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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介
“教父”施永青：退守为攻、伺机
“中兴”
本报记者 赵毅 许永红 香港报道

拥有 40 年历史的企业并不多，老

从“拉皮条”到“行业大哥”

上午 9 点，
《中国经营报》记

子说，物壮者老，过于壮大就会衰
老。
“ 老化”的中原集团现在遇到

者来到位于香港中环的新世界大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相对薄弱的

厦，在中原集团的会议室里，我们

资本、不再年轻的管理团队，尤其

与当前中国的创业环境不同，
创业者动辄以几百万元、几千万元

见 到 了 这 位 年 近 70 的“ 老 大

在中国内地。

的风投资金起步扩张，
施永青 40 年

40年前香港还没有房地产经纪

哥”。施永青步履轻快走了进来，
他个高清瘦，穿着深色西服，打着

施永青认为中原集团遇到的
发展阻碍，不仅是一家公司的问

前创办中原集团时，只有与王文彦

这个行当，
大部分参与房屋交易的是

即便站稳了脚跟，市场也能看

早年中国内地的经纪公司大多

合伙出资的 1 万元，像一颗种子发

炒房者，
这些人手里有房子，
顺便也帮

到房地产经纪的价值，但社会对这

效仿了中原集团的经营模式，
即建立

蓝白相间的领带，
额前头发银白。

题，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共同遇到

芽的自然成长，中原集团一步一个

朋友放盘。另外，
物业大厦的保安和

个行业的评价并不高。创业后不久

经纪公司内部盘源共享系统。且与

古稀之年的施永青，中国经

的问题，比如房地产将来在中国

脚印壮大至今。

管理员，
他们也知道谁手里有房子。

的一天，施永青在路上碰见一个朋

国外经纪行业不同，
中原集团相对强

纪行业的“教父”，在记者对面，他

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资源错

施永青在地产商打工的2年，
主

当时房地产经纪行业没有放盘

友，他告诉对方自己在做房地产经

化了对经纪人的管控，
管理水平提升

直言不讳地谈论一切，他的对手、

配的问题如何调整、深度改革过

要工作是卖房子，
对楼市和房屋交易

的系统、
网络和规模，
也没有接受过

纪，对方不屑地说，
“ 怎么做了这

以后，
经营效益相应提高，
降低了佣

他的中原集团、他的儿子，没有丝

程中如何减少对经济的冲击等。

有了一定认知。但真的面临创业时，

专业训练的从业者。相对而言，
施永

个？跟拉皮条差不多。
”

金收费，
中原集团的经营模式在中国

毫的急躁，像他过去 40 年在经纪

但也有希望。施永青的儿子

施永青犹豫了。彼时房地产经

行业摸爬滚打一样，依旧平和、冷

施俊嵘，1988 年出生的他今年才
刚刚 30 岁，接受了深厚的海外高

纪给社会的印象就是唯利是图，整

然而，局势在过去四五年发生

个行业以吃差价为主，从业者受教

了变化和扭转，中原集团的经营模

施永青自认是一个面对现实

等教育，逐步掌管中原集团这家

育水平普遍不高。

式在中国内地受到了较大冲击。以

的人，但他面对的现实已大然不

进入中国 50 多个城市、拥有 6 万

同。中原集团在中国香港经纪行

名员工的大公司后，他每个月都

年轻的施永青发现，原来社会对中

强化了经纪人管控、作业流程梳理

业长年独占鳌头，
与身后对手的差

在频繁往返内地各个城市之间。

介评价不高。
“ 这个行业给人的印

分工及线上的互联网系统建设，在
资本市场的助推下，
后来居上。

静，
洞察一切。

“房地产经纪能够存在这么久，
肯定有它的社会功能，
努力发挥出来就一定能生存下来。
”
他发现自己的选择其实不多，
“做开
发没有能力，
也要投入许多资本”
。

青对房屋交易流程认知多一些，
熟悉
手续和银行贷款，
房屋买卖顺畅且有

要房地产经纪等市场化角色，中原
集团开始进入中国内地市场，也把

保障，
施永青很快找到了立足点。

经营模式复制过来。

“我就想，
我真的沦落到此吗？
”

