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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租公寓迎来重大利好

据权威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租赁
人口约为1.9亿人，房屋租赁市场规模是
1.1万亿元。预计到2025年，中国租赁市
场规模将增长到2.9万亿元；到2030年，国
内租赁人口将达2.7亿人，市场规模将会超
过4.6万亿元。伴随着租房市场的增速发
展，人们对租房品质也有了更高的需求。

有关数据显示，重庆2018年常住人
口3101.79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约10.75
万人，人口净流入约15.88万人。伴随着
重庆经济和旅游等发展明显增速，重庆
租赁市场迎来发展风口，加上近年来重
庆在经济发展、空间优化、外来人才引进
等一系列的举措，未来重庆租赁需求和
市场变化将越来越多元化。

租赁市场的需求，也是一个城市经
济活力的表现之一。对于纳入租赁试点
的重庆来说，财政资金可用于多渠道筹
集租赁房屋房源、搭建住房租赁信息服
务与监督平台、促进专业化租赁企业的
发展、改善出租房的消费环境等。

有关专家认为，发展租赁市场，除了
增加租赁房源供应外，存量房源的整合
也有赖于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包括
众多企业重点布局的长租公寓市场。

在此背景之下，长租公寓从居住链
条的一端走到市场中心。然而，长租公
寓市场主体的增加，意味着行业竞争的
加剧，租客的可选择性更加多变。要做
到在市场突围而出，就必须走出一条差
异化发展路线。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2018年入渝的重庆大城小屋，用短短不
到1年的时间就在重庆长租公寓市场打
出了口碑，并以迅猛之势不断发展。

真诚“收房人”只为更好品质

大城小屋作为不动产管理专业公
司，目前已陆续在成都、重庆、杭州、南
京、天津、合肥、苏州、青岛、大连、太原、
郑州、武汉、长沙等大中城市布局，为追
求品质生活的都市年轻群体打造一个温
暖舒适的家。

拓展全国快速发展的背后，其实是
市场的高度认可。大城小屋集房产管
理、交易服务、后房地产市场服务于一

体，为闲置房屋业主提供一站式托管服
务，同时也为城市租房群体提供高档社
区管理+星级酒店服务+智能与科技便捷
的生活方式。

自2018年大城小屋进入重庆以来，
发展健康快捷，着力构建覆盖重庆主城
长租、短租公寓的平台，已经成功在渝成
立了4个分公司，共有150余名员工，目
前管理房源近1300套。

如此快速的成长和扩张，又是依靠
的什么法宝？

据大城小屋营销部经理唐先林介
绍，大城小屋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源
于对租客的多渠道涵盖和全租期贴
心服务，另一方面源于对房源的精准
把控。

租客方面，利用年轻人爱好网络、时
尚等特点，通过线上线下多元渠道相结
合的方式，广寻租客。线上通过58同城、
美团、微信小程序、官网等线上渠道拓
客；线下通过专业管家团队、中介门面、
物业介绍、学校招聘会、校园活动季等渠
道广撒网。

“近两年重庆发展迅速，吸引了大量
的人流入渝，目前我们缺的并不是租客，
而是好的房子。”唐先林谈到。

市场上房源并不少，为何好房子还
是难寻？原因在于大城小屋从源头上严
格把关，他们只把电梯房、周围生活配套
完善、离轨道站不超过1.5公里的房源作
为主要的收购目标，租期最短租3年，最
长15年。

为了收到最好的房源，为此公司雇
有80多个“收房人”专司其职。

“要收到好的房子并不容易，不仅要
眼光独到，更要细心和耐心兼具。”这是
大城小屋职业“收房人”匡胜兰的肺腑之
言。这个进入大城小屋刚半年的姑娘，
凭她的开朗热情和突出业绩，很快从一
个新职员升到团队经理。

