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文件

粤物协通字[2022]32号

关于表扬⒛z1年乇⒆2年 6月广东物业管理
行业

“
抗疫先锋企业

”
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

去年以来,广大物业服务企业坚守疫情防控一线,积极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疫情防控决策部署,筑牢群防群控防

线,体现了
“
最后一百米

”
的专业服务价值,为广大人民群

众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筑起了坚实屏障,彰显了物业行业

的责任和担当。

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作用,在行业内树立榜样 ,

根据各会员单位在物业管理区域防控、围合管理、应急处置

等履行防控职责和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具体表现,经综合评

审和社会公示,现决定对 9021年丬022年 0月 期间疫情防控

工作中表现优秀的 232家物业服务企业进行表扬并授予
“
抗

疫先锋企业”
称号 (名 单详见附件 )。

希望受到表扬的物业服务企业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

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持续做好精准化、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

的贡献。

附件:⒛21年勹022年 6月 广东物 疫先

协会

/\日湃
Ⅳ

锋企业”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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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2022 年 6 月广东物业管理行业 
“抗疫先锋企业”名单 
（共 232 家，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地区 单位名称 

1 广州 广东华信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2 广州 广州粤华物业有限公司 

3 广州 广州珠江城市管理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广州 保利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5 广州 广州越秀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6 广州 广州市润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7 广州 广东建投嘉昱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8 广州 广州市开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 广州 广州珠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 广州 奥园智慧生活服务（广州）集团有限公司 

11 广州 港联不动产服务（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12 广州 广东省合景悠活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3 广州 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4 广州 广东和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5 广州 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16 广州 广东泰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7 广州 广州市三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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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广州 金碧物业有限公司 

19 广州 广州广电城市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 广州 广东宏德科技物业有限公司 

21 广州 广州越秀怡城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2 广州 时代邻里控股有限公司 

23 广州 广州市庆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4 广州 广州敏捷新生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5 广州 中油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26 广州 广州方圆现代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7 广州 广州市同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8 深圳 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9 广州 雅生活智慧城市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30 广州 粤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1 广州 广州市金的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2 广州 上海绿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33 广州 广州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4 广州 广州地铁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5 广州 广东粤海天河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36 广州 广州市君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7 广州 广东康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8 广州 广州和融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9 广州 广东公诚设备资产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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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广州 广州市金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1 广州 时代东康城市服务（广州）有限公司 

42 广州 广东省华侨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43 广州 广东嘉仁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4 广州 广州虹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5 广州 广东广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6 广州 招商积余南航(广州)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47 广州 广东省粤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8 广州 广州市启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9 广州 广州市金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0 广州 广州长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1 广州 广州安裕健康发展有限公司 

52 广州 广州盛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3 广州 广州市天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4 广州 喜洋洋智慧服务（广东）有限公司 

55 广州 广东建工恒福物业有限公司 

56 广州 广东恒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7 广州 广州市黄埔金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8 广州 广州市同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9 广州 侨福城市服务（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60 广州 广州市建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61 广州 广州凯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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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广州 上海永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63 广州 广州利合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64 广州 广东金宇科技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65 广州 龙湖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66 广州 广州金宁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67 广州 广东实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68 广州 广东鸿山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69 广州 广州市金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70 广州 广州百锲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71 广州 广物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72 广州 华海智慧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73 广州 中化金茂物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74 广州 中英保集团有限公司 

75 广州 广州路劲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76 广州 广州市同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77 广州 广州市新蓝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78 广州 南网物业管理（广州）有限责任公司 

79 广州 广州尚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80 广州 广州尚道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1 广州 阳光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82 广州 广州市安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83 广州 广州保利商业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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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广州 菊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5 广州 广州天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86 广州 广州市保利世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87 广州 广州保利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88 广州 广州市冠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89 广州 广州华颐医疗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90 广州 广州香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1 广州 广州市怡邦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92 广州 广州锦绣香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3 广州 广州东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4 广州 广州云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5 广州 广州聚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6 广州 广州市鹏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7 广州 广东鼎元双合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8 广州 广州颐和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9 广州 广州市创昂智慧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00 广州 广州市保利世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1 广州 广州市杨箕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2 深圳 深圳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3 深圳 深圳市金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4 深圳 华侨城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105 深圳 深圳市彩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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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深圳 深圳市之平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107 深圳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108 深圳 佳兆业美好集团有限公司 

