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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格力开始努力做“网红”
互联网时代，打造“红人”成了业内潮流，现在，格力电器也走上了这条路。11月29日，微博上出现多条热搜词
条：“格力电器申请明珠羽童商标”“董明珠22岁秘书曾是MCN签约红人”“孟羽童否认曾是MCN签约红人”。因在综
艺节目中脱颖而出，又成为格力电器董事长秘书，孟羽童自然而然地成了“红人”，并引发了很多舆论。这背后，是格
力电器在空调市场低迷、公司业绩下滑的情况下，施行渠道改革的选择。

格力电器近四年三季度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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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收（亿元）

新人抢眼
11月29日，天眼查App显示，珠海格力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注册多个“明珠羽童”
“孟羽童”“羽童”商标，国际分类含广告销售、
科学仪器、方便食品等，当前商标状态均为申
请中。
当天还有消息称，孟羽童曾是MCN签约
红人。对此，孟羽童在其微博发文，否认自己
曾是MCN签约红人。她表示，“在大学期间确
实加入过无忧传媒的公会，但是期间从未参
与过机构任何的孵化、运营和变现行为，在上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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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职场的我们》节目之前甚至没有发过任
何抖音，更不是所谓的MCN签约红人，真的
就是纯素人女大学生的身份上的节目，目前
早已退出无忧传媒公会”。
说起孟羽童，最近可谓是微博上的红人，
因为年仅22岁的她担任了格力电器董事长
董明珠的秘书，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她是通
过一档综艺节目《初入职场的我们》被董明珠
选中的。
孟羽童刚刚大学毕业，在校期间学习成
绩非常优秀。据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的公号文
章，孟羽童大学期间的专业是西班牙语，还辅
修竺可桢学院创新与创业管理强化班，在浙

江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了校学生会的文艺部部
长团、求是潮视频团队和文琴舞团，还活跃在
校内外的主持舞台上。
董明珠对孟羽童非常器重，她曾公开表
示，希望把孟羽童“培养成第二个董明珠”，与
此同时，一个名为“明珠羽童精选”的账号在
抖音上悄然注册，该账号的头像为董明珠与
孟羽童的合照，账号认证为“格力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在这个账号下面，目前共有5个已发布的
小视频，除了第一个是孟羽童的自我介绍
外，其他四个都是孟羽童对格力电器小家电
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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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价皆降 北京租房市场更冷了
天气转冷，北京租赁市场也正式“入冬”，市场淡季
叠加部分区域疫情反弹因素，11月北京租赁市场呈现
加速降温趋势。11月29日，贝壳研究院发布数据显示，
11月北京市租赁成交量环比减少超过10%，各城区租
赁市场均保持降温趋势。从租金水平来看，11月北京市
平均月租金水平为84.9元/平方米，租金水平环比微跌
0.8%，同比稳中微涨，相比于2019年同期微涨3.3%，租
金水平自8月开始连续四个月保持下跌趋势。

租金水平连续4个月下滑
根据贝壳研究院数据，2021年11月北
京市租赁市场成交量环比减少10.7%，相比
于2019年、2020年同期，由于叠加了短暂的
小范围区域的疫情反弹，租赁市场呈现加速
降温。从租金水平来看，2021年11月北京市
平均月租金为84.9元/ 平方米，租金水平环
比微跌0.8%，同比稳中微涨，相比于2019年
同期微涨3.3%。
今年下半年，随着毕业生的租赁需求集
中释放，北京市租赁市场在7月达到年内市
场热度高峰，8、9月租赁市场持续降温，10月
曾呈现小幅回温，11月则延续此前的降温趋
势，租金水平自8月开始连续4个月保持下跌
趋势。
丰台西红门地区某中介销售人员告诉
北京商报记者，虽未有明确划分，但租赁市
场存在明显的淡旺季。春节后的2-3月返工
潮、暑假期间的6-8月毕业季，都是传统的
租赁市场旺季。受疫情影响，北京流入人口
明显下降，传统旺季的表现也发生偏移，而
淡季则更加“惨淡”。
“目前北京整体上是‘差’的，不过也存
在区域差异，毕竟租金水平的高低，受供需
因素的影响。西红门最近几个月，附近有几
个公寓楼都在拆迁，房源少了，价格反而比
之前旺季还要高一些。”上述中介人员表示。
为保障租赁市场供需均衡，近期北京市
发改委、住建委联合发布《关于报送2022年
房地产投资计划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中明确提出，要重点扩大了公租房、
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增量建设供应，旨在提升
租客的租住品质。其中，集体土地租赁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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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是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重要供给方式
之一。据悉，北京市当前已经开工建设数十
个集体土地租赁住房，即将陆续入市。
除此之外，北京还积极盘活存量资源。
11月23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公
布，顺义首批商业办公用房改建宿舍型租赁
住房项目获批，原则同意天竺万科中心D
座、万科28街区2#楼商业办公项目改建宿舍
型租赁住房项目。上述商业办公用房改建宿
舍型租赁住房项目，预计将提供宿舍874间。

