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房卖房 晚报帮忙
帮忙热线：63136669 13633777636

20202020年年 66月月 3030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责任责任编辑编辑：：周普周普//视觉设计视觉设计：：张玲张玲//审读审读：：王静王静 10
第一房产

诚信服务，集团运营，我市三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携手——

“众人”“智联行”“合和”自律共赢成“庆余”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易·坤》中的经典语句，将成为我市地产行

业一家新公司的命名之源。日前，南阳众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南阳

市智联行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南阳合和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将以

“诚信服务、集团运营”为宗旨，拟成立南阳庆余地产。

房地产中介行业，贯穿在房地产业经济运行的全过程之中，为房地

产业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提供了多元化的中介服务，显示广阔的发展前

景。

近年来，南阳地产中介行业迅猛发展，成为架起市场与消费者之间

的桥梁和纽带，对带动地产业运转起到润滑剂的作用，为推动南阳房地

产业走向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当前房地产中介的发展仍面临着一些问题，与市场发展不协

调的一面也日益突显。在实际操作中，频繁出现部分从业人员“跳单”

“挖房源”“飞单”等乱象，加剧了各中介机构之间的无序竞争，导致不讲

诚信、服务意识差等行为的发生，给我市中介公司整体形象造成严重损

害。

基于此，南阳三家资深的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携手合作，并邀请具

有 20年从业经验的行业领导者，进行品牌升级，服务升级，集团化运营，

以庆余地产为平台，通过资源共享，增加房源量，更多地匹配给购房客

户，再通过合理的机制让各方利益都能得到保障，实现合作共赢的目的。

“诚信、公平、规范、完善的房地产中介市场，需要行业、房企、中介各

方的积极参与努力。庆余地产将重视信誉，加强自律，规范服务，多策并

举，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加强内部管理，督促员工尽职尽责提高服务质

量，为南阳市民提供更高效、更省心、更安心、更便捷的一、二手房高品质

居住服务。”三家公司的负责人共同表示。

南阳众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7月 8日，目前有 5家
直营连锁店：南航店、高新店、金融小区店、恒大帝景店、万正小区店。

公司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二手房买卖、租赁、过户、贷款等一站式

服务。公司推行信息公开化、人才互动化、管理一体化，力求信息及时、

准确，为广大业主客户提供更加直观、清晰、具体的交易服务流程。

南阳智联行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年 8月，目前有 6
家分公司：中达店、绿都店、九龙店、桂花城店、红庙路店、范蠡路店。公

