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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评估疫情对存量市场的影响，中指研究院特邀请全国近百城、超过 1000名房产经纪人参与调研，形成了《中指调查 I 

1000 房产经纪人调研报告：疫情下的行业现状与市场预期》。本报告与 50地产专家调查、500 地产经理人调查、3000消费者

调查共同组成此次疫情影响的系列调查报告。本次系列调查从问卷制作-数据采集-质量管控-统计分析-自动化图表均依托

CREIS 中指·云调研平台。本报告将超过 1000名经纪人相关意见进行系统汇总，总结形成预判存量市场发展的以下观点，供

行业和社会各界参考。 

核心观点： 

◆住宅经纪市场 

一、超半数受访者认为疫情对房产经纪行业影响极大，从成交看，超 6成经纪人认为一季度市场交易量将下滑超过 50% 

二、近 7 成经纪人认为疫情下买卖双方均不着急成交，即使在疫情结束后的假设下，仍有 4 成的经纪人认为买卖双方也

不着急成交，市场交易情绪需要一定的周期进行自我修复 

三、疫情下 7 成经纪人预期交易带看减少 5 成以上、成交难度加大，导致超一半经纪人预期一季度收入减少 50%以上，

超 7成经纪人表示在无成交状态下撑不过 6个月，近 4成撑不过 3个月 

四、超 8成受访者认为疫情警戒解除后 3个月内带看量能恢复到正常水平，近 5成受访者认为疫情后供需将同步增加 

◆商办经纪市场 

一、疫情影响下的商办租售市场现状：近 4 成经纪人业务仍处停歇状态，超一半经纪人认为挂牌量、询盘量不同程度减

少，供需整体低迷；5 成左右经纪人认为疫情期续租的商办物业租金出现了下跌、到期合同续约比例同比下降，超 6 成经纪

人认为疫情期出现了提前退租现象 

二、疫情影响下的商办租售市场预期：①超 5 成经纪人认为相较住宅，商办租售市场受此次疫情影响程度更深、周期更

长。②一季度乃至全年将呈现量降价跌态势，超 5成经纪人认为自己一季度能达成的交易将同比减少（其中三成认为减少 30%

以上），超 4成经纪人认为租售价格下跌将超过 10%。③超 4成经纪人认为未来一年商办空置率将进一步上升，且当前续约率

下降、退租率上升、扩租意向弱等现象进一步映射后期空置率将提升。④超四成商办经纪人预期今年一季度收入较去年同期

明显减少，信心不足之下，仅半数明确表示将继续从事商办经纪业务，超过 1成经纪人考虑离职或转做住宅经纪业务 

三、疫情影响下的商办市场投资建议：城市选择上，超半数经纪人认为一线城市仍然是好的投资选择，超八成经纪人不

会选择投资三四线城市商办物业；时间节点上，超过四成商铺经纪人选择一二季度进行投资，而有超过四成写字楼经纪人则

会选择在二三季度进行投资，写字楼投资机会点相比商铺后延一个季度 

◆希望得到的支持 

疫情下，7 成经纪公司预计 2020 年经营收入将下滑，其中近 2 成认为会下滑超过 30%，现金流承压和成本支出将是发展

面临的主要困境，超半数住宅经纪人希望政策适当放宽购房资格、降低贷款利率活跃住宅存量市场，同样有超半数商办经纪

人认为商家及中小微企业需要获得租金补贴、税收优惠等支持，从而降低行业风险，活跃商办存量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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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正文： 

本次参与调研的 1000名经纪人工作地点覆盖近 100个国内各线城市。 

受访人群中男性占比 74%，女性占比 26%。 

参与调研的人群中普通房产经纪人占比达到 77%，其他为门店管理者和公司管理层，均具有行业从业经验。同时，参与

调研的人群涵盖不同规模的经纪公司，调查结果更具代表性。 

 

受访者工作城市分布 

 

                                                    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中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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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住宅经纪市场疫情影响分析 

