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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链家 4.0时代的经纪人，需要积极
参与社区公益、奉献自己的爱心，刘梦思便
是这样一位乐于助人的“公益达人”。一次雨
中送老奶奶回家的经历，让他对公益这件事
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一位老奶奶手提着一把刚买的雨伞，从
刘梦思所在的门店经过。但奇怪的是，老奶
奶却并未撑开手中的伞， 全身上下也湿透
了，亲眼目睹这一景象的小刘赶紧带着伞出
了门。“老奶奶， 您这是要去哪？ 怎么不打
伞？” 走到老人身边的小刘撑着伞问道。“我
……我……我要回家。” 老人吃力地说出这
几个字。眼看老人鼻子里还流着血，小刘赶
紧搀扶老人并继续追问：“那您知道住在哪
个小区吗？要不这样，我送您回家吧！”神情
呆滞的老人不久后说道：“我不记得住哪了，

只知道那个地方叫什么溧阳华府，具体楼栋
也记不清了。”了解到老人的大概住址后，小

刘便叫了一辆出
租车带着老人向着
家的方向驶去。

鉴于自己丰富的
房产经纪经验，来到溧阳
华府后，小刘第一时间联系
了社区物业，并将迷路老人
带到物业处。幸运的是，物业阿姨一眼就认出了
老人， 并向小刘说明了老人患有轻微老年痴呆
症的情况。最后，在物业阿姨的帮助下，小刘带
着老奶奶找到了回家的路。

在小刘看来，举手之劳看似平常，却能让他
人的心倍感温暖。“我们的门店就扎根在上海的
各个社区，我一直认为我们就是社区的服务者。

除了买卖或租赁房产以外， 只要社区居民有需
要，我就会尽力去帮忙。”刘梦思这样说道。小
刘的公益事迹， 体现了链家所倡导的 “融入社
区，融入社区居民”的准则。

树“四有”青年标杆，链家经纪人迎4.0 时代

消费者体验不好， 最终一定会反噬经纪
人。对于链家来说，良好的学习能力是门槛，而
过硬的专业度则是服务好客户最直接的窗口。

在一次与客户交流的过程中，胡锴的专业度就
得到了很好地体现。“如果让客户觉得专业度
不够，那么在客户心中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

胡锴这样说道。

“我老公是外国人，我是外地户籍，虽然我
的社保没有满五年，但是我老公工作满一年应
该是可以置换房子的，我想把手里的房子卖掉
再换一套大一点的。” 来看房的周女士这样向
胡锴介绍着自己的情况。

但胡锴深知根据上海的购房政策，外籍和
非沪籍人士结婚后，购房时应该按非沪籍家庭
算，而不是外籍人士，所以周女士其实现在是
处于限购状态。于是，胡锴诚实地告知周女士
限购情况，并建议其在社保满五年以后再考虑
置换，不要急于现在就出售名下的房子。周女
士在听了胡锴的建议后恍然大悟，“还好你提

醒我了， 否则我
很有可能就把房
子卖掉了！”

在胡锴看来，客
户并不一定了解房产
交易中的知识，而这种
“不够了解” 很有可能
为客户带来巨大的损失，所以用专业知识帮助
客户解决问题、规避风险，是经纪人最基本的
职业素养。

随着行业的发展，房产经纪人的从业思维
逐渐由“成交为王”开始往“专业为王”、“品质
为先”转变，通过为客户提供有品质的服务来
赢得口碑， 用专业的知识赢得客户的尊重。未
来，会有越来越多看重链家“知名度”和“大平
台”的高校毕业生加入到链家，一起引领整个
行业的发展，让行业更加规范化，让经纪人更
有尊严地工作，进而为客户提供更加有品质的
服务。

树立良好的价值观， 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
职责。

在链家， 最近流传着这样一个暖心的故事。南
京西路分行的张克家，因为一次帮助两位高龄老人
租房的事迹，成为链家内部的价值观标杆。故事要
追溯到今年 2月，因为老屋马上面临拆迁，相依为
命的老哥俩却迟迟租不到房。“不好意思，实在没有
人愿意把房子租给你们！” 这是老哥俩耳边最常回
响起的一句话。的确，老哥俩年近八十，即使交易成
功佣金也并不高， 所以被许多中介公司拒之门外。

在被接连打发之后，他们决定去链家看看。

“爷爷您好，请问需要什么样的房子？”张克家
礼貌地让两位老人就坐，并端上两杯热水。老人失
落地说道：“我们的老屋马上就要拆迁了，我们想找
到一个立马就能租的房源。” 了解到老人的需求之
后，小张便开始带着老人四处看房，但没有一个房
东愿意把房租给老人。 心灰意冷的老人说：“小张，