司推行“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无为而非无所为，提倡“不妄为”，激励

每一位员工拥有自己的创新空间，以“无为管理，有为行事”的精神迈向

大治的最高境界。公司宗旨：勇于承担责任，发挥企业的社会功能，整合

社会资源，承担和引领行业的健康发展。

南阳合和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为客户提供二手房买卖、过户、贷款、

租赁等专业化服务，公司创立于 2017年 7月 17日，目前有 6家分公司：九

小分公司、华鑫苑分公司、北京路分公司、七里园分公司、山水中央分公

司、市委分公司。

公司成立 3年时间，诚信经营，以和为贵的经营理念；专业，安心，满

意的服务宗旨，立足成为最卓越的房产交易平台！合和要做让家人感到

骄傲的房产经纪公司！③10

七大安心服务承诺：
针对房产交易中常见风险和消费者

痛点推出的服务体系，庆余通过主动承

诺的方式，在全业务场景和服务节点中，

帮助客户抵御潜在风险，保障客户权益

不受损失。

1.真实房源
庆余在职经纪人在各渠道发布房源

均为满足真实存在、真实在售、真实图

片、真实价格四个标准的真房源。

2.物业欠费先行垫付
在庆余经纪人协助交易双方完成物

业交割后，买受方如果发现交易房屋的

物业管理费、供暖费、水费、电费、燃气费

等存在拖欠情况的，且出售方拒不结算

或留存的物业保证金不能完全抵扣全部

欠费的，超出物业交割保证金的欠费部

分由庆余先行垫付。

3.签前查封先行垫付
在买卖双方签署房屋买卖协议前，

交易房屋已依法被国家机关查封限制转

让的，且庆余经纪人未对交易房屋的查

封信息进行核实和告知，造成购房者损

失的，庆余先行垫付购房者损失的房款。

4.税费精算服务
经庆余居间成交的二手房，除特殊

情况外，经纪人在交易双方签约后缴税

前，依据国家税务相关规定，结合客户、

业主、房屋信息，确定本次交易税费明

细情况并出具书面证明文件，保证交易

费用透明可视化，保障客户权益不受损

失。

5.过户枉跑补偿百元
在办理缴税过户手续过程中，若因

庆余经纪人的原因造成买卖双方任意一

方未能一次性办理完毕，需要再次前往

现场办理，买卖双方均为无责枉跑方，则

庆余地产向买卖双方各补偿 100元。

6.交易不成退佣金
经庆余居间交易的买卖业务，如果

最终未能成功办理过户手续，符合相关

条件的守约方已支付的佣金（特指居间

服务费，不包含庆余地产代收且已支付

的第三方费用，例如评估费、按揭服务费

等）将由公司退还。

7.不吃差价，双倍返还
经庆余居间成交的买卖业务，合同

信息公开透明，不吃一分差价。买受方

所支付的购房款即买卖合同的成交价

格，如发现庆余经纪人赚取房屋差价，

庆余地产将向受损方双倍返还差价部

分。③10

全媒体记者 陈向革 黄志三

专业 诚信 公平 规范
房屋交易，就找庆余居间

15637703411宋建真 13693889712翟 晨

为了更好回馈社会服务市民
庆余地产推出8项便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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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房
△好房急卖，尚城国际

精装两室，送全屋家具家

电，首付30万元。

电话：17638965977

△三杰盛世城，精装三

室两厅，送双阳台，送 35㎡
露台。首付30万元。

电话：17638965977

△ 常 绿 林 溪 谷 精 装 一

室，拎包入住，首付5万元。

电话：17630666721

售 房
△两相路 13 中对面，140

平方米精装三室双卫，送全屋

家具家电。

电话：17337763102

△蒲电怡源村低区 3室 125

平方米 115 万元，送车位送储

藏室。

电话：13333673230

△27小 3中附近，仲景路3

室中区95平方米84万元。

电话：13721846885

售 房
△万正小区四室两厅两卫

精装修，中间楼层，145平方

米，首付仅需32万元。

电话：13782090421

△万事达附近民房，出路

好，停车方便，150 平方米，

总高三层，精装，双证齐全可

直接过户。

电话：15537798779

△编织袋厂家属院，三中

附 近 ， 145 平 方 米 3 室 ， 精

装，首付 18 万元，大市证可

按揭。

电话：15537798779

△油泵厂家属院一楼带院

3 室有证可按揭，首付 20 万

元；港岛玫瑰园电梯新房 3室

毛坯，全款 98 万元。万正世

家步梯三室，首付 13 万元。

电话：17737001117

售 房
△读九小三中成就精彩人

生！南航盛德美旁三楼精装两

室86平方米，首付24万元。

电话：15637761192

△蒲电家属院 143 平方

米，小区绿化好，三室，精

装，首付 20 万元，大市证可

按揭。电话：13193681602

△恒大帝景 116平方米首

付 38万元，精装三室现房好楼

层。电话：15716608684

△梅溪路天工集团家属

院，13 中学附近，94 平方米

小三室，简单装修，黄金三楼

大市证送地上储藏室一间。

电话：15937777185

△滨河花园，电梯两室

102平方米，简装，首付27万

元，满五唯一，双气入户，31

小附近，临近白河。

电话：17638977739

售 房
△盛德美对面，九小家属

院 一 楼 两 室 86 平 方 米 ， 双

气，21小附近，首付 23万元

送储。

电话：17638977739

△大统百货东，诚信小

区，精装两室 94 平方米，首

付 22 万元。三中五小附近，

繁华地带，临近白河。

电话：17638977739

△十三中附近，单位家属

院，四楼73.2平方米，送双阳

台，送储藏室两间，距十三中

六分钟，首付 28 万元，随时

看房。电话：15637703411

△建设路与文化路口，肉

联厂家属院，9 中 6 小附近，

120平方米大三室，送储，大

市证，随时过户。

电话：17638762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