如何能收到好房子，匡胜兰的秘诀
是跟客户做朋友，以真心换真心。有一
次她出差去成都，坐在旁边的乘客因为
手机没电，跟她借充电宝，因此结缘的两
个人一见如故，匡胜兰聊起了自己的收
房人经历，刚好那个乘客就有一套房子
是空置的，两人一拍即合，她也成功收到
一套房。“后来我们两个人一直保持联
系，更是成为了生活上的好友。之前这
个客户还专门到重庆来看我，一起吃火
锅，我也把奉节的脐橙分享给她。”匡胜
兰开心地谈到。

增值服务让房屋托管更靠谱

收房子只是大城小屋业务的一部
分，他们提供的是一个整体链的服务。

“我们采取的是收房—装修—出租—运
营—服务的模式，整合所有环节，房子收
来按照低、中、高不同标准进行装修，装
修好后再由公司专人负责运营、服务。”
唐先林介绍说。

据了解，大城小屋作为长租公寓市场
的翘楚，着力于打造城市青年群体温情
家，产品无论是在户型格局设计还是装修
装饰陈设上，都从年轻群体的生活、居住
习惯出发。值得一提的是，大城小屋将推
出一户一设计的活动，精选最优质房源，
专门联合知名设计师提供私人定制设计
服务，只为给业主最好的装修体验。

“租金也是我们的一大优势。目前
我们的租金与市场上分散的租房租金差
别不大，盈利主要靠提高入住率来平
衡。相对于散租而言，与其说我们提供
的是好的租住环境，不如说提供的是更
好的生活方式。“唐先林说道。

事实上，为房主提供安心的服务，为
租客提供贴心的产品，就是大城小屋正
在做的事情。这种服务不仅仅是在前
端，更是延伸到租房的整个服务周期。

从栖息安居的房子，到陪伴租期的私人
定制式管家服务，大城小屋的服务涉及
生活的方方面面。

拥有一个绿色、安全的租住环境，成
为当下年轻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指
标之一。面对近期长租公寓领域频发的
一系列空气污染、甲醛超标等问题，租客
最为关注的就是入住后的健康问题。为
了让广大租客住得放心，房主托管安心，
大城小屋7月初与民众体检正式建立合
作，只要在大城小屋租住房屋2个月以上
就可到指定体检点进行健康体检，入住
租户可凭借体检票据享受一定的租金优
惠。

后期，大城小屋还会持续关注租客
健康，将推出租客专属的家庭医生、放心
厨房、垃圾分类等服务。其中垃圾分类
服务将于2019年下半年启动，将为租户
提供专业的室内垃圾分类箱，在公众号
为租客提供垃圾分类科普讲解，提供垃
圾代分类、处理，同时智能垃圾分类系统
的开发也被提上了预案。

大城小屋是细腻的，它深深懂得细
节之于生活的意义，从房源托管、房屋装
修、租金支付、出租运营全流程出发，着
眼于每一个细节，让业主更放心、租客更
安心。

方媛 图片由大城小屋提供

发力长租公寓市场 大城小屋打造行业样本

7 月 18 日，
财政部和住建
部分别在官网
对 2019 年中央
财政支持住房
租赁市场发展
试点入围城市
名单进行公示，
重庆等 16 个城
市榜上有名。

据悉，中央
财政将对确定
的示范城市给
予奖补资金支
持，试点示范期
为 3 年 。 本 次
重庆进入中央
财政支持的租
赁房试点城市，
正是有赖于重
庆的经济发展
活力，人口持续
涌入红利，这对
于重庆城市发
展具有积极的
推动意义。

大城小屋智能公寓实景图

大城小屋智能公寓施工现场图

2019年重庆市民营企业100强发布
在重庆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召开一周年

之际，昨日，2019年重庆市民营企业100
强榜单隆重发布。据悉，这是我市首次发
布民营企业100强。

近两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民营
经济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形成了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2+N”政策体系，鼓
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新发展。
去年7月，我市召开民营经济发展大会。
今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做出

