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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房地产咨询顾问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

房地产咨询顾问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房地产咨询顾问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房地产咨询

顾问行业的现状、中国房地产咨询顾问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房地产咨询顾问行业做了重点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房地产咨询顾问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房地产咨询顾

问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房地产咨询顾问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全称为&ldquo;置业顾问&rdquo;或&ldquo;房产经纪人&rdquo;简单一点说是售楼，是以一个

职业人的身份满足客户房产的需要，推荐最适合的而不是最贵的，最终以一种从意向到交房

的一系列的专业服务完成销售，作为置业顾问，除了职业流程的烂熟，还需要对不同客户心

理的把握对突发问题的掌控。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房地产咨询顾问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19年上半年我国房地产投资达61609.3亿元，累计增长10.9%。         指标   2019年6月   2019

年5月   2019年4月   2019年3月   2019年2月       房地产投资累计值(亿元)   61609.3   46074.89  

34217.45   23802.92   12089.84       房地产投资累计增长(%)   10.9   11.2   11.9   11.8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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