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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物协函[2018]40 号

关于开展《2018 中国物业管理行业年鉴》
编撰和征订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系统、客观地展示我国物业管理行业发展新状况、

新业态、新进展和新趋势，提升物业服务企业品牌知名度和影响

力，提高社会各界对物业管理行业价值的认知，中国物业管理协

会计划在《2018 年全国物业管理行业发展报告》的基础上进行内

容修订，并于 2019 年 2 月正式出版《2018 中国物业管理行业年鉴》

（以下简称《年鉴》），全国发行。《年鉴》是见证中国物业管

理行业发展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参考文献，是国家机关、行业

组织、企事业单位及科研机构研究和了解物业管理行业发展不可

或缺的综合性工具书。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年鉴》内容编撰

《年鉴》所载内容由 2篇主题报告、14 篇专题报告、42 篇地

方报告、43 篇优秀企业案例、政策法规和行业发展大事记等部分

组成，请编审委员会成员对《年鉴》内容进行再次核对、补充、

修改和完善，并将反馈意见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前发送至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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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ecpmi.org.cn。

二、《年鉴》出版征订

《年鉴》的出版征订工作委托北京中物研协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开展。请各地方物业协会大力配合开展《年鉴》的宣传发行工

作，组织各会员单位积极订阅。

欢迎物业服务企业及相关机构作为《年鉴》特约支持单位共

同参与年鉴工作。

三、联系方式：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秘书处（内容编撰）

联系人：刘寅坤 吴一帆 010-88083321

北京中物研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版征订）

联系人：王开迪 15625132628 张进 13701358528

附件：

1.《2018 中国物业管理行业年鉴》征订单

2.《2018 中国物业管理行业年鉴》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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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中国物业管理行业年鉴》征订单

订购产品 《2018 中国物业管理行业年鉴》

订购单位

详细地址

总 页 数 716 页彩印 印刷尺寸 210×285 毫米

出版时间 2019 年 2 月 单 价 ￥498 元/本

订购人 电子邮箱

订购套数 订购总额

电 话 手 机

备 注

年鉴征订联系人：王开迪 15625132628

商务合作联系人：张 进 13701358528

电子邮箱：wangkaidi@ecpmi.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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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中国物业管理行业年鉴》目录
行业发展

主题报告

物业管理行业发展报告..........................................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一、物业管理行业发展新格局

二、物业管理行业发展新作为

三、物业管理行业发展新环境

四、物业管理行业发展新压力

五、物业管理行业发展新趋势

专题一：提升物业服务质量 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专题二：物业管理行业未来五年（2019-2023 年）市场规模预测

专题报告

全国物业管理行业劳动力市场价格监测报告..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物业管理媒体影响力测评报告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资本视角的物业管理未来价值瞻望——2018 中国物业管理资本·上市·并购调研报告

《中国物业管理》杂志社

全国白蚁防治事业发展报告 .............................中国物协白蚁防治专业委员会

房屋安全管理和鉴定工作调研报告 .......................中国物协房屋安全鉴定委员会

全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发展报告 .............中国物协物业维修资金专业研究委员会

物业管理行业标准化发展报告 .............................中国物协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住宅物业管理发展报告

中国物业服务（品质住宅）企业联盟／龙湖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执笔

高校物业管理发展报告

中国物业服务（高校）企业联盟／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笔

写字楼物业管理发展报告

中国物业服务（写字楼）企业联盟／河南楷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执笔

产业园区物业管理发展报告

中国物业服务（产业园区）企业联盟／西安创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执笔

商业综合体物业管理发展报告

中国物业服务（商业综合体）企业联盟／鑫苑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执笔

社区养老服务发展报告

中国物业服务（养老服务）企业联盟／保利和悦健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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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物业管理发展报告

中国物业服务（医院物业）企业联盟／北京斯马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执笔

各地报告

北京市 ....................................................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天津市 ..................................................... 天津市物业管理协会

上海市 ..................................................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重庆市 ..................................................... 重庆市物业管理协会

河北省 ..................................................河北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物业管理协会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

