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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邦地产营销

荆州市嘉邦房地产营销代理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我们是——专业地产营销策划团队 
Professional Team

嘉邦地产成立于2005年，公司主要经营房地产业的投资及投资项目的管理、房地产项目咨询顾

问、广告策划、营销策划、销售代理等业务。一贯秉承“沟通、诚信、创意、默契、专业”的合

作理念，凭借敏锐的市场观察能力和丰富的操作经验，以专业的营销策划和强大的市场需求为依

托，针对不同的地产项目量身定做“市调分析、规划定位、营销策划、销售管理”等“一站式”

服务方案。



营销方面，嘉邦地产拥有一支狼性团队，追求“快、

准、狠”。

快——营销周期快、介入市场快、比竞争对手更快；

准——市场定位准确、客户分析准确、营销策略准确；

狠——比竞争对手在出招、策略、方式、方法上狠。

狼性团队
所向披靡

WOLF TEAM  INVINCIBLE



久经沙场，百炼成钢。嘉邦独创集案场、行

销、第三方合作、策划营销于大成的“四维一

体”营销模式，将其无缝连接、整合为一，发

挥整体力量优势，把产品特色和亮点无限放大，

快、准、狠地抓住目标客户群促成去化。

嘉邦反对被动式的推广，要把广告主动强迫

地推入消费者怀抱，行销、电话营销、会务营

销、主动一对一介绍，或是制造热点话题进行

营销宣传都是我们非常擅长并行之有效的推广

方式。

通过“四维一体”营销模式的宏观把控和狼

性军团的高效执行，嘉邦地产机构在圆满完成

一个又一个项目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刷新着业

界奇迹。

四维一体  屡创奇迹
FAMILY IS THE FOUNDATION



精英团队
接轨国际

房地产不是冷冰冰的钢筋水泥建筑，而是承载人类

梦想与追求的载体。房地产销售也不是简单的货、币交

易，而是一种彼此之间建立信任与认可的过程。

嘉邦人足够专业，更懂自信与谦和，以热忱的服务、

诚实的操守和优雅的微笑，搭建起信任与认可的桥梁。BEAUTY OF CONFIDENCE



家是根基
爱是动力

嘉邦地产机构是不靠血缘关系也能团

结如一的大家庭，嘉邦人是没有血缘关系

照样友爱亲密的家人。

在嘉邦，没有领导，只有家长。

在嘉邦，没有下属，只有家人。

在嘉邦，没有同事，只有伙伴。

在嘉邦，没有批评，只有教诲。

在嘉邦，没有争执，只有交流。

在嘉邦，没有指示，只有指导。

在嘉邦，没有纪律，只有情理。

在嘉邦，工作内容有分别，关心友爱

没差别。

HOME IS THE FOUNDATION OF LOVE



嘉邦地产项目渠道资源概述



嘉邦地产资源一：嘉邦数据库

嘉邦数据库

1、深耕荆州及江汉平原10余年，市场多盘
在售项目全程代理
2、线下渠道团队拓客资源
3、线下自由经纪人平台

1、嘉邦不动产平台
2、腾讯房产频道后台
3、微信后台

1、长期扎根大荆州区域，合作企业联动

1、长期扎根大荆州区域，大客户长期的
合作活动基础

数据分类 建设基础 更新周期

客户资源库

线上信息库

企业资料库

银行，保险企业
客户资源库

每周

每周

每半年

每半年



嘉邦数据库对接模式

长期合作单位：环星广告
、金凤广告、有容广告等

20人电销部门

会销、行销、大客户部

嘉邦数据库信息

30单位来访/天
有效电转访客户基础保障

1、保障项目各类SP活动展开
2、案场到访基础来访有效保障

长期合作场地：金凤皇冠、晶崴酒店、嘉华
酒店、温德姆酒店、电视台直播间、奥体中
心等