一、超半数受访者认为疫情对房产经纪行业影响极大，一季度市场交易量预期将出现明显下滑 

1、8成受访者认为疫情对房产经纪行业影响明显，小型经纪公司感触更深 

2020年春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国蔓延，宅在家中成为这个假期的主旋律，而依赖线下带看促成交易的房产经纪行

业同样受到全面影响。本次调查结果显示，80%的受访者认为此次疫情对房产经纪行业影响明显（影响较大+影响极大），超半

数的受访者认为影响极大，从一线普通房产经纪人到门店管理者再到公司的管理层，均深刻感受到了此次疫情对房产经纪行

业的强烈影响，并且作为公司管理层，需要全面考虑整个公司的运营，因此感受相对更深刻，认为影响极大的比例在三类受

访者中比例最高。从不同公司规模的受访者来看，小型经纪公司由于规模受限，抗风险能力相对更弱，受到此次疫情的冲击

更明显，近 9成城市小型经纪公司的受访者认为影响明显，并且超 6成认为影响极大。 

 

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中指调查 

2、疫情对购房者的积极性打击严重，且供需呈现双低迷  

疫情爆发对购房者的积极性打击严重，78%的经纪人表示近半个月询盘量较往年同期出现下滑，并且超半数经纪人认为下

滑 50%以上。半数经纪人认为挂牌量出现下滑，其中 28%的经纪人认为二手房挂牌量明显减少。二手房市场供需低迷将使置换

链条失去平衡，直接影响的是后期新房改善性需求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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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中指调查 

3、复工并未对供需双方形成有效刺激，预计一季度市场交易量将出现明显下滑 

2 月 10 日各城市陆续分批复工，而复工对挂牌量和询盘量促进影响不明显，分别有超过 40%的经纪人认为挂牌量和询盘

量没有变化，另外超过 30%的经纪人认为较复工前一周挂牌量和询盘量仍在下滑。受疫情影响，超 9 成经纪人认为一季度房

产交易量同比将出现减少，并且超 6成经纪人认为减少幅度将会超过 50%，且疫情对小型经纪公司冲击更严重。 

 

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中指调查 

二、疫情笼罩下，买卖双方均延迟各自需求，预计疫情结束后将逐步恢复 

疫情下，买卖双方均持谨慎的心态，延迟了各自的需求，接近 7成的受访者认为目前“买卖双方均不着急成交”。另外有

20%的受访者认为目前买卖双方处于急卖不急买的状态。对于疫情后买卖双方心态，从受访者的预期来看，买卖双方依然以稳

为主，不过相比当前将会有明显改善，受访者占比下降到 40（下降近 30%），并且有 27%的受访者预计疫情后将会出现买卖双

方均会着急成交的现象，疫情结束后有望迎来一波交易小高潮，也将助推新房改善需求的释放。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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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中指调查 

疫情爆发以来，各行各业均受到明显的影响，除了涉及到国计民生及疫情防护的企业之外其他行业基本处于停摆的状态，

在当前经济突然减速的情况下，个人的收入会受到明显的影响。从受访者的反馈来看，个人收入受到疫情的负面影响也成为

买方延迟购房的首要因素（有 6成受访者提及）。同时疫情影响下，线下看房几乎不可能，这也成为导致业主延迟购房的第二

位因素（有 55%的受访者提及）。除此之外，疫情笼罩下市场的不明朗也抑制了买方的购房需求。 

 

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中指调查 

与买方延迟购房相呼应，卖方因为不明朗的市场前景和线下看房的减少而暂停出售。具体来看，近 6 成的受访者认为卖

方因为疫情影响下市场前景不明朗而暂停出售，43%的受访者提及卖方因看房的减少而暂停出售。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有 42%的

受访者认为存在卖方急需用钱而降价出售的可能性，疫情影响下，未来二手房市场的房价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 