六成商圈租金环比下跌
市场热度方面，北京各城区市场热度均
保持降温，除丰台、通州和大兴区外，其余7
个城区租金均环比下跌。从成交量来看，根
据贝壳研究院数据，11月北京市10个城区成
交量均环比减少，其中海淀、东城、通州、昌
平及顺义区环比减少超过10%。
从租金水平来看，11月丰台、通州和大
兴区租金环比基本持平或微涨外，其余7个
城区租金均保持环比下跌趋势，跌幅不超过
4%；有赖于有效的疫情防控，各城区租金同
比均保持稳中微涨，相比于2019年同期水
平，10个城区的租金水平均保持微涨。
今年北京租赁市场热度TOP30商圈中
八成商圈11月市场环比降温，鲁谷、苹果园、
朝青、旧宫、东坝、广安门成交量环比增加，
六成商圈11月租金环比下跌。根据贝壳研究
院数据，今年以来市场热度TOP30的商圈
中，11月回龙观、望京、鲁谷租赁市场热度领
先，鲁谷、苹果园、朝青、旧宫、东坝、广安门
成交量环比增加，其余24个商圈均环比减
少，其中降幅超过30%的为长阳、武夷花园。
从租金水平来看，11月TOP30商圈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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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带货，北京商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格力电器
相关负责人，对方表示，直播带货一方面要看
公司后续规划，另一方面尊重孟羽童本人的
意愿。
不过，格力电器在天猫、抖音等平台上都
有直播间，由工作人员直播带货。
事实上，格力电器这两年一直在进行渠
道改革，因为空调市场已经显出疲态，该公司
的业绩也不太乐观。
奥维云网（AVC）推总数据显示，2021年
三季度国内空调零售市场销量为1139万台，
同比下降10.1%；销售额为374亿元，同比降低
4.3%。而这种下行走势，已经成为空调行业的
常规状态。而格力电器2021年三季度实现营
收470.83亿元，同比下滑16.5%；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1.88亿元，同比下滑
15.66%。
在渠道改革方面，2021年，据悉，格力电
器开启了双线融合的“新零售”营销模式。格
力电器过去极为依赖传统经销商渠道，并有
北京商报记者观察到，“ 明珠羽童精选”
绑定了名为“GREE格力小家电旗舰店”的店 着庞大的经销商体系，每年的销售旺季三季
铺，共发布了包括空气净化器、电饭煲在内的 度会集中开始提货，但疫情开始后，格力电器
49件商品，截至发稿，已经有9.8万粉丝。在这 开始做渠道改革，经销商提货基本是卖多少
个店铺里，销量最高的为一款超声波加湿器， 提多少，今年三季度是新的模式。
另外，2020年，董明珠代表格力电器进行
已售531件，杀菌小方管、空气净化器、榨汁杯
等产品也有一些销量，但都不太高，大多数产 直播带货共计13场，走过赣州、洛阳、桂林、德
州、临沂、澳门、南京等地，其中8场全国巡回
品还没有销量。
直播，直播总销售额达到476亿元。但今年，格
力电器并未进行大规模的现场直播带货，格
渠道变革
力电器相关负责人回应北京商报记者称，今
年没直播主要是出于对疫情的考虑。
目前，孟羽童还未正式直播带货过，至于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以后会不会也像其他带货主播一样为格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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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月租金最高为酒仙桥（121.2元/ 平方米）、
最低为长阳（45.1元/ 平方米），套均月租金
最高为双井（10660.9元/ 套）、最低为顺义城
（3656.5元/ 套）；TOP30商圈中北七家、北
苑、酒仙桥、旧宫、马家堡、青塔、双桥、顺义
城、武夷花园、玉泉营、枣园、常营等12个商
圈环比微涨或基本持平，其余18个商圈租金
水平均环比下跌，从同比来看，除了科技园
区外，其余商圈均保持同比微涨。

成交周期延长
整体来看，11月北京房客源成交周期环
比延长，不过房源出租难度低于疫情前同期
水平。
根据贝壳研究院数据，11月北京房源成
交周期为32天，环比延长1.8天，同比缩短
13.4天，比2019年同期缩短7天。客源成交周
期为12.8天，环比延长0.1天，同比延长1.6
天，比2019年同期延长0.5天。
贝壳研究院高级分析师黄卉表示，房客
源成交周期自9月开始，连续3个月保持延长
趋势，传统市场淡季，叠加短暂的疫情反弹，
使得业主房屋出租难度提升，但对比2019年
同期，房源更容易出租。客源成交周期高于
疫情前水平，主要是经历过疫情后，租客租
赁时考虑的因素增加，如小区位置、物业等，
决策周期延长。
黄卉预计，12月北京租赁市场保持降
温，租金水平或保持下跌。现阶段租赁市场
处于传统淡季，高校毕业生租赁需求在6-8
月集中释放，租赁市场租赁需求减弱，9月开
始进入传统租赁市场淡季，预计12月租赁市
场活跃度或保持下降，租金水平或继续保持
稳中回落趋势。 北京商报记者 王寅浩