辽宁省 ........................................... 辽宁省房协物业管理专业委员会

沈阳市 ..................................................... 沈阳市物业管理协会

大连市 ......................................................大连市物业管理协会

吉林省 ............................................吉林省房协物业管理专业委员会

黑龙江省 ....................................... 黑龙江省房协物业管理专业委员会

江苏省 ........................................... 江苏省房协物业管理专业委员会

浙江省 ........................................... 浙江省房协物业管理专业委员会

杭州市 ..................................................... 杭州市物业管理协会

安徽省 ..................................................... 安徽省物业管理协会

合肥市 ..................................................... 合肥市物业管理协会

福建省 ..................................................... 福建省物业管理协会

江西省 ........................................... 江西省房协物业管理专业委员会

山东省 ........................................... 山东省房协物业管理专业委员会

河南省 ..................................................... 河南省物业管理协会

郑州市 ..................................................... 郑州市物业管理协会

湖北省................................................ 湖北省物业服务和管理协会

武汉市 ..................................................... 武汉市物业管理协会

长沙市 ..................................................... 长沙市物业管理协会

广东省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广州市 ..................................................广州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深圳市 ..................................................深圳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中山市 ..................................................中山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协物业管理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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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 海南省物业管理协会

四川省 ........................................... 四川省房协物业管理专业委员会

成都市 ..................................................... 成都市物业管理协会

云南省 ..................................................云南省房协物业管理分会

陕西省 ..................................................... 陕西省物业管理协会

甘肃省 ..................................................甘肃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兰州市 ..................................................兰州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银川市 ..................................................... 银川市物业管理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房协物业管理专业委员会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物业管理协会

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物业管理师学会

澳门特别行政区 ........................................... ..澳门物业管理业商会

企业发展

主题报告

物业服务企业发展报告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深圳中深南方物业管理研究院

专题一：物业服务企业综合实力 TOP10 发展特点

专题二：物业服务企业服务价值的诠释

专题三：物业服务企业资本市场的表现

企业案例

让更多用户体验物业服务之美好 .......................... 万科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践行“好服务”共建自在生活 ...............................碧桂园服务控股有限公司

绿城服务进击创新 4.0 时代 ............................. 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在专注中进化 构建社区服务生态圈 ...................... 彩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蓄发展动能 聚力布局百亿版图 ........................ 保利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贴心服务 真诚相伴........................................... 金碧物业有限公司

以资源整合定型多维空间..................................... 中海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加强股权并购 双品牌战略打造百亿目标..............雅居乐雅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将“陌生人社区”变成“熟人社区”........................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打造中国最大的机构类物业服务集成商.........................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智慧龙湖 品质服务................................... 龙湖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做中国领先的房地产价值链全程综合服务商................... 招商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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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X”多元化发展全面提速 全方位提升服务品质 .........深圳市金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让服务产生价值 做最美好的生活服务商.................... 金科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服务转型再升级 再就国际化物业管理道路新篇章 ....... 山东省诚信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社区生态赋能 重塑行业价值 ........................... 广州市时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一体三翼五驱”做领先的泛物业产业运营商................鑫苑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风雨十九载 初心终不改................................. 佳兆业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创造智慧生活新可能............................. 四川嘉宝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追求卓越 共筑智慧之城................................幸福基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开启“悦 +”智慧服务生活................................华润物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践行责任 开拓创新 开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北京首开鸿城实业有限公司

创新聚力 开启明喆服务 4.0 ...........................深圳市明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多元发展促转型升级 以匠心服务创美好生活 ..............卓达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实与变 从小企业到大集团 ........................... 兰州城关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送达美好体验 丰富和滋养人们的生活............... 爱玛客服务产业（中国）有限公司

新型生活方式服务商 精准服务河南 1000 万人 ..............河南建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立足山东 面向全国 走向世界 做新时代公共服务领军企业.山东明德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 + 智慧物联 催生企业新生命力 .................. 上海东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追求卓越品质 永创一流品牌 ............................深圳市龙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商住产一体化全息生活服务运营商 .................. 重庆天骄爱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匠心筑梦 孜孜不辍............................... 广州珠江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价值创造者 .................................. 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坚持高质量发展 提供高水平服务 .......................广州广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让生活更美好 .................................. 上海保利物业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致力于成为中国商务物业服务的引领者............... 北京金融街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走进物业新时代 重构社区新生态 .................. 河北恒辉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廿载铸剑 聚焦医院大后勤服务成绩斐然...................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以人为本 康景物业的品牌发展之路 .....................广东康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用心构筑美好生活........................................上海永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创造服务新价值 商务生态服务体系构建者......... 深圳市卓越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草根”物业也有春天................................上海文化银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把握时代发展机遇 践行美好生活理念................... 南都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政策法规

行业发展大事记（2017 年 1 月——201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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