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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折扣收缩但范围扩大，房企倾向自有平台触达客户

作者 沈晓玲、羊代红

202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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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折扣收缩但范围扩大，房企倾向自有平台触达客户

又到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跟各大电商平台“双十一”活动前置的氛围一样，今年地产也早

早开始，不论是电商平台还是房企自身，大部分企业在刚步入 11 月便开始进行“双十一”宣传，那

么今年楼市双十一各电商平台和企业表现如何呢？优惠活动及折扣较于以往又有什么变化？

折扣收缩范围扩大，房企偏向通过线上小程序引流获客

今年双十一，碧桂园、保利、中海、华润、龙湖等房企也纷纷进行了双十一的活动促销。从整

体活动举办情况来看，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双十一活动范围扩大，特别是央国企活动增多，但折扣有所收缩。本次举办双十一的活

动的范围整体来说是有多扩大的，尤其是央国企，如中海、招商、远洋、中交此前活动力度不大，

但是国庆以及双十一的活动有所增多；保利发展本次双十一河北区域推出了 1111 套特价房，较以往

保利其他区域最高 500 套的特价房范围更广。其中的活动一般包含专属折扣、特价房、购买优惠券

“以小减大”、买房抽奖、到访送礼、成交送礼、老带新专属折扣或全民营销等几大类，具体折后

来看双十一房企的折扣一般在 9 折左右，部分较低价格的特价房达到 8 折以下，相较于此前 55 折，

普遍 85 折的情况折扣力度有所下降。

其二，时间上来看，时间跨度更长达 20 天，部分企业提前到 10 月下旬开始。大部分房企的双

十一时间则随主流电商平台时间线，一般为 11 月 1 号开始便已经进行线上的预热和引流，于 11 月

11 日-13 日期间进行项目的特价房秒杀或者直播活动，签约成交时间则持续到 11 月 20 日，品牌活

动时间跨度长达 20 天，相较于国庆周的时间更久。此外部分企业提前布置 “双十一”活动，如禹

洲集团、绿地安徽区域、华润上海区域、万科西北区域等，早在 10 月下旬就已经进行双十一活动的

的预热。

其三，积极通过线上售楼处引流，主动获取客户。包括像龙湖、远洋、中交等均依托线上售楼

处小程序举行了集团层面的活动。如龙湖集团举行了龙湖 11.11 好房燃购节，总共覆盖了全国 60

余座城市的 200+个项目，在部分地区有“买房送车位”，以及龙湖精选的“1111 套品质房源限时抢”

等活动。这些活动均以龙湖自有的“龙湖 U 享家”小程序为入口。碧桂园本次双十一在凤凰云小程

序上主要是利用 3 个方面的集赞流量引流活动，包括商家免单，凤凰云商城折扣，以及凤凰云小镇

游戏。

表：品牌房企 2022 年双十一活动时间及折扣情况

企业名称 区域 时间 主要活动内容 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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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园 安徽区域
2022/10/2