房地产市场的“金九银十”，恰是租赁市
场的“铜九铁十”，告别暑期的热度高峰，全国
租赁市场呈现加速降温趋势。11月29日，贝
壳研究院发布数据显示，根据贝壳研究院
数据，11全国重点40城租赁市场成交量环
比减少17.9%，从租金水平来看，全国重点
40城租金水平为39.4元/ 平方米，租金指数
环比下跌1.3%，同比稳中微涨，比2019年同
期仍下跌4%。
贝壳研究院高级分析师黄卉表示，今年
租赁市场在7、8月达到年内市场热度高峰，
随着毕业生租赁需求基本释放，9月租赁市
场进入淡季，10、11月保持降温趋势，由于
短暂的疫情反弹11月有所加速。事实上，10
月中下旬开始，部分区域陆续呈现出疫情短
期反弹，在租赁市场淡季，部分城市的租赁
市场加速降温，不过有赖于有效的疫情防
控，此轮疫情对租赁市场的影响限定在一定
范围内。
分城市来看，全国各能级城市均环比
降温，新一线及其他二线城市热度环比三
连降，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相比于疫情前同
期呈现微涨。
根据贝壳研究院数据，11月一线、新一
线及其他二线城市租赁成交量均环比减少，
降幅均超过10%，不过高能级城市降温较
缓。新一线及其他二线城市9、10、11月连续
保持降温趋势，一线城市曾在10月有小幅回
温，主要是由于市场淡季租金下降，上海、北
京租金敏感性租客租赁需求强化，成交量环
比增加。
从租金水平来看，11月贝壳平台一线城
市月租金水平为75.4元/ 平方米，租金水平
环比下跌1.2%，同比微涨，比2019年同期微
涨1.4%；新一线城市月租金水平为30.5元/
平方米，租金水平环比基本持平，同比微涨，
比2019年同期微涨2.6%；其他二线城市月
租金水平为24.6元/ 平米，同比微涨，仍低于
2019年同期水平。
“去年由于疫情冲击，租金水平低温运
行，今年有赖于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各能
级城市租金均呈现同比微涨，其他二线城市
租金仍低于疫情前水平。”黄卉称。
不同于前两年，今年11月全国各城市
租赁市场均呈现降温趋势，哈尔滨、郑
州、大连以及兰州市环比降温幅度最大，

超过30%。全国重点40城租赁市场均处于
传统淡季，10月中下旬开始，小范围区域疫
情出现短暂反弹，加速了区域的租赁市场
降温。
11月超六成城市租金水平环比下跌，
14个城市连续3个月及以上环比下跌，六成
城市租金低于疫情前同期，9个城市11月月
平均租金为近三年同期最低。根据贝壳研
究院数据，11月全国重点40城中东莞、杭
州、南昌、厦门、武汉和沈阳市等15个城市
租金水平环比微涨或基本持平。
在地产分析师严跃进看来，租赁市场的
不景气，也受房地产市场大环境的影响，北
京等一线城市属于高点回落，而二三线城市
则是重心的转移。信贷政策加码，让二手房
市场急速入冬，一大部分城市的二手房处于
“难卖又难租”的困境。
整体来看，11月全国房源成交周期走
高，客源成交周期基本持平，但两者均高于
疫情前同期水平。
根据贝壳研究院数据，11月全国重点
40城房源成交周期为49.2天，环比延长3.7
天，同比缩短3.4天，比2019年同期延长7.1
天；客源成交周期为10.3天，环比、同比均基
本持平，比2019年同期延长2.3天。
黄卉称，由于租赁市场继续变冷，房源
成交周期11月保持延长趋势，房屋出租难度
提升。客源成交周期维持在较高位，8-11月
变化较小，变化幅度在0.5天以内，经历过疫
情后，租客在租房的决策时间延长，以降低
租赁过程中的风险。
贝壳研究院方面预计，今年12月全国
租赁市场热度将继续保持低温，在疫情不
反弹的情况下11月受疫情抑制的部分区域
的租赁需求释放，局部区域或会呈现回温
趋势。
报告称，今年10月中下旬开始，部分区
域出现疫情反弹，11月全国重点40城租赁
市场加速降温，各能级城市均保持降温趋
势。由于目前仍处于租赁市场淡季，在春季
前租赁需求较弱，12月租赁市场仍将保持低
温趋势。此外在疫情不出现反弹的情况下，
预计11月部分区域受疫情抑制的租赁需求
会在12月释放，部分小范围区域或会出现租
赁市场小幅回温的趋势。
北京商报记者 王寅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