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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物管公司递交上市申请表

业内：今年房企物业服务公司上市潮将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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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罗莎琳

步入房地产的“下半场”，资本市场对物业管理行业伸出了橄榄枝。 在资本

红利催化下，企业通过上市获取资金，并将融资用于战略性扩张及科技升级，为

自身今后的发展抢占先发优势。 据悉，目前包括建业新生活、兴业物联、烨星集

团、正荣服务等公司已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表，还有华润置地、世茂集团等多

家房企也有物业分拆上市的计划。 2020年，物业服务企业的上市热潮将延续。

现象：多家物业服务

企业申请上市

2020 年初，建业新生活、正荣服务等物

业公司提交了赴港上市申请， 而预计近期

将启动旗下物业公司递表计划的还有世

茂、弘阳、华发、卓越等房企。

据建业新生活赴港上市招股书披露，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其物业管理及增

值服务覆盖河南全省 18 个地级市，且服务

269 项物业中逾 100 万业主及住户，管理各

种物业组合，包括住宅、商场、文化旅游综

合体、商用公寓、办公楼、学校及政府机关

物业。

正荣服务是一家中小型物业公司，截

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在全国 34 个城市拥

有 136 个在管项目， 在管总建筑面积 2100

万平方米， 签约总建面 3440 万平方米，覆

盖长三角、海西、中西部、环渤海地区。 2019

年全年营收 4.56 亿元。 招股书称， 按照

2018 年收益及净利润的增长率计， 正荣服

务在 2019 年物业服务百强企业前 30 名中

排到第四及第七位。

而近年来的“合并王”世茂房地产也有

分拆上市的计划。据报道，今年该集团计划

分拆物业管理业务在港挂牌，拟集资 5 亿~

6 亿美元，目前正与潜在投行商讨。 世房副

主席兼总裁许世坛去年 8 月曾表示， 公司

打算在 2021 年把酒店、 物管业务分拆上

市。他当时提到，酒店及物管业务正高速增

长，上市可扩大估值。根据世房物管子公司

世茂服务的官网， 公司目前已进驻内地逾

50 个城市，管理项目超过 180 个，签约管理

面积约 1.1 亿平方米，涵盖近 240 万名业主

及用户。 据世房 2019 年中期报告，去年上

半年集团的物业管理及其他收入达 16.1 亿

元，按年增长 207%。

去年年底， 正商集团旗下的物业公

司———兴业物联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也在港

交所提交了上市申请，成为内地第 21 家赴

港上市的物业公司。 兴业物联定位为非住

宅物业的中高端物业管理服务供应商，截

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在管物业的建筑面

积约为 210 万平方米。

此外， 在去年的华润置地中期业绩会

上，其董事会主席唐勇透露，会启动

物业上市的安排。 卓越集团近日也

传出消息， 公司计划今年内分拆旗

下卓越物业管理赴港上市，拟集资 3

亿美元，目前正与上市顾问商讨。 卓

越物业管理网站显示， 该公司目前

管理物业项目逾 300 个，项目管理面

积合计超过 3000 万方米， 聘有 1.2

万名员工。

盈利：增值服务利润高于基础物业

中长期维度下， 物业公司利

润率能否维持稳定， 关键在于增

值服务发展情况及自身经营能力

的提升。 由于增值服务的利润率

远高于基础物业服务， 因此增值

服务营收占比高的公司普遍利润

率较高。

根据招股书显示， 正荣服务

的收益由 2017 年的 2.73 亿元增

至 2018 年的 4.56 亿元，增幅高达

67.2%； 而 2019 年上半年的收益

为 5.20 亿元， 较 2018 年同期的

3.2 亿元，增长 61.2%。 也就是说，

近两个会计期的同比涨幅均超过

了 60%， 这种速度已远远超过正

荣如今地产主业的增速。 2018 年

正荣服务的净利润为 3950 万元，

同比增长 94.7%； 而 2019 年前 9

个月的净利润为 7430 万元，同比

大增 160.7%。相应地，2019 年前 9

个月正荣服务的毛利率和纯利率

也大幅攀升， 分别达到 33.4%和