算了吧，我们不找了，这几天麻烦你了。”不忍看到

老人流落街头，小张鼓
励老人并说道：“爷爷
您放心， 链家就是给居
民找家的， 这个家我一定
帮你们找到！”为了扩大找房
范围，张克家在其他链家门店
同事的帮助下， 通过系统扫
盘，找到了几套不错的房子，在实际看房和与房东
沟通后，终于有一位房东愿意租给老人。

签约那天，老人的一句话让张克家至今记忆犹
新：“链家链家，走到哪里都是家，这次真的谢谢你
们了。”

其他人不愿意做的事，张克家却愿意做，体现
了链家所提倡的“客户至上”价值观。正如张克家所
坚信的那样：“只要客户有需求就会帮助对方，甚至
会发动团队的力量帮助客户找到理想的房源。”客
户至上，显性上看是一种服务理念，实则是经纪人
内在价值观的呈现：为客户而生，是链家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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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不断发展变化，人
们对服务品质的诉求越来
越高。基于客户需要更好的
体验，链家开始打造 4.0 新
经纪时代，希望以经纪人的
品质为基础，不断提升服务
品质，最终提升整个行业的
服务水平。

从业者的品质决定了
行业的整体服务品质，链家
认为，良好的学习能力、专
业度和价值观以及良好的
社区参与度，是未来经纪人
必须具备的素质，更是新一
代经纪人的自画像。时下正
值五四青年节，笔者走访了
四位具有代表性的 4.0 时代
经纪人，通过了解这些出色
的经纪人，挖掘他们的客户
服务哲学，为行业中的数百
万从业者提供有价值的经
验参考。

学习型代表迭代经纪人生力军 高专业度素养经纪人走向职业化

从 3.0 经纪人到 4.0 经纪
人，对房产经纪服务的要求有
着翻天覆地的改变。在链家看
来，经纪人的品质是整个行业
服务品质的基础，所以链家始
终在推进经纪人的职业化进
程。正如链家 COO王拥群所
说：“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教育
背景和基础学历背景，具有比
较强的专业能力，能够真正地
对客户好，能够崇尚合作，同
时高度参与、融入社区，与社
区产生深度粘性。我们坚持，
只有合格的经纪人才能为客
户服务。”

对于链家来说，其目标不
仅是成为行业品质服务的标
杆，更立志成为中国服务品牌
的标杆。未来，链家以成为首
个 4.0 时代经纪品牌和服务业
国家品牌为使命，引领行业朝
着技术含量更高、专业驱动更
强的目标同步迈进。

良好价值观引导给予客户信赖 主动参与社区公益传递温暖力量

良好的学习能力， 是未来 4.0时代经纪人必
须具备的专业素养。毕业于河南理工大学的王雪
丽遇到了一位情况复杂的客户，用专业素养帮助
客户解决了问题。“我想在上海买套房，而且社保
也满了五年， 但是我名下有套和父母共有的房
子，这种情况下，我还能在上海买房吗？”客户这
样问道。“而且之前我也咨询了一些中介，他们都
表示有政策说限购之前和父母共有的房子，能够
忽略不计。”

了解到客户的情况后，王雪丽立刻联想到之
前在链家内部搏学考中学习到的一个类似案例。

“像您这种情况，是不能够在上海买房的，除非您
是上海沪籍， 之前的共有财产记录可以忽略不
计；现在您只能在那套房产上去名才能再买。”王
雪丽向客户开诚布公地回答道。得知真实情况的
客户随即对王雪丽表达了感谢：“太感谢你了，之
前中介都说可以买，我差点就信以为真了，放心
不下才来问问，果然还是链家更专业。”无论遇到
哪一种情况，王雪丽都能迎刃而解，帮助客户及

时解决问题， 这便是
良好的学习能力带给
她的优势。

作为一名从堪称为
行业内“高考”的链家搏学考
中脱颖而出的经纪人， 王雪丽
做事讲究原则、系统、注重细节，有
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同时在她看来，只有把搏学考
里的内容熟练掌握以后，才能成为一个基本合格的
经纪人，所以对自己有着高标准、高要求的她，在入
职链家的短短 3年时间里已经成为一名门店经理。

值得关注的是，4.0经纪人时代，高学历将成为
链家职业化经纪人的生力军。 在今年 2 月发布的
《链家经纪人数据报告》中显示，81%的经纪人具有
高等学历，“高学历” 已经成为链家经纪人的新标
签。 另外，2018年， 全国链家共迎来 1805位来自
985和 211院校的年轻人加入。 高素质人才的不断
进入，将大大提升未来房地产经纪人的专业素质和
能力。