三、受疫情带来的交易带看、成交难度加大，导致经纪人预期收入将明显减少，超 7 成经纪人支撑不过 6 个月 

1、经纪人作业受到疫情全面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仅 2%的经纪人认为基本没有任何影响，交易带看、成交难度加大，进而导致经纪人收入明显减少是经纪

人受疫情影响的最主要表现。疫情爆发以来，超 9成的经纪人表示带看量同比出现下滑，并且有 73%的经纪人认为减少了 50%

以上。随着带看量的下滑，买卖双方的成交也变得日益艰难，超 8成经纪人表示自疫情以来无成交。 

由于底薪在经纪人薪资中占比低（无底薪占比达 36%），而疫情下带看量和成交量的低迷使得经纪人对一季度的收入情况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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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悲观，近 9成经纪人预期同比会减少，并且超过一半以上的经纪人预期会减少 50%以上。 

 

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中指调查 

2、受疫情带来的带看、成交的困难，超过 7 成的经纪人表示无成交的状态下支撑不过 6 个月，管理层对于经纪人的离

职潮更加悲观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 57%的经纪人已在工作地，但是受疫情影响仍有 43%的经纪人未能返回工作地。接近 6成的经纪人已

经复工，但仅有 10%的经纪人表示已线下复工，同时有 4成的经纪人目前业务仍处于停歇状态。 

超 7 成的经纪人表示在无成交的状态下撑不过 6 个月，并且有 27%的经纪人表示撑不过 3 个月。而管理层对于经纪人的

离职潮更加悲观，超 9成的管理层认为经纪人在无成交的状态下撑不过 6个月，并且有 70%的管理层认为撑不过 3个月。 

 

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中指调查 

四、超 8 成受访者认为 3个月内带看量能恢复到正常水平，近 5成受访者认为疫情后供求将同步增加 

对于疫情结束后的市场恢复情况，多数经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调查结果显示，85%经纪人预计疫情警戒解除后 3个月内

带看量会恢复到正常水平，其中近 6成经纪人预计疫情警戒解除后 2个月内能消除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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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中指调查 

对于疫情警戒解除后的房产经纪市场，47%的受访者认为疫情过后挂牌和需求将会同步增加，市场将会恢复，不过需要引

起注意的是，有 26%的受访者认为挂牌将会增加，但需求可能存在滞后性，进一步导致价格承压。而小型经纪公司对疫情后

的市场则相对不那么乐观，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即使警戒解除，需求也将会减少，市场仍会持续低迷。 

 

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中指调查 

第二部分 商办经纪市场疫情影响分析 

一、疫情下的商办租售市场现状：供需低迷，各类投资者缺乏热情；续租物业租金出现下跌，到期合同续约比例同比下

降，提前退租现象明显 

1、超过一半的商办经纪人认为疫情出现后挂牌量减少，52%的经纪人认为客户询盘量在疫情出现后不同程度减少，其中

有 24%的经纪人认为客户询盘量较疫情前腰斩  

商办租售市场受到疫情影响持续低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商办经纪人认为疫情出现后挂牌量减少，52%的经纪人

认为客户询盘量在疫情出现后有不同程度减少，其中有 24%的经纪人认为其客户询盘量较疫情前腰斩。此外，从商办经纪人

的工作状态来看，目前仍然有近 4成仍处于业务停歇状态，进一步抑制了商办市场的活跃度，短期内商办市场也很难有起色。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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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中指调查 

2、5成左右的经纪人认为疫情期续租的商办物业租金出现了下跌，5成经纪人认为到期合同续约比例同比下降，超 6成

经纪人认为疫情期出现了提前退租现象 

关于物业续租租金，有 44%商铺经纪人认为出现了下跌，而这一比例在写字楼经纪人看来更高，达到了 54%。关于到期续

签方面，5 成经纪人认为到期合同续约比例同比下降，其中超 3 成经纪人认为续签比例同比明显下降。关于退租情况，目前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经纪人能了解到的范围内无论是商铺还是写字楼均已出现了退租现象，需要业主方在后期引起重视。 