专业活动场地对接 专业活动公司对接

嘉邦信息库经过长期的建设积累，目前在公司代理项目上得到充分的利用，有效的

转换机制和对接模式，能为项目带来充足的人气保障、客源保障。



嘉邦渠道资源：嘉邦不动产二手房机构

117家二手房门店，同步二三级市场联动销售

1500余地产销售人员房源共享销售

房源分割，制造销售热度

房源竞争销售，加快销售速度



各类产业园，企事业单位，
专业市场等渠道上门陌拜

人口密集处、各小区、商
业区派单

商业中心，竞品楼盘
派单拦截

嘉邦地产代理销售各
项目老客户及老带新

嘉邦地产渠道营销



【固定咨询点】

市区临时售楼部，建议选在沙隆达广场、万达广场、荆中路片区

【派单点】

可设置流动派单点及固定巡展点

嘉邦地产行销点部署

北京路商圈

万达商圈

聚珍园商圈

蓝特蓝星

两湖



设立大客户开盘组，其目的是辅助项目前期完成蓄客工作，专攻的各企事业单位，做团购客

户的上门陌拜、企业宣讲会等形式的拓展。

项目负责人

策划助理2人 策划主任2人 置业顾问6人

项目经理

拓展节点

组建完成，成员确定 确定拜访单位名单 首轮拜访介绍项目 通过活动邀约维护关系 完成二次邀约

项目宣传单页 活动邀请函 开盘特享优惠政策

嘉邦大客户拓展组



◆目的：一方面配合线上的品牌宣传，全城式的

快速树立项目形；另一方面快速吸引客户，最有

效的锁定客户。

◆地点：依托嘉邦地产资源，对政府机关、企事

业单位，专业市场、商业门脸进行派发。

线下活动：花车巡街

◆形式：租用三辆花车在城区进行巡展，沿

主要街道和人流密集点巡回流动。

嘉邦地产线下：派单



活动主题：项目产品推介会

地       点：  XX酒店（五星级）

活动目的：通过产品说明会，推介项目，展

现项目品质，吸引受众。

活动形式：活动当天在XX酒店进行项目推介

，邀请政府官员、新闻媒体、部分意向客户

参加活动。活动中销售经理对产品进行推介

，推介会后进行冷餐。

集中活动：产品说明会



活动形式：1、企事业单位宣讲会

                 2、政府机构一对一咨询

                 3、银行大客户高端理财年会

地       点：各企事业单位  

活动目的：深挖客户资源，促进筹量积累。

单位选择：XX等。

圈层活动1



1.加油站、加气站礼品派发及出租车深度合作

2.休闲娱乐场所放置展架、扑克及DM单页

地    点：

北京路及江津路点加油站，高端娱乐休闲场所  

活动目的：

有效拓展私家车主客群，促进成交；有效拓展商务
人士客群，促进成交。

活动形式：

1.选择位于市区的加油站，及汽车保养店、 由兼职
对车辆登记信息并派发礼品，登记姓名。

2.选择市区档次较高的餐厅、休闲会所、咖啡厅等场
所放置宣传物料。

3.充分利用项目毗邻加气站的优势，与出租车司机深
度合作，扩大宣传影响范围。

圈层活动2



嘉邦地产深耕武汉、荆州及其周边市场， 

成立至今，嘉邦地产服务的客户包括——

湖北日报社、南国置业、江西广银集团、天下置业集团、万树集团、上海杨河集团、武汉中润房地

产、大吉地产、湖北太福堂置业、业成地产、融泽盛达地产、四季友地产及名流置业等

公司同时服务多个地产项目。拥有丰富的客户、媒体、活动、制作等资源，效率效果双保险



楚天家园

东都怡景

凡尔赛一号

尚风尚水望江国际

岑河未来城

荆州新天地

九龙湾

长久天地 金色华庭

玉兰花园

荆江家缘江畔天城

碧绿苑

鸣凤园

怡景花园

云中阁

南国城市广场

未来馨居

华城华庭

福城

奥林花园

中央半岛

跃进家
园

雅泰金锐

我们的目标—“立足荆州、服务湖北”
Our target— Bases Beijing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香思国际（3万方） 潜江市