老字号新品粽子上市

回归传统“复出”枕头粽
甜口粽成为白领下午茶

距端午节还有 1个多月，上海老字号的新品粽
子已上市。今年，多家老字号坚守老上海人喜爱的
咸口粽市场，“复出”不少经典肉粽，同时，还针对时
下年轻人口味推出多款高颜值甜口粽。

“粽娘”现场包粽
南京东路上的新雅粤菜馆外卖窗口前，七八个

消费者正在观看“粽娘”现场包粽子。只见“粽娘”起
手之间，四大块肥瘦相间的黑毛猪肉和着调制了酱
汁的糯米，被包进一个硕大的“枕头粽”中，上秤一
称：280克！引得周围几位上海阿姨爷叔称奇：“这么
多肉，竟然都能包进去！”“这么大一个粽子，要两个
人吃喽！”

肉粽在上海人心目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甚至可
以作为日常正餐。新雅粤菜馆回归传统“复出”湖州
特有的枕头粽。“粽子在全国各地有着不同形状，比
如广州流行裹蒸粽，上海流行三角粽，枕头粽形似
长条形的四角枕头，则是湖州特色。”新雅粤菜馆市
场部副总监毛勇介绍，去年，新雅三位国家级大师
遍访各地，在湖州被当地的枕头粽吸引，“枕头粽食
用时，每一口都能咬到包裹在其中的馅料，吃起来
非常过瘾”。于是，新雅决定“复出”枕头粽。

三位大师共同研发“黑毛猪肉粽”，还原浓油赤
酱的地道上海味道。大师团队尝遍十几种酱汁配料，

方才找到最佳搭配，馅料特意选用黑毛猪肉，融入糯
米中没有油腻感。“黑毛猪肉粽”去年首次进入市场，

一举创下行业内粽子“10万+”销售纪录。今年，新雅
根据消费者反馈， 在粽子中增加了两枚完整的咸蛋
黄，推出新品“双黄黑毛猪肉粽”。

福州路上老字号杏花楼的粽子也已上市。今年
杏花楼主打苏式粽子，除了传统肉粽，酱汁排骨、腐
乳肉、梅干菜肉、咸肉豆瓣等经典苏式菜肴都被包
进粽子，上市以来销量相当不错。

榴莲与粽“结缘”

甜口粽有着悠久历史。在唐朝所著《食谱》中，就
有作为甜品出现的陕西蜂蜜凉粽。 偏爱咸口粽的上
海人，这几年对甜口粽也有了一定的接受度，特别是
年轻消费者，对甜口粽接受度更高，因此今年上海老
字号推出多款甜口粽，瞄准白领下午茶市场。

杏花楼今年推出多款与“豆”有关的粽子，如赤
豆粽、豆沙粽、赤豆蜜枣粽等。新零售企业盒马与多
家老字号推出联名款粽子，其中“榴莲班戟迷你凉
粽”“五彩福礼粽”两款，是盒马与新雅粤菜馆共同
研发的甜口粽。“榴莲班戟迷你凉粽”选用苏丹王榴
莲为主要原料，采用西式糕
点手法制作；“五彩福礼粽”

是一款高颜值粽子，糯米中
夹杂着芋泥、板栗、紫薯、红
薯和豆沙，两侧还点缀着云
南七彩花生。两款粽子采用
什么馅料，由盒马根据收集
的消费者大数据研发决定，

新雅负责把控口味和品质。

■本报记者 唐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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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小长假天气适宜，本市161家主要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数量同比增长33%

黄浦江滨江五区吸引565万市民游客
今年“五一”小长假，适宜的天气以及 4

天假期，让市民游客出游热情高涨。申城各
大文化和旅游场所人气十足。据统计，全市
161家主要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560万人
次，同比增长 33%。此外，黄浦江滨江五区累
计接待游客 565.89万人次；全市各博物馆累
计接待 51.3万人次； 全市 41家美术馆累计
接待观众 16万人次； 全市 270余个公共文
化场所累计接待市民 253.84万人次；全市各
演出娱乐和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累计接待 44

万人次。

市民休闲好去处持续升温
“五一”期间，黄浦江滨江五区已成为旅

游新亮点。作为上海着力打造的世界级旅游
精品，各区黄浦江滨江各具特色，吸引了超
过 565万市民游客前往体验。其中浦东滨江
累计接待游客 219.18万人次，黄浦滨江累计
接待游客 270.67万人次，徐汇滨江累计接待
游客 11.9万人次， 杨浦滨江累计接待游客
36.85万人次，虹口滨江累计接待游客 27.29