 

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中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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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疫情下的经纪人市场预期：商办租售市场受此次疫情影响程度更深、周期更长，一季度乃至全年将呈现量降价（租

金）跌态势，空置率将进一步上升，商办经纪人收入也将随之受到影响，在不确定之下，仅半数明确表示将继续从事商办经

纪业务，总体来看商办经纪人对未来的市场信心略显不足 

1、超五成受访经纪人认为此次疫情对商办租售市场影响程度高于住宅租售市场 

相比住宅市场需求更为刚性，写字楼和商铺市场受此次疫情影响程度更深、周期更长。调查结果显示，写字楼和商铺受

访经纪人均有超五成认为相比住宅市场，写字楼和商铺市场受疫情影响程度更深、周期更长。写字楼和商铺属于人口高密度

聚集区且流动性大，疫情更不好防控，而且商办市场与宏观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疫情影响下中小微企业举步维艰、商铺停业

周期拉长，由此看来写字楼和商铺市场要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运转状态，相比住宅市场而言需要更多时间。 

 

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中指调查 

2、目前商办市场整体呈现供过于求特征，在疫情影响叠加下，商办市场或将受到更大冲击 

目前，无论是写字楼市场还是商铺市场都存在供过于求现象，写字楼供过于求态势更加明显，更容易受到冲击。调查结

果显示，写字楼物业方面，超六成的受访经纪人表示其所在城市写字楼供过于求，仅有 8%认为供不应求。商铺物业方面，有

近五成的受访经纪人表示其所在城市商铺供过于求，仅有 11%认为供不应求。 

 

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中指调查 

3、一季度乃至 2020 年全年商办租售市场整体将呈现量降价（租金）跌态势 

对于今年一季度以及 2020 年全年商办的租售面积变化情况，受访经纪人普遍较为悲观，一季度悲观情绪更明显，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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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的悲观情绪较商铺更明显。调查结果现实，超六成受访写字楼经纪人认为自己一季度能达成的租/售面积同比减少，其中三

成认为减少 30%以上；超五成受访商铺经纪人认为自己一季度能达成的租/售面积同比减少，其中也有三成认为减少会在 30%

以上。从全年预判来看，写字楼和商铺均有五成左右受访经纪人认为自己能达成的租/售面积同比会减少，其中认为减少 30%

以上的占比更高。 

 

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中指调查 

和对租/售面积变化预判情况相符，写字楼的悲观情绪较商铺更明显。调查结果显示，超六成受访写字楼经纪人认为未来

一年办公楼租/售价格将下跌，其中超四成受访的写字楼经纪人认为跌幅可能在 10%以上。超四成受访商铺经纪人认为未来一

年商铺租/售价格将下跌，其中近三成受访商铺经纪人认为跌幅可能在 10%以上。虽然有更多受访者认为写字楼和商铺未来一

年租/售价格会下跌，但从预计下跌的人数和对下跌幅度的预判来看，商铺租/售价格预判较写字楼更趋乐观。 

 

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中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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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五成以上受访者预判未来一年商办空置率将进一步上升，且当前续约率下降、退租率上升现象进一步映射后期空置

率将提升 

对于未来一年写字楼/商铺的空置情况，多数经纪人还是比较悲观的。调查结果显示，写字楼和商铺均有超半数经纪人预

期未来一年空置率将上升，且其中预计上升超过 20%的占比最高，写字楼空置预期更偏悲观，超三成经纪人预计空置率上升

超过 20%。认为空置率会下降的仅约占一成。从续租、退租的情况来看也印证了空置率在未来可能加剧。调查结果显示，受

访的写字楼和商铺经纪人均有四成以上表示，合同到期后续租比例较以往相应月份下降。写字楼物业方面，41%的受访者表示

续租比例明显下降或略有下降；商铺物业方面，51%的受访者表示续租比例明显下降或略有下降，其中表示明显下降的占比达

31%。此外，受访的写字楼和商铺经纪人均有超六成表示出现了退租情况。 

 