中原集团在天津试点的变

象，是唯利是图，就是什么都讲利

内地，
链家的成长、
扩张气势汹汹，

革，初步取得了成效，酝酿条件成

益，
为了促成交易赚取佣金，
什么手

曾经主导过内地经纪行业经营模

熟时向全国推行。而链家等竞争

法都干得出来。所以当时我也想

式的中原集团，
已经明显落后。

对手在经营模式上似乎也遇到了

过，
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个行业？
”

距越甩越远；
但在日新月异的中国

内地实现了快速复制和落地。

链家为代表的中国内地经纪公司，

“中国内地新崛起的经纪公司，
资金很充裕，与原先的经营模式也
不同，他们对市场的理解也很不一

施永青有些老了，
力不从心。 “ 天 花 板 ”，大 刀 阔 斧 地 调 整 重
策略保守的中原集团也无法直面
心。施永青说，
“ 我们有压力、有

但他还是要硬着头皮做下去，
因

样。”施永青说，中原集团主导了香

为除了经纪行业，
中学毕业的施永青

港经纪行业的经营模式，但也不是

竞争，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原集团

变化，对手也在调整，他们也有不

并无所长。
“做事不能干一行、怨一

规模过大可以垄断市场，
“但中国内

现在采取的是“退守”的战略，慢

确定性。有变化的时候，其实就

地经纪公司都希望自己做到最大规

慢变革，伺机“中兴”。而链家的

有新的机会。”施永青用“物壮者

行，
否则什么都做不成。房地产经纪
能够存在这么久，
肯定有它的社会功

左晖年富力强，加之资本市场的
雄厚加持，
势头逼人。

老”描述中原集团目前在内地市
场盛极而衰的局面。但有转衰为

能，努力发挥出来就一定能生存下
来。而我自己做好以后，
别人对这个

存在不同的经营模式竞争。2001

中原集团 1978 年创立，发展

盛之意的“中兴”，是公司焕发新

行业的看法，
也会慢慢改变。
”

年，中原集团收购了香港当地市场

历史与改革开放同步。在中国，

生的关键。

被搁置的上市
“现在我不敢让别人投资中原中国，
因为它现在面对的挑战很大，
内
部也在变化，
上市条件不够成熟，
上市以后怎么面对中小股东。
”