了“加快培育一批 100 亿级、500 亿级、
1000亿级民营企业”的重要部署。此次市
工商联、市经信委联合发布重庆市民营企
业100强，就是为了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
决策部署，扩大重庆民营企业知名度和影
响力，推动全社会共同关注、支持民营企业
发展，努力实现重庆民营经济领域“大企业
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良好局面。

据介绍，本次发布的重庆市民营企业
100强，按照区县工商联、商（协）会推荐，

企业自愿网上申报的原则，按营收总额多
少排序而来。调研对象为注册在重庆辖区
内的私营企业、非公有制经济成份控股的
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调研数据的时
间范围是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此次发布的重庆民营企业 100强榜
单，重庆市金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营收总额1238.28亿元列榜首，龙
湖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隆鑫控股有限公司
等名列前茅。据统计，本次评选的100强

民营企业，其营业收入总额达到9790.87
亿 元 ，户 均 97.91 亿 元 ；资 产 总 额 为
17309.85亿元，户均173.10亿元；纳税总
额达到571.79亿元，占全市民营企业纳税
收比重的36.5%；税后净利润为620.99亿
元，户均6.21亿元；销售净利率为6.34%，
净资产收益率为13.39%；人均营业收入为
270.17万元，人均利润为25.15万元，总资
产周转率为 56.56%；100 强入围门槛达
12.45亿元。

除了发布100强民营企业外，涉及农
业、制造、批发零售、餐饮、房地产5个行业
的民营企业10强子榜单也同时发布并对
前10强企业代表授牌。发布会上，民生银
行重庆分行等3家银行与市工商联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对上榜企业总授信意向性额
度达1350亿元。据了解，本次民营企业
100强发布会由市经信委、市工商联联合
主办，北碚区人民政府和中国民生银行重
庆分行共同协办。

2019年重庆民营农业10强

重庆恒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汇达柠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旺峰肉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辣妹子集团有限公司
潼南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大足海天石魂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派森百橙汁有限公司
重庆市盛馨种业有限公司
重庆帮豪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和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重庆民营制造业10强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重庆市博赛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万达薄板有限公司
东方鑫源控股有限公司
重庆润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重庆民营批发零售业10强

重庆猫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华南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砂之船奥莱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永辉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盛世新兴格力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重庆乐语无限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百事达汽车有限公司
重庆市长安跨越车辆营销有限公司
重庆华轻商业有限公司

2019年重庆市民营餐饮业10强

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秦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德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火锅天下宴博物馆有限公司
重庆原卤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杨记味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江由饮食文化有限公司
重庆民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辣天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菜香源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2019年重庆民营房地产业10强

重庆市金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龙湖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重庆中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协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中科控股有限公司
重庆新鸥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飞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国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重庆市民营企业100强
重庆市金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龙湖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重庆猫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重庆中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协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中科控股有限公司
华南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新鸥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博赛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砂之船奥莱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万达薄板有限公司
东方鑫源控股有限公司
永辉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润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盛世新兴格力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重庆乐语无限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惠科金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万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
重庆中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百事达汽车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
重庆市长安跨越车辆营销有限公司
重庆市博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惠科金扬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群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潜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民生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
重庆中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华轻商业有限公司
东方希望重庆水泥有限公司
重庆飞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华硕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市潼金乐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国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中欣维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小康动力有限公司
重庆拓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新大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商新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金佛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钰鑫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斌鑫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恒正宏茂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胜健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秦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
重庆市德源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恒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德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潼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重庆隆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恒芯天际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煊火映欣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市吉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五洲世纪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渝建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珠江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祥瑞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泽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好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

重庆三峡城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哈韦斯特铝业有限公司
瀚华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金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嘉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三峡技术纺织有限公司
重庆汇达柠檬加工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桥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菲斯克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市沃灵玛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大江动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三雄极光照明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厚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学平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商社麒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世纪金马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上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重庆广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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