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中指调查 

5、仅有７%的经纪人认为 2020 年写字楼客户有扩租意向，最有可能扩租的主要是因居家受益的行业，例如在线教育、

医疗健康等 

有 49%的受访写字楼经纪人表示租户在 2020年并无扩租计划，44%的受访经纪人表示对于 2020年是否扩租暂不明确，仅

有 7%受访者认为租户会在 2020 年进行扩租，可见疫情对于企业写字楼需求影响之大。我们认为，由于疫情的影响，企业有

可能在 2020年将会采取更加节约化的办公模式，出现大面积办公需求扩张的可能性较小。 

此外，受访者普遍认为，部分受疫情影响较小反而存在被动式受益的企业，会选择在 2020 年进行扩租，其中认为在线教

育、医药健康在 2020年最有可能扩租的受访经纪人均为 21%，学校延迟开学，在线教育则成为目前授课的主要方式，随着口

罩、酒精、消毒液的脱销，医药健康在目前是效益最好的行业之一。其次，认为电商会扩租的占比 19%、认为网络游戏会扩

租的占比 13%，占比最少的是房地产行业，为 4%。由此可见，2020年最有可能扩租的行业均以线上运营的租户为主，占比超

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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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中指调查 

6、经纪人个人收入减少明显，只能坚持半年，仅有 55%的受访者将继续从事商铺经纪业务，52%将继续从事写字楼经纪

业务，7%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将离开经纪人市场，总体来看商办经纪人对未来的市场信心略显不足 

超四成商办经纪人预期今年一季度收入较去年同期出现明显减少。其中，从事写字楼业务的经纪人有 44%预期收入较同

期明显减少，从事商铺业务的经纪人有 43%预期收入较同期明显减少。仅有 15%左右的经纪人预期收入较同期有所增加，其中

从事写字楼业务的经纪人预期收入明显增加的占 8%，略有增加的占 9%，而从事商铺业务的经纪人预期收入明显增加的占 9%，

略有增加的占 6%。整体来看，经纪人的收入主要靠物业的成交来获取相应报酬，由于疫情的影响，经纪人收入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响。未来随着疫情的持续发展，部分经纪人会长期出现无成交物业的情况。从调查问卷来看，近三成的经纪人表示在无

成交物业的情况下，仅能够维持 1~3个月，近六成经纪人表示在无成交物业的情况下仅能够维持 1~6个月。 

 

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中指调查 

随着疫情的不断蔓延，商办物业经纪业务持续萎缩，经纪人收入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而这对于从事商办物业交易的经

纪人来说，其未来工作信心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仅有半数经纪人表示会继续从事本职业务。从经纪人转

行情况来看，仅有 5%经纪人表示会转行住宅经纪业务，从事写字楼业务的经纪人有 13%的将转行从事商铺经纪业务，而从事

商铺业务的经纪人有 7%的有意转行从事写字楼业务。可见，相对写字楼业务来说，当前情况经纪人更倾向于商铺经纪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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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中指调查 

三、疫情下的商办投资建议：城市选择上，一线城市仍然是好的投资选择，谨慎投资三四线城市商办物业；时间节点上，

二季度整体可以作为投资较好的入手时机，写字楼可以适当后延一个季度再入手 

商铺和写字楼是个人、企业投资的重要标的，在经历了重大疫情后，由于供需的变化，对商办物业的估值会发生同步变

化。价格的变化、需求的变化也将改变消费者的投资策略。那么 2020 年商办物业整体的投资策略应如何把握？调查结果显示，

在投资时点方面，当我们向经纪人问及“如果您自己要投资商铺/办公，在考虑了疫情影响后，2020 年您会选择以下哪个时

点买入？”时，受访者整体认为二季度是最好的投资时点，其中商铺投资时点在一、二季度均可，办公投资时点有所延后，

在二、三季度均可。在城市选择方面，无论投资商铺还是写字楼，均有超过半数的经纪人认为倾向于选择一线，特别是在整

体宏观经济承压的过程中，一线城市仍然是最好的投资区域，商办物业的抗跌性更强，企稳反弹的可能性更大。值得注意的

是，大部分经纪人都认为要谨慎投资三四线城市商办物业。 

 