109 深圳 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10 深圳 深圳市特科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111 深圳 深圳市新东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12 深圳 深圳第一亚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13 深圳 大悦城控股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14 深圳 深圳市中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15 深圳 深圳市方益城市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116 深圳 深圳松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17 深圳 深圳市鑫梓润智慧城市管家股份有限公司 

118 深圳 广东联泰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19 深圳 深圳天安智慧园区运营有限公司 

120 深圳 深圳市天健城市服务有限公司 

121 深圳 深圳市中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22 深圳 深圳市凯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23 深圳 深圳市缔之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24 深圳 深圳历思联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25 深圳 四川长虹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26 深圳 深圳市前海龙光智慧服务控股有限公司 

127 深圳 深圳市航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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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深圳 深圳融创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129 深圳 深圳市抱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30 深圳 深圳市印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31 深圳 龙城城市运营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132 深圳 润加物业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133 深圳 绿清生活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134 深圳 深圳亿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35 深圳 深圳中旅联合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36 深圳 深圳市东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37 深圳 明喆集团有限公司 

138 深圳 深圳市交通场站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39 深圳 深圳吉祥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140 深圳 深圳市鸿荣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41 深圳 深圳市宝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42 深圳 深圳市德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43 深圳 深圳市科技园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144 深圳 深圳市鹏恩物业建设有限公司 

145 深圳 中保维安绿清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146 深圳 深圳市城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47 深圳 深圳华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48 深圳 深圳招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49 深圳 深圳市信勤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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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深圳 深圳力合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51 深圳 深圳星河智善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152 深圳 深圳地铁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153 深圳 深圳市北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54 深圳 深圳市合隆智慧城市服务有限公司 

155 深圳 深圳市赛格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56 深圳 深圳市振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57 深圳 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158 深圳 深圳市海岸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159 深圳 深圳市大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60 深圳 深圳市颐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61 深圳 福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162 珠海 珠海市天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63 珠海 华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64 珠海 珠海中珠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65 珠海 珠海市锦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66 珠海 珠海市中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67 珠海 珠海经济特区恒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68 珠海 珠海市丹田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69 珠海 珠海格力地产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170 珠海 珠海葆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71 珠海 珠海港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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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珠海 珠海市城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73 珠海 珠海大横琴城市公共资源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74 汕头 汕头市天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75 汕头 汕头市瑞康物业有限公司 

176 佛山 广东中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77 佛山 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8 佛山 广东铂美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179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豪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80 佛山 广东致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81 佛山 广东金发物业股份有限公司 

182 佛山 浙江颐景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分公司 

183 佛山 广东国丰智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4 佛山 佛山市南海能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85 佛山 广东省海逸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86 佛山 广东国盾特卫保安集团有限公司 

187 佛山 佛山市佳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88 佛山 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189 佛山 新希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190 韶关 韶关市南枫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91 韶关 韶关市新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92 韶关 广东润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93 韶关 韶关市宝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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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韶关 广东博奥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95 惠州 广东百合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96 惠州 惠州隆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97 惠州 广东汇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98 惠州 广东金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99 惠州 惠州市美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 惠州 惠州市丽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 惠州 广东业安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 中山 中山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203 中山 广东美加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4 中山 广东金锁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5 中山 康业物业管理（中山）有限公司 

206 东莞 东莞市新世纪豪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7 东莞 东莞市光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8 东莞 广东世纪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9 东莞 东莞市福康社会服务有限公司 

210 东莞 东莞市汇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11 东莞 东莞市南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12 东莞 东莞市汇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13 东莞 东莞市宏远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14 东莞 东莞市龙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15 东莞 东莞市中天信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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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东莞 星河智善生活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217 东莞 广东保利粤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18 东莞 东莞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19 东莞 东莞市海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20 东莞 东莞市天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21 东莞 东莞市东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22 东莞 东莞市永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23 东莞 广东中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24 东莞 东莞市东城中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25 东莞 东莞市金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26 东莞 广东华太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227 湛江 湛江市创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28 湛江 广东佳品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229 湛江 荣万家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 

230 茂名 化州市绿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31 茂名 茂名华达石化物业有限公司 

232 茂名 茂名市富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