模，
市场份额达到 70%”
。
施永青希望市场出现多元化，

施永青早期对经纪行业社会功

排名第三的经纪公司利嘉阁，施永

能的理解，基本塑造了之后中原集
团的业务方向。一是促成和匹配交

青没有将其合并进入中原集团，而

易，利用相对低廉的代价和相对快

和经营模式独立运营，并与中原集

速的效益，使社会上的资源得到更
好的利用，而房产就是社会上比较

团竞争。而在中国内地，链家等经

是继续保留了利嘉阁的品牌、管理

纪公司的收购以合并为收场，取得

在香港，中原集团一直是市

内地业务单独上市融资。但施永

贵重的资源；
二是顾问功能，
房屋交

场领导者，基本主导了香港经纪

青认为如果要上市，香港中原可

易过程相对复杂，需要专业的从业

门店后改换门楣。
“感觉原来与我一起逐鹿中原

行业的经营模式。
香港经纪行业市场份额排名

以上市，
因为有了一定地位，
商业
模式被市场接受，
盈利能力合理，

者进行服务；
三是向市场提供信息，

的经纪品牌，其实都一个接一个地
离开了，比如原来中原集团在上海

第二的是美联物业，
几年前，
中原

香港中原在市场生存有把握。

房地产是非标准化产品，没有标准
定价，后来中原集团编撰并发布了
香港房地产交易指数，以此增加市

收购合并。我一直觉得邵非会干成
一番事业，但现在也没了动静。”施

集团与美联物业在香港不分伯

“中原中国虽然在内地 30 多

仲，
但是这几年差距迅速拉开，
中

个城市开展业务、
拥有 5 万多名员

原集团整体业绩高出美联物业
30%~50%左右。前两年美联物业

工，
但很明显经营模式受到冲击，
盈利能力大不如前，能否生存下

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

来，
其实有一个问号。
”
施永青说，

对手链家和左晖

出现亏损时，
中原集团仍在盈利。
“竞争差距在拉大，
中原集团

“我没兴趣拿别人一笔钱，
因为要

最稳妥的就是香港，还是当地的

向股东交代。上市要有把握，让

老大。而且地位有所提升，不只
是业绩，
包括客户心目中的形象，

中小股东获得回报。
”
矛盾之处集中在此。王文

地位更巩固，目前还看不到会出
现大的改变。
”
施永青说。

场透明度。
1992 年，居民住房商品化，需

的竞争对手德佑地产，结果被链家

永青说。

“新一代的经纪公司赶上来了，
旧的一代自然要退下去，
这是历史的必然，
长江后浪推前浪。
”

鉴于香港市场出色的业绩和
相对巩固的市场规模，因此中原
集团长年讨论的上市计划里，施
永青打算把中原香港独立上市。

链家已经是中原集团在中国内

伟的愿景、
很强的战略部署，
从一个

不多占了一半，很少经纪人从业超

是全经纪行业的围剿、
抵制。

彦不同意香港中原上市，
“ 香港

地的主要竞争对手，但在链家 2017
年的 16 周年庆典上，
左晖邀请了施

企业家的标准，
左晖是一个有能力做
大事的人。他的能力很强，
即便不做

过 3~5 年。
”
如同 40 年前施永青与王文彦

“链家现在是同时切入线上、
线
下，
肯定会遭到抵制。与这些经纪公

中原赚这么多钱，为什么要分给

永青站台演讲，
施永青很意外，
他自

中介，
也会有很高的成就。
”