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中指调查 

整体来看，我们认为商办市场短期影响显著，长期维持稳定。疫情深度影响中小企业发展和大众消费，从而影响商办市

场。零售业是受疫情影响最深、最直接的领域之一。相较于商业，企业对于写字楼的租赁需求在短期内势必会更加谨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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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居家办公的兴起，一定程度上造成企业扩租和换租需求减少。从中指商办数据看，目前大部分一、二线城市的写字楼空置

率水平 2019年一直处于攀升状态，疫情的发展无疑会加重对写字楼租赁市场的影响，短期内将延续供过于求的租户市场现状，

预计空置率走高、租金下行的压力增大。但从长期来看，我们还是乐观预期随着疫情警戒的解除，负面影响会逐步消退，并

迎来社会消费的 V 形增长，商办虽然短期受疫情影响需求有所放缓，但长期需求仍将存在。 

 

第三部分 希望得到的支持 

7 成经纪公司预计 2020年经营收入将下滑，现金流承压和成本支出将是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需要政策面的进一步宽松

活跃存量市场 

1、疫情下，经纪公司管理层对 2020年经营收入情况并不乐观 

疫情影响下导致房产经纪市场的低迷，让多数经纪公司管理层对 2020年的经营收入预期较为悲观。7成受访管理层认为

公司 2020 年经营收入相比 2019 年将会出现下降，其中有 22%的管理层受访者认为下降幅度将会在 30%~50%之间。2020 年初

的这场疫情给房产经纪公司的新一年带来了一丝阴影。 

 

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中指调查 

2、成本支出与现金流承压是房产经纪公司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4 成经纪公司当前资金撑不过 3个月 

从受访管理层的反馈来看，人工成本的刚性支出压力大是经纪公司疫情下发展面临的最大考验，53%的受访者提及成本支

出问题，在交易量下降的情况下，员工的固定工资支出成本将会是对房产经纪公司的一大考验。除此之外，有一半的受访者

提及了现金流压力大的问题。对于本次突然爆发的疫情，多数房产经纪公司的现金流储备并不充裕，近 7 成受访者认为当前

的资金撑不过半年，并且有 41%的受访者认为撑不过 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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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中指调查 

3、缩减投入与开拓其他渠道的收入是房产经纪公司应对疫情期困境的主要手段 

面对疫情爆发引起的经营收入可能出现的下滑，房产经纪公司首选减少不必要的投入，在当前供需双低迷的情况下，45%

的受访者提及要减少广告投入。另外有 43%的受访者提及要调整经纪人的薪资结构，比方说适当降低固定底薪的比例，提高

提成点，进而也可以减少员工工资的固定成本支出。在节流的同时，房产经纪公司也在开源，有 43%的受访者提及将提高其

他业务线的比重，比方说提高新房市场的份额，多渠道创收弥补二手房市场可能出现的收入下滑。 

 

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中指调查 

４、面对疫情带来的影响，多数经纪公司管理层希望能够通过限购、限贷的松绑、租金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活跃市场

以帮助企业平稳度过疫情期 

从住宅市场的角度来看，疫情影响之下二手房市场供需低迷将使置换链条失去平衡，直接影响的是后期新房改善性需求

的释放，特别是在大城市住房置换的传导效应就会出现问题。疫情结束后，预计会有部分改善性需求快速入市，为了更好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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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改善性需求，受访经纪人普遍认为需要在放宽购买资格、减轻购房压力等方面出台相关政策进一步活跃住宅存量市场。 