14.4%，同比分别上升了 6.9 和 5.7

个百分点。

2016 年~2018 年间， 建业新

生活分别取得营业收入 3.49 亿

元、4.61 亿元、6.94 亿元， 年复合

增长率达 41.02%；2019 年上半年

为 6.8 亿元， 同比增长 143% 。

2016 ~2018 年分别实现净利润

0.11 亿元、0.23 万元、0.19 万元，年

复合增长率为 33.09%；2019 年上

半年净利润为 1.08 亿元， 同比增

长 440%。 毛利率方面，2016~2018

年 及 2019 年 上 半 年 分 别 为

17.4%、22.9%、23.2%及 35.6%。

不过， 易居研究院严跃进提

醒， 目前物业服务仍然普遍面临

人力成本过高的问题， 仍需解决

自身盈利困境。 作为物管公司，在

管理上也需要加入更多科技创新

的元素。

规模：未来十年物业服务超 2 万亿元

随着楼市存量房时代的到

来， 物业服务的业务面将逐渐增

大。 据克而瑞物管测算， 相对于

2018 年，到 2030 年房地产开发为

物业管理规模带来的约 120 亿平

方米的增量； 城镇存量物业覆盖

率的提升能带来近 24 亿平方米

的增量；除房地产开发外，公建、

学校等其他物业的增量及覆盖率

的提升，也能带来约 20 亿平方米

的市场规模；而企业在城市服务、

乡镇治理等物业领域积极探索，

有望增加超过 50 亿平方米的规

模空间。

易居中国创始人之一丁祖昱

预计，2030 年我国物业管理行业

管理规模或将接近 500 亿平方

米。 按照 2018 年度 500 强物业服

务企业平均物业费 3.08 元/平方

米·月，并考虑一定的物业费价格

上升，2030 年基础物业服务市场

规模将超过 2 万亿元。

不过他认为，从长远来看，目

前物业管理行业的增值服务的贡

献才刚起步，未来十年，基础物管

可能会翻番， 增值可能也会上到

万亿新台阶， 各点都有巨大的市

场和空间。 而不动产未来十年已

然来临， 从 2010 年约 130 亿

平方米到 2019 年 300 亿平方

米， 未来将是 500 亿平方米，

基础物业费收入有 2 万亿元

空间。 此外，在广阔的不动产

时代物业服务有非常多的掘

金点，从基础物业管理服务到

增值物业管理服务，市场规模

会冲到 3 万亿元。

趋势：物业行业优胜

劣汰现象将频发

业内人士认为， 尽管物业服务

的空间很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物业管理行业仍处于分散阶段，

公司众多。 小规模的物管公司主要

通过价格优势获取项目， 因此盈利

水平低， 非标准化的管理也使得业

务拓展能力较差。 而大型物业公司

通过标准化的管理、 优质的服务质

量和品牌效应，加快扩大业务规模，

盈利能力稳中有升。 加上近年来物

业公司登陆资本市场， 管理面积已

经成为一项重要指标。 在资本的推

动下, 大型物业公司纷纷加快对管

理面积的拓展，收并购案例井喷，行

业集中度不断上升，出现强者恒强、

行业分化的趋势。

据克而瑞预计， 未来十年仍然

是物业服务企业资本化速度飞快的

时期，现在上市的物业企业才 20 家

左右， 未来很快会达到 100 家甚至

以上。大物业企业或小物业企业，运

行能力好或一般的物业企业都会开

始分化， 未来发展一定会出现良莠

不齐的状况。

丁祖昱认为， 企业在规模上的

分化现象将加剧。 随着行业高速发

展， 市场集中度将快速提升。 2019

年百强物业服务市场集中度虽然仅

为三成左右，但百强企业在资金、品

牌、 管理能力和服务质量等方面具

备竞争优势， 预计未来十年百强物

业企业市场集中度将快速升至

60%， 物业管理行业整合的趋势将

凸显，优胜劣汰的现象会较常见，成

为未来行业分化的重要特征。另外，

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也将分化。

以不同背景来梳理上市物业企业在

资本市场的表现， 关联开发企业且

操盘面积位列 50 强的物业企业年

内股价涨幅较高， 而母公司开发能

力不强或独立第三方物业企业的股

价多数出现下跌。

地产专家邓浩志也表示， 资本

市场对上市物业企业的态度更加理

性。 物业企业的管理面积成为企业

发展潜力最直接的支撑， 这就导致

开发业务好、 土储面积大的开发企

业旗下的物业公司更容易获得资本

市场的青睐。 而对于第三方物业公

司而言， 更需要强大的市场化拓展

能力及收并购力度， 从而保证管理

面积的持续扩张。

丁祖昱还预测，2020 年， 上市

物业企业中， 市盈率也会发生比较

大的变化，具备规模优势、经营能力

强的物业公司仍然会比今年房地产

企业的市盈率高 5~6 倍， 而一般的

物业企业将慢慢趋向于目前房地产

企业的市盈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