别人”。

嘲是
“手下败将”
。

一样，
出资 1 万元、共用一张写字台

司原来是竞争对手，
突然贝壳找房冒

“他比我年轻很多，
我现在已经

的创业，在如今的经纪行业已经很

出来要做全行业平台，
服务其他经纪

施永青毫不讳言中原集团在中

70 岁了。在我淡出的时候，左晖还

难出现了。施永青说，现在一手经

公司，
从竞争对手变成了合作方、
服

笔钱，
我的想法是上市要有把握。
现在我不敢让别人投资中原中国，

国内地市场的落败，他在接受采访
的一开场，就谦虚地告诉记者，
“我

在壮年。
”
施永青说。
在施永青看来，创新新模式的

纪行业还有一些人在创业，二手经
纪行业很少有人能创业成功，因为

务者，
有些难以取得信任。
”
他说。
他认为链家的调整也是无奈之

“他想中原中国上市圈别人一

但这仍然是施永青妥协提出

因为它现在面对的挑战很大，
内部

曾经引领和影响了经纪行业，但不

出现必然意味着传统模式受到颠

对手实在太强、太大，资金也太多，

举，从前的直营模式等同于高成本

的一个上市计划。他向来不喜欢

也在变化，
上市条件不够成熟，
上

是现在。新一代的经纪公司赶上来

覆。这当中有利有弊，施永青说，

小公司难以与之竞争。

模式，
而且即便高成本投入，
可能在

上市，
对资本存有抗拒，
施永青曾

市以后怎么面对中小股东。
”
施永

了，
旧的一代自然要退下去，
这是历

“中原集团的经纪人培养模式是一

“本来中国人很喜欢创造，
社会

核心城市以外，也很难赚钱。
“但直

经一度以不上市为荣，上市对他
来说，
就是用别人的钱。

青说。
因 此 ，中 原 集 团 的 上 市 计

史的必然，
长江后浪推前浪。
”
左晖今年 47 岁，
比施永青年轻

步一个脚印地全流程学习，身体力
行，
因为学到的东西比较多，
所以中

有一些行业可以让大家起步，淘到
第一桶金，
对社会有利，
但现在创业

营模式行不通，贝壳找房就可以成
功吗？链家过去的优势在于强管

“我不喜欢用别人的钱，中

划反复被提及、讨论，但却一直

22 岁。施永青 1992 年把中原集团

原集团的经纪人离开以后，自己开

起步就很难了。
”
他说。

控，但平台化和加盟模式属于弱管

搁置。

的经营模式带入中国内地时，左晖

店的比例比较高。
”

原集团也没有用过别人的钱。用
别人的钱，这是美国人做生意的

虽然对上市一直有抵触，

思维。但我觉得不使用外部资

但现在施永青也看到了上市会

本，
也可以生存下来，
做得很好。
”
施永青说。

给 中 原 集 团 带 来 的 益 处 ，尤 其
是 链 家 等 经 纪 公 司 ，利 用 资 本

这是施永青鲜明的个性，年
轻时更甚。1978 年创立中原集团

市场完成了一轮跑马圈地式的

一动。他发现，
链家现在也发生了一

也不容易成功。
”

名大四学生。
评价左晖这个经纪行业的后起

失率更高了，呈现从业者低龄化态
势。
“经纪人工龄降低了许多，以前

些转变和调整，
2017年开始落地了加
盟模式，
今年又大张旗鼓地推广贝壳

施永青坦言，中原集团可能不
会加入贝壳找房，
“虽然我跟左晖没

之秀，
施永青毫不吝啬自己的欣赏与

中原集团有很多从业 10 年、
20 年的

找房平台，
但遭到了58集团、
我爱我

有竞争，但员工在业务竞争上很激

赞许。
“左晖的视野比较开阔，
也有宏

经纪人，现在从业 1 年的经纪人差

家、
21 世纪不动产、
中原集团等几乎

烈，
不太可能成就对方”
。

扩张。

“不和链家打消耗战”