从商办市场的角度来看，受访者普遍认为租金优惠和财政补贴更为关键。此次疫情对商办市场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其租户的抗风险能力。中小企业现金储备少，抗风险能力差，需要更多的政策关注。从实践情况来看，2020 年 2 月 5 日，

北京出台促中小微企业发展“16 条”措施，通过停征行政收费、减免房租、延期纳税、补贴等方式来减轻中小微企业负担，

鼓励大型商务楼宇、商场、市场运营方对中小微租户适度减免疫情期间的租金，各区对采取减免租金措施的租赁企业可给予

适度财政补贴。同时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不抽贷、不断贷等措施，支持相

关企业战胜疫情灾害影响。此外，其他城市也开始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企业抵御疫情所带来的经营风险。 

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中指调查 

第四部分 结语 

2020年初疫情的出现，对房产经纪行业也造成了重要影响，住宅租售市场、商铺租售市场、写字楼租售市场均有其自身

不同的供需格局，受到影响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总体来看，目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房产经纪行业成交量下滑，将会导致各

大经纪公司的现金流面临巨大压力，经纪人面临较大压力，特别是小型经纪公司的生存面临挑战，如何支持和引导经纪公司

维持运营，适度激活存量房租售市场将是行业协会及政府部门努力的方向。 

 

放松限购政策、降低首付比例

适当降低购房贷款利率

税收优惠政策

租金优惠

财政补贴

面对疫情带来的影响，受访者针对住宅经纪业务政策需求▼ 面对疫情带来的影响，受访者针对商办经纪业务政策需求▼

降低首付比

降低利率

税收优惠

租金优惠

财政补贴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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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需要行业上下游共克时艰，共同度过危机，同时更好把握机遇。

为帮助企业在疫情期更好开展相关业务，中指研究院从 2 月 1 日起免费开放中指

数据、中指地主、中指风险测评 SaaS 工具、中指云调研等，可扫码开通试用。 

中指▪云调研是中指研究院借助大数据及云

计算功能研发的房地产客户满意度及需求

调研平台，该系统包含模板问卷、回收设置、

样本回收、统计分析等功能模块 ，是房地

产企业、物业企业打造更智能、更经济、更

便捷的一站式满意度调查、神秘客调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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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205号尼盛广场16楼 

邮编：215021 

电话：0512-67905729    传真：0512-67627290 

 

南京 

地址：秦淮区南京太平南路307号江苏饭店5楼 

邮编：210002 

电话：025-86910338    传真：025-86910200 

 

 

 

 

 

 

 

 

深圳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文化中心区海德二路茂业时代广场19A 

邮编：518040 

电话：0755-86607799    传真：0755-86607966 

 

广州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 79 号宝地广场 605-606 

邮编：510308 

电话：020-85025888    传真：020-85025999 

 

海口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龙路 19 号兴业银行大厦 8C 

邮编：570125 

电话：0898-68525080    传真：0898-68570510 

 

武汉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金家墩特 1号武汉天街 6号楼 20层 

邮编：430013 

电话：027-59600194    传真：027-59600145 

 

长沙 

地址：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88号天健壹平方英里H栋7楼 

邮编：410000 

电话：0731-89946366    传真：0731-89946299 

 

南昌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1368 号鼎峰中央 BC 座 24 层 

邮编：330000 

电话：0791-83898092    传真：0791-88611391 

 

重庆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嘴力帆中心 2 号楼 25 层 

邮编：400020 

电话：023-88952599    传真：023-88952138 

 

成都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368 号房天下大厦 23 楼 

邮编：610017 

电话：028-86053600    传真：028-86053000 

 

昆明 

地址：昆明市盘龙区穿金路金尚俊园 A 座 17 楼 1702  

邮编：650000 

电话：15922775153    传真：023-88952138 

 

南宁 

地址：南宁市良庆区五象航洋城 2 号写字楼 3927  

邮编：530000 

电话：18680700997    传真：023-88952138 

 

 

 

 

 

http://ipoipo.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