四季美农贸城潜江大市场（7万方） 潜江市

潜南星城（15万方） 潜江市

红树湾（10万方） 仙桃市

江汉国际公馆（3万方） 潜江市

一品国际花园（100万方） 南阳市

生态·白鹤湾（10万方） 潜江市

名流·世界城（26万方） 监利县

四季花城（8万方） 潜江市

金上海·国际广场（17万方） 孝感市

潜江·天下城（30万方） 潜江市

楚天都市·黄家湖项目（45万方） 武汉市

中心城（12万方） 潜江市

澳林新都（18万方） 汉川市

光华1958（11万方） 潜江市

备注：篇幅有限，未能全部列出。

江汉平原及其它区域项目



南国城市广场
 NCC • International City

        由湖北省上市的商业地产公司——南国置业打造，作为专业的商业地产公司，南国置业选

择与我司合作，是对我们公司实力与品牌的认可。我司亦不负所望，开盘即取得80%的销售成

绩。

        南国大家装A、B、C、D馆总铺量为2000余个，现已全部招商完毕且正式营业。投资额从

十几万至几十万不等，投资门槛低，轻松小铺子，安心做房东，安享南国商业20年无忧回报。



凡尔赛一号

　　 纯正法式风情，浪漫生活宅邸。项目由荆州锦祥地产开发。锦祥公司在深圳，武汉等地均有开发项

目，经验丰富，管理完善，资金雄厚。

       项目总占地面积3.5万平米，总建筑面积8万平米，项目由6栋30层高层建筑和一个2层集中卖场构成，

分2期开发，一期为1#、2#、3#楼，二期为5#、6#、7#楼和集中卖场。

        2013年项目入市，遇荆州市场整体下行，在前期营销准备过程中采取了多种吸客手段，保证了客户

对项目的关注度，开盘取得65%的销售成绩。



望江国际
  Hai Fu Bund



佳和•望江国际

             一个融中心皇家园林5000㎡大型主题水景、精尚臻品户型、健康舒适空间、生态环保社区于

一体的品质人居典范，闪耀城东。项目总建筑面积20万方，共有12栋高层住宅和1栋8层酒店组成，

目前已经开发的1—6号楼700余套住宅已售罄交房。

          距离长江约882米。周边有荆州市东方艺术幼儿园、沙隆达幼儿园、燎原大市场等公共服务设施。    

周边有绿地金沙湾、菁菁家园、旭东安居小区等。距离荆州三医仅1.4公里，奥体中心2.5公里，地块交

通方便，设施齐全。



     

      开发商：荆州福隆房地产

                荆州中心城区项目，是荆州福隆地产公司的又一力作。项目位于荆沙路与武德路交汇处，总

建筑面积10万平米。规划以高层塔楼和舒适小高层为主，整体以高档形象出现。作为界牌区域的

宜居类中高端住宅标杆产品，该项目出则繁华，入则宁静，充分实现都市文明与生态园林的完美

融合。

福隆•九龙湾
Jiu longwanGarden



         开发商：荆州亿和置业

                亿和未来城是由荆州知名企业——万树集团开发。项目位于荆州开发区岑河镇中心区，距离荆

州新机场及荆州火车东站仅20分钟车程。占地403亩，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项目是集购物中心、

花园洋房、小高层组合而成的区域中高档住宅产品。

               项目包括8000平方米的风情商业街，购物更方便。同时引进了诸多品牌主力店，是岑河首个集

购物、特色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大规模商业中心。小区建有住宅790套，已有超过3000人居住，

