业扩大

市场份额与竞争力提供契机。 行业第一梯

队公司有望在国内专网增量市场占据较大

的份额。

从上市公司层面看， 目前主要从事

PDT专网的公司主要有三家， 分别是海能

达、海格通信与东方通信。

海能达业务体量最大， 公司在国内模

拟集群终端的市场份额仅次于摩托罗拉，

现已具备TETRA、PDT、DMR全系列产品

提供能力。 受全球“模转数” 加快影响，公

司2013年实现数字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5.6%，收入占比达到58.2%，全年总收入

实现48%的增长，净利润达到1.3亿元，实现

305.28%大幅增长，成功实现模拟向数字转

换。2013公安部大庆会议全面推广PDT，公

司今年在重庆与南京项目中成功中标。

东方通信是央企普天集团旗下的上市

公司之一， 在数字集群领域， 可以提供

PDT、TETRA全系统与终端产品。2013年，

公司实现收入34.3亿元，同比增长4%；净利

润1.9亿元， 同比增长0.6%， 实现EPS0.15

元。 业内预计2014年PDT下游即将进入密

集招标期，公司该项业务有望好转。

海格通信通过收购四川承联与科立

讯，进入国内专网通信第一梯队。 相较东方

通信及海能达，海格通信面向军、民两个市

场的业务特点，令其具备“民参军”属性。

ST成城被吉林证监局责令整改

□本报记者 汪珺

继被传实际控制人成清波被拘后，6月

18日，ST成城又收到吉林证监局下发的行

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吉林证监局要求，公司

补充披露《股份预认购框架协议》及后续

进展、对公司影响，对公司银行账户及票据

业务进行全面清查， 对未纳入财务核算的

资金收付业务和票据业务予以改正并披

露， 并在2014年6月27日前完成整改并向

证监局提交书面报告。

根据ST成城当晚公告， 吉林证监局决

定书称， 公司于2012年6月25日与中技科

技、优道投资、中技实业签署《股份预认购

框架协议》，约定优道投资为中技科技筹集

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ST成城负责提供

监管账户，对筹集的资金进行监管。协议还

约定ST成城定向增发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后， 优道投资将事先交付给中技科技的资

金转化为非公开发行新股的认购款。 但上

述协议签署事项， 公司未履行相应的决策

程序且至今未公告。

决定书还显示，ST成城在中国建设银

行北京望京支行营业部开设了银行账户，

2012年8月1日至11月16日期间， 该账户

收到上海乾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转入共计25822万元资金， 其中2095万元