他说，这些经纪公司的扩张

份低微的工作，打工 2 年后，他觉
得自己的报酬跟贡献不对等，
“报

方式与中国目前的商业环境很契
合，
许多行业领域都依靠资本、
烧

酬只跟人力市场价格挂钩，但我

钱，
市场上资金宽松时，
资本方的

“老化”
“退守”
“保守”
“落后”，

觉得自己有特殊的贡献”
。
而且，打工只能按照老板的

投资不够谨慎，甚至不看被投企
业是否赚钱，只看估值。结果是

意愿做事，
个人选择空间比较低，
作为一个有主见的人，施永青唯

1978 年，中国内地正式拉开
改革开放的大幕。在中国香港，

控，降低了成本，但不是增加效益，

然而，如今的经纪行业人员流

前，施永青在一家地产商谋到一

一的出路就是创业。

施永青时刻关注着对手的一举

还是北京化工学院计算机专业的一

“直面竞争就要拿资本市场的钱，
做对赌承诺，
承担很多风险，
但我们做不到。
”
远的投资。

直面竞争就要拿资本市场的钱，做

国内地市场一手房业务的主要竞争

公司都不从消费者身上赚钱，转

施永青评价中原集团时不留情面，
也不护短。他说，所有公司都有自
己的生命周期，中原集团现在面临

链家崛起过程中，实际上对互
联网技术和系统进行了大笔投入，
而中原集团追加研发投入时，已经

对赌承诺，承担很多风险，但我们
做不到。
”
中原集团的发展是自负盈亏，

对手是世联行和易居，由于整体实
力更强，中原集团应付一手房业务
的竞争要轻松许多。

而向中小股东圈钱。

很大的挑战，
但选择了往后退，
而不

大幅落后。

“从消费者身上赚钱要用

是宣战对抗。

一直拒绝使用外部资金，有限的资

今年，中原集团在东北地区的

“链家在技术上可能没有特别

金量逼得中原集团在竞争战略上表

一手房业务明显起色，市场规模较

好 的 商 品 和 服 务 换 取 溢 价 ，消

施永青很欣赏当年红军的长征

强的优势，
技术都可以学，
但问题是

现得保守。而业务上的全面性，也

小的情况下贡献了不少的利润；华

费 者 千 千 万 万 ，不 会 因 为 一 个

战略，
“ 退守到一定程度找到立足
点，
观望整体市场的竞争变化”
。

我们跟进再学的时候，已经失去了

让中原集团在中国内地难以孤注一
掷地竞争，大量增加二手经纪业务

北地区的天津已经进行了变革，调

他承认，中原集团进入中国内

规模效应，继续投入就吃亏了。”施

整了原本相对放任的管理方式，业

施永青也拉上了同学合伙创业。

人的错误决定带来严重后果，

对比现今创业公司资本加持、大

消费者给出的是市场价格。但
是估值是少数投资者的判断，

地市场以后，
其实犯了一个大错误，

永青举例说，
比如在上海，
中原集团
只有几千名经纪人，链家拥有几万

上的资本投入。

张旗鼓的风光场面，施永青当时

中原集团在中国内地除了二手

务流程、系统管控和服务标准更加
严格，某些方面学习了竞争对手链

在中介行业的起步条件可谓简

不 断 推 高 企 业 估 值 ，隐 藏 了 风

就是互联网系统的开发建设投入减

名经纪人，规模上已经无法与链家

经纪业务，还有一手房业务。市场

家，
形成了相对成功的经营模式，
并

陋。
“我们两个人每人出了 5000 港

险。”施永青说。

少了。而原本在中国香港，中原集
团的互联网系统相对先进。

竞争，
“技术上可以很快追上去，但

且初现成效。

重要的是盘源，而盘源又跟经纪人

下行之时，中原集团的经纪人要实
行一、
二手联动，
为开发商和分销商

和门店数量关联，
链家规模化以后，

服务。
“资金没有对手多，互联网建

对出色，其中深圳一手房业务市场

接触和更新房源的能力比较强”
。

设上也有所落后。
”

份额超过一半，因此中原集团维持

华南地区得益于一手房业务相

元，只是在写字楼租了一张写字

对于近期发生的长租公寓

台，
没有自己的办公室，
两个人才

租金贷的问题，施永青也给出了

一张桌子。
”
40 年后回顾中原集团

自己的看法，
“ 中介介入的其他

内地针对管理层设计了
“存利分红”

的开始，施永青称，
“ 我们像一颗

业务，如金融、P2P 等业务，形成

制度，利润与管理层一起分成，
“大

中原集团与链家的竞争，从来

“我退还可以找机会。”施永青

了华南区域二手经纪业务的原有模

种子自然地发芽成长。
”

了资金池，操作手法与银行差不

家都想早一点分钱，缺少为未来发

没有出现过白热化，中原集团一直

觉得，一手市场是目前中原集团可

式；华西地区的一手房业务也有优

与施永青在中原集团的上市
计划上争议最激烈的也是王文

多，也不符合国家政策，还有长
租公寓业务等，其中也隐藏了不

展投资的意识”。另一方面是中原

在退守。
“ 策略保守是我们本身条
件决定的，如果前两年跟链家打消

以反击链家的重要阵地，链家也介

势，
二手经纪业务有所扩张，
但速度

少风险。
”

入了一手房业务，但目前主要是分
销，
没有策划等业务，
中原集团在中

相对较慢。

彦。王文彦一直主张中原集团的

一方面是因为中原集团在中国

集团误判了中国内地移动互联网的
普及速度，因此制度上没有安排长

耗战，中原集团可能已经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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