是岑河最大的生态型小区。

  亿和未来城
    Weilai  Garden



    观盛世天下，揽巅峰繁华。

观澜国际，城市中心王座，短短三个月筹备期创荆州多项楼盘记录——100%日光

盘、单价最高的毛坯房、

  福渝·观澜国际
     Park Garden



一品国际花园：100万方城市综合体

南阳一品国际花园项目，项目100万方的宏伟气势，开发商广银集团携手希尔顿公司，站在

城市运营者的高度，百亿打造东北新区，其高度和气势是竞争项目无可比拟的。通过建立区

域领袖的市场形象，超越竞争的价值体系，为市场树立标准，脱离单纯的产品竞争和价格

竞争。



820套房源，一年售罄，创造潜江快销奇迹

项目位于潜江主城区，总建筑面积约10万方，由武汉中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开发。嘉邦地产通过企业团购拜访、到广东异地拓客等非常规手段，以低

成本的方式，在一年的时间内，将该项目售罄，在潜江楼市低迷阶段，开创

了楼市热销奇迹。

生态·白鹤湾



项目位于潜江市五七大道以南，东靠广华二路，西临共建路。整个项目占地3.5万方，总建

筑面积10万方，容积率2.8，密度22%，绿化率32%，由10栋具有现代都市气息的高层围合

而成。光华1958将以人性化的开发理念，树立广华人居新标准，立志打造更适合居住，更

具有投资价值潜力的标杆社区。

光华1958项目/精神传承 私享都市名邸



中心城的地理位置即是原中心集贸市场，位于园林北路与横堤路交汇处，是潜江市中心商

业腹地。总占地面积 12158.8平米，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分别由2栋29层高层城市

公寓住宅区和3万平方米休闲商业体两部分组成。现由湖北融泽盛达置业有限公司为潜江

市倾力打造的首个城市商业综合体，兼具住宅、酒店式公寓、风情内场商业街、商业卖场

等四种建筑形态，是潜江市全新的集文化性、商业性、休闲性为一体的商业地标项目       

潜江·中心城项目/市中心老步行街/12万㎡城市商业综合体



       江汉大市场升级改造项目，是潜江市重点建设项目,总体规模达到7万方左右，
将打造成潜江最大的复合型综合体项目，目前开发的一期四季友农贸大市场是潜江
市规模最大的农产品交易中心，也是潜江市唯一的国家级农产品交易平台，规划经
营面积约6万平米，承载着潜江市及周边的水产、蔬菜、水果、粮油、干货、调料
、副食的批发交易，年交易额可达20亿元。
    市场内设农产品交易中心、农产品信息中心、农产品检测检疫中心、农产品交易
结算中心，将缔造潜江航母级的农产品批发交易平台。

四季友农产品批发市场/潜江唯一的国家级农产品交易平台



名流·世界城、26万方恢弘体量，续写城市发展新传奇，旨在以世界的标准塑造区域标杆

，项目涵盖世界风情商业街、生鲜交易大市场、高端住宅、精品酒店多种物业类型，建成

后将会成为当地体量最大、业态最全、档次最高的高尚城市复合体，一举奠定在监北的影

响力，成为当地人居典范及城市地标！

名流·世界城营销中心

名流·世界城/26万方监北高端城市综合体



金上海·国际广场：17万方一站式商业综合体
15天=1场明星演唱会+187个认筹

嘉邦地产团队结合成龙影院签约入驻金上海的契机，结合孝感市场，整合相关资源，提出了通过明星演唱会结合

意向商家考察、认筹开启的大活动策略。但要半个月内组织如此大型的活动、还要邀请到二十几名商家助阵……

项目组也知道时间紧，该方案执行难度大，但年底要面临500套商铺的出货量，时间紧，造势势在必行，统一思

想后，销售、策划及招商团队纷纷展开行动。销售总监亲自带队，展开团队培训、广告设计、媒体更换、活动方

案等工作，项目组加班加点，方案及各执行细节反复修改，在紧急的任务面前，高效的执行力再次起到重要的作

用，——项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荆州公司：荆州市嘉邦房地产营销代理有限公司      潜江公司：潜江市嘉邦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荆州市园林路人防大厦1001                    公司地址：潜江市泰丰路

我们愿意做一面行业的旗帜，以专业化、策略化、人性化的服务占领市场。推动

地产营销事业是我们的职责，也是事业。

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支持也同样重要。

嘉邦地产－－整合的力量
Empowered by Profe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