万人次。值得一提的是，全新升级、航线丰富
的黄浦江游览船开航 480航次，累计接待游
客 11万人次，同比增长 46.7%。

申城主要景区中，外滩、豫园和小陆家
嘴区域分别累计接待游客 129.22 万人次、

39.68万人次和 113.21万人次。 上海国际旅
游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 31.8万人次，同比增
长 18%。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各景区（点）累计
接待游客 13.64万人次， 同比增长 8.6%。市
民纷纷走出家门， 体验身边的 “休闲好去
处”。朱家角古镇、枫泾古镇等古镇、古街、传
统文化民俗景点迎来众多市民游客。“漫游
慢品武康路”老房子故事会、徐家汇公园星
期音乐会等以文化资源为特色的体验活动，

受到年轻市民游客的喜爱。金山吕巷水果公
园、嘉定毛桥集市等景点，让城市游客尽享
田园郊野乐趣。

文博场馆活动精彩人气足
随着“百万市民看大戏，游上海”渐入人

心，全市博物馆除常设展览正常开放外，“五
一”小长假期间还策划推出多项展览和社教
活动，吸引市民游客将博物馆作为假日出游
的选择。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专题展览《伟大
觉醒：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文物史料展》、上海博物馆特展《熠熠千年：

中国货币史中的白银》、嘉定博物馆临展《疁

城遗踪———嘉定出土文物展》、 上海鲁迅纪
念馆 《拈花———鲁迅藏中外美术典籍展》等
受市民游客追捧。

“五一”小长假期间，全市各博物馆累计
接待市民游客 51.3万人次，其中上海科技馆
累计接待 11.39万人次， 上海自然博物馆累
计接待 6.2 万人次， 嘉定博物馆累计接待
6.46万人次，成为人气最高的三家博物馆。

全市 41家美术馆共举办 81场展览、36场
公共教育活动，累计接待观众 16万人次。全市
270多个公共文化场所，包括非遗传习所、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群艺馆、图书馆等，也组织开展
了各类公共文化和传统文化活动 3023 场，举
办阅读活动 876场次，累计接待市民 253.84万
人次，其中各类图书馆累计接待 22.58万人次。

全市各演出娱乐和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累计接

待 44万人次， 其中各专业剧场上演各类剧目
55台， 演出场次 211场， 接待观众近 11万人
次。纳入假日监测统计的 8家红色主题类景区
(点)累计接待游客 10.24万人次。

假日期间市场总体安全平稳有序。本市各
旅游公共服务中心累计接待18.33万人，同比增
长10.6%。“五一” 假日期间共接到旅游投诉29

件，未接到重大、群体性投诉和安全事故报告。

■本报记者 裘雯涵

“五一”小长假期间，申城各大商圈、旅游景点迎来了集中出行的市民游客。图为南京东路
步行街上游人如织。 本报记者 海沙尔 摄

街头艺人表演吸引游客驻足。蒋迪雯 摄 游客有序排队进入中华艺术宫。海沙尔 摄

申城消费市场红火
游客享受“买买买”

386家零售和餐饮企业销
售额46.9亿元，同比增长15.5%

本报讯 （记者 吴卫群）刚刚过去的“五
一”小长假，申城各大商圈、商街、商场人头
攒动，消费市场红红火火。全市各区、各大商
业企业组织的近 200场主题营销活动，让市
民和广大游客充分领略“上海购物”的魅力。

由于今年“五一”小长假“时长”达4天，

为近年来之最，上海商业因此充分享受到了
假日经济的溢出效应。市商务委抽样调查数
据显示，本市386家零售和餐饮企业今年“五
一”小长假（5月1日—4日，同期对比2018年4

月29日—5月2日）实现销售额46.9亿元，同比
增长15.5%。从地区来看，节日期间，青浦、虹
口、普陀、黄浦、浦东、杨浦、静安、宝山、长
宁、闵行、金山等区样本企业销售额同比增
长两位数以上； 从业态来看， 购物中心、百
货、奥特莱斯等业态都保持较好增长，长风
大悦城、奕欧来奥特莱斯、龙湖天街、一百商
业中心、佛罗伦萨小镇、兴业太古汇、周浦万
达广场、五角场万达广场、合生汇、上海环球
港、大丸百货等同比增长20%以上。

另据银联商务大数据监测，节日期间消
费金额排名前三的商圈为南京西路、南京东
路和陆家嘴，三者均为市级核心商圈。其中，

外来游客消费次数高达 278.3万人次，发生
消费 43.8亿元， 较去年同期分别同比增长
13.5%和 15.7%， 外来游客消费占全市发生
消费比重达 36.5%， 较年初元旦假期提高
6.8个百分点。数据还显示，外来游客消费主
要以“买买买”为主，“吃、住、行、游、购、娱”

六大消费板块中， 购物消费金额占比高达
82%。外来游客消费人次以江苏、浙江两省
最高，分别为 25.3%和 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