转至中技实业，23727万元转至深圳市博

润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ST成城未在2012

年三季报、年报中对上述账户资金流进行

如实披露。

决定书同时称，2011年以来，ST成城

对外开具了大量商业承兑汇票， 且部分商

业承兑汇票已处于逾期未付状态。 公司未

就商业承兑汇票业务进行财务核算， 亦未

就相关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页游科技收购《绝版三国》手游项目

页游科技（430627）6月18日晚公告，6月16日公司和幻天

使（天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协议，以23万元的价格收购

幻天使《绝版三国》手机游戏项目。

页游科技本次收购标的，包括幻天使研发的《绝版三国》手

机游戏项目的全部资源，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游戏策划文档、

美术、程序代码、音乐等。 本次收购完成后，页游科技拥有《绝版

三国》手机游戏项目的开发、更新、运营、维护等一切权力，该项

目未来的所有收益，都归页游科技所有。

页游科技表示，公司对《绝版三国》游戏的核心玩法以及游

戏主题都非常看重，将配合页游科技自己的渠道资源、美术资源

以及策划资源进行进一步研发，有望在2014年第三季度推出该

款手机游戏。（欧阳春香）

拟定增募资还贷

路翔股份实际控制人将变

停牌近3个月的路翔股份6月19日公布非公开发行预案，公司

拟向融捷投资、宁德时代投资、陶广以每股14.63元的价格非公开

发行股票3100万股，募集资金净额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

资金。

本次定向增发后，融捷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吕向阳、张长虹合

计持有公司股票的比例为由10.63%升至24.66%，融捷投资将成为

公司控股股东，吕向阳、张长虹夫妇将取代柯荣卿成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

在18日举行的董事会上，吕向阳获批为董事候选人以及公司

总裁候选人。 而路翔股份创始人和发起人股东柯荣卿及发起人股

东郑国华则提出辞呈，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常仙鹤）

特斯拉关联方收购隆基股份参股公司

隆基股份6月19日公告， 美国当地时间6月16日， 美国So-

larCity及其全资子公司 Sunflower� Acquisition� Corpora-

tion、Sunflower� Acquisition� LLC， 与Silevo达成收购系列协

议，SolarCity将通过一系列兼并程序完成对Silevo全部股权的收

购，基准定价为2亿美元。

该笔交易的最大亮点在于SolarCity与特斯拉同为马斯克控

制的上市公司。公司同时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重大

事项，股票自2014年6月19日起停牌。

公司表示，鉴于公司2012年通过全资子公司隆基（香港）贸

易有限公司出资1200万美元购买Silevo优先股， 占Silevo股权的

10%；2013年通过全资子公司隆基（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向Silevo

提供50万美元的可转换债券融资，本次收购可能会影响公司该笔

投资的收益。（傅嘉）

巨力索具获军用索具承制资格

巨力索具6月18日晚公告，公司17日收到总装备部颁发的《装

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公司获得军用索具装备承制资格。

公告称，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

采购条例》、总装备部颁发的《装备承制单位资格审查管理规定》

及相关规定，经审查，公司符合武器装备承制（研、修）资格条件要

求，并已将公司注册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承制单位名录》，

有效期至2018年4月。

公司表示，此次取得《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使得公司具

备参与军用索具装备承制的资格， 为公司在军队装备承制领域的

进一步发展建立基础。（欧阳春香）

中国宝安将和中铁资源开发石墨矿

中国宝安6月19日公告，公司于6月17日与中铁资源签订框架

协议，公司将与中铁资源在石墨采选和深加工方面开展合作。

公告显示， 中铁资源的全资子公司中铁资源集团云山石墨矿

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取得了黑龙江省萝北县云山石墨矿详

查探矿权，勘查区面积2.78平方公里。 中国宝安控股子公司深圳市

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贝特瑞）和中铁资源拟围绕萝

北县云山石墨矿的开采、 选矿以及鹤岗市的石墨深加工开展全方

位合作。

中铁资源将向贝特瑞转让云山石墨公司30%股权，双方按70:

30的股比关系组成合资公司，负责云山石墨矿的开采经营。 双方

还将按双方按照50:50�股比在萝北县注册设立选矿合资公司，由

该合资公司开展云山石墨矿选矿工程的设计、建设和运营工作。双

方按50:50�股比在鹤岗市兴安区设立天然石墨深加工公司，由该

合资公司开展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以及其他石墨深加工产品项目

的研究、设计、建设和运营工作。（张昊）

浙江广厦拟置入福添影视

浙江广厦6月19日发布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公告， 公司拟将

持有的浙江蓝天白云会展中心有限公司96.43%的股权和杭州华

侨饭店有限责任公司90%的股权，与卢英英、卢纲平持有的东阳福

添影视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进行置换，交易完成后，浙江广厦将

获得福添影视公司100%的股权。

此次交易拟置入的福添影视，一直专注于电视剧的制作、发行

及衍生业务。 福添影视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

值为56,200万元，增值44,365.94万元，增值率为374.90%。

浙江广厦方面表示， 通过本次交易， 公司将进入文化影视行

业，增加主营业务范围，弥补公司单一主业的风险，降低房地产市

场波动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高晓娟）

八宝丹片仔癀纠葛再起波澜

上海医药提交商标异议申请

片仔癀与八宝丹之间的纠葛再起波澜， 上海医药6月19日公

告称，下属控股子公司厦门中药厂有限公司依据相关规定，就片仔

癀于2012年11月1日申请注册的“八宝丹片仔癀” 、“片仔癀八宝

丹” 商标，向国家工商总局提交了商标异议申请，请求驳回异议商

标的注册申请。

厦门中药厂相关负责人表示， 厦门中药厂按照国家药品监管

的有关规定，将“八宝丹” 依法使用于药品包装、标签和使用说明

书上，享有“八宝丹” 这一名称的独占使用权和将其申请商标注册

的权利，此项权利应属于《商标法》第三十二条保护的在先权利之

一。 片仔癀申请注册“八宝丹片仔癀”无疑是对商标的抢注，且与

“八宝丹” 商标明显构成近似。（黄淑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