7-11/11

安徽区域超燃双十一，特惠够给力。

参与商家合伙人 10 万元消费券等你来拿。推出共 7 套特价房源，

最低 82 折，其他普遍在 9-95 折

约 9折

保利发展 河北区域
2022/11/1

-11/13

”抄底“买房，动真格的

河北保利 6城 15 盘联动，推出 1111 套一口价特批房源

千套特惠

房

万科地产 西北区域
2022/10/2

4-11/11

好房“双 11”，万科惊喜购房节强势来袭

8盘福利放送，1.11 抵 1111 车位券，11.11 抵 11111 购房券等
约 99 折

中海地产
烟威区域

6 城

2022/11/5

-11/13

双 11 无限狂欢购房节

烟威区域 6城所有项目不限房源、不限购每平钜惠 1111 元，最低

87 折；更有老带新、限时抽奖福利

最低折扣

87折

华润置地 上海片区
2022/10/2

2-11/11

开新购房季|预享双十一，聚惠更给力

11 盘联动老业主推荐成交最高获 30000 元/套佣金，10 套限时一

口价房源等

最低 9折

龙湖集团 全国
2022/11/4

-11/20

龙湖 11.11 好房燃购节

全国 200+盘：买房送车位，送物业费、逛天街消费等，好房直播

间 4天 11 场，限时 1111 套特惠抄底房源

/

远洋集团 全国
2022/11/1

1-11/11

置业远洋上推出“远洋宠粉节 plus”，涵盖粉丝特权 plus、专享

惊喜 plus、加粉好礼 plus、置业特惠 plus、铁粉福利 plus 等。
/

中交地产 全国
2022/11/4

-11/20

“U+11.11”五彩购房节

全国 19 城 37 盘联动，全民经纪人、特价房等五重福利
/

金地集团 华中区域
2022/10/3

1-11/11

这个双 11，金地来真的！

5城 30 盘 1元抵扣 1.1 万元、特价房、送车位、佣金礼，折扣力

度约 9折，同时也推出认购礼、直播礼、车位礼等

约 9折

绿城中国 新疆区域
2022/11/1

-11/11

11 套一口价房源；交 1000 元享 2 万优惠；预售礼:交 1000 元享 5

万优惠；更有车位礼、推介礼、家电礼等
约 95 折

数据来源：CRIC 中国房地产决策系统

电商平台活动较以往差异不大，参与主体从集团降到项目

本次双十一，包括天猫好房、贝壳、房天下以及京东房产等电商平台均推出了双十一活动，但

整体的活动覆盖面和活动力度有所差别，天猫好房新房领域截止 11 月 11 日，参与地产品牌 172 家，

近 4 万人在线领用“看房惊喜”券，活动期间，全国流量同比增长 308%，全国用户咨询量同比增长

543%。从活动表现来看，与以往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方面，整体的活动内容和形式较以往差别不大，主要包括各个平台上的优惠券、还有购房补

贴等；如天猫好房依然以客户留资为主，推出“回血双 11”活动，开启了包括在新房、租房、二手

房会场回血补贴秒杀，新房最高有 18888 元，与以往的双十一表现差别不大。

另一方面，开发商对于第三方电商平台的投放热度不如往前，关注度相对较少。品牌房企较少

有集团性的活动加入电商双十一，甚至区域层面的也较少，多数是项目层面进行，同时给到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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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只是一些常见的平台回血、成交礼金等。部分平台的关注度和活动举办力度有所下滑，“双 11”

活动的入口并不明显，如京东房产的入口甚至在京东 APP 上难寻踪迹，需要去搜索框查找关键字才

可以看到相应活动，其公众号也在今年“618”房产活动之后停止更文；贝壳的双十一活动入口仅为

主页面滚动的一个海报接口；房天下本次的双十一活动较去年少了 BOSS 驾到专场，去年天天特价房

跨度也相对今年双十一更长。

表：电商平台 2022 年双十一活动时间及折扣情况

电商平台 活动时间 优惠内容

天猫好房

第一阶段：2022.10.20 起

天猫好房“回血双 11”：10 月 20 日便开启新房、二手房会场回血补

贴秒杀报名，中奖人可获最高 18888 元购物账单报销。新房活动会场，

能够提供看房大礼包（爱奇艺等网站会员等）、双 11惊喜特惠日房款

直减、11111 元成交礼金每周秒杀等权益。新房参加的地产品牌达到

172 个

第二阶段：2022.11.1 起，

惊喜购房节

贝壳 2022.11.4-11.14

安家潮购节：通过 4-13 日报名后，在 11-13 日成交的用户，并于后续

时间完成认证的用户，可抽取成交礼，更有最高 5 万元的新房购房津

贴，VIP 滴滴看房活动；并有天降红包雨活动

京东房产

自营
/

京东好房秒，购房更实在：购买京东房产自营在售新房，可得最高 30000

元置业补贴，并在活动期间 30 日内认购即可参加清空购物车计划；品

牌店铺项目新房最高降 80 万；1 元秒万元成交礼金；到访有礼：8.8

元抢线下看房礼，京东 plus 年卡

房天下

2022.10.24-10.31 预热抢

先购

一年一度双十一狂欢购：24H 慢直播、品牌直播日、海量钜惠房源、品

牌房企活动等。房天下北京官方号 10 小时超长直播，官方好房推荐 20

盘，不定时现金红包雨，更有北京建工品牌 10 盘联播，优惠好礼享不

停，最高优惠 100 万；在长沙 100 套特价房限时秒杀，建发、万科、

长房、中海 、振业、润和、中交、 三一、复地 、中建、五矿等众多

品牌项目加入，提供房天下专属特价房源，双十一直播间秒杀；在上

海，11 小时超长直播、11 大品牌、16盘总计优惠额度超千万，最高楼

盘总价直降 20 万，戴森家电、Iphone14 等豪礼直送尽在 11.11 直播间。

武汉会场则有万科武汉双 11 特别策划，另有每个整点秒杀特价房，12

点慢直播发红包活动。太原会场开启十一房产超级卖场，开启“我有

你没有”项目大 PK，全天直播不停，福利不断。西安举行 11.11 大盘

福利大放送，含 10 余品牌，海量优惠礼品红包大派送。

2022.11.1-11.13 天天狂

欢购

2022.11.11 官方超级

播，疯狂秒杀日

数据来源：CRIC 中国房地产决策系统

综合整体来看，本次双十一活动降价力度并未达到全年最低，大部分小于刚过去的国庆，主要

在于此前活动价格已经一再下探，甚至部分项目还因此引发了项目维权，出于维稳以及保证项目利

润的考量，房企营销折扣不可能更低。与此同时，除了推出活动吸引客流之外，部分房企的重点着

重于找到目标客户，当前部分房企的线上售楼处构建已经较为成熟，房企更愿意通过自己的渠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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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项目的推广，对线下的分销关注度也相对较高，但线上的第三方平台引流更多的是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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