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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30日，融创服务控股有限公司
（下称“融创服务”）正式发布 2021年中
期业绩公告。

公告显示，2021年上半年，融创服务
经营业绩持续高质量增长，盈利能力持
续提升。截至 6月 30日,融创服务实现
营业收入 33.2亿元，同比增长 85.4%；毛
利 10.3 亿元，同比增长 121.5%，毛利率
约为 31%，较去年同期上升 5.1 个百分
点；同期归母净利润达到 6.1亿元，同比
增长154.4%；净利润率为19%，较去年同
期上升5个百分点。

截止6月30日，融创服务在管面积约
为1.7亿平方米，合约面积约为3.2亿平方
米；截止6月30日，合约面积中来自第三
方的面积占比约为32.2%；新增合约面积
中来自第三方的面积占比约为 69.8%。
考虑尚未签约的母公司储备面积，融创服
务的合约面积将达到4.6亿平方米。

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社区生活服务收入同比增长206.5%

受益于规模经济效应、精细化管理
体系和数字科技持续加码赋能，2021年
上半年，融创服务经营业绩持续高质量
增长，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

三大业务板块中，物业管理服务和
社区生活服务收入增长迅速，其中，物业
管理服务上半年实现收入约 20.5亿元，
同比增长 94.3%；社区生活服务收入则
达到 1.9亿元，同比增长 206.5%，已超越
2020年全年的社区生活服务收入；非业
主增值服务收入约 10.8亿元，同比增长
约60.4%。

值得关注的是，融创服务社区生活
服务业务板块持续拓宽，服务品类和场
景更加全面,各项子业务收入快速突破，
便民服务收入上半年同比增长超 20倍，
达到6684.6万元，空间运营服务、房产经
纪服务和美居服务，收入则分别同比增

长了约 121.6%、41.1%和 278.7%，达到
5891.6万元、3424.1万元和2871.1万元。

随着重点业务强劲发力，融创服务
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物业管
理服务收入在总收入的占比上升至
61.6%，社区生活服务收入占比上升至
5.7%，非业主增值服务收入占比下降至
32.7%，对母公司的依赖性持续降低。

融创服务表示，将坚持以品质服务
铸就竞争基石，进一步夯实提升以客户
为中心的综合服务能力，同时进一步完
善社区生活服务品类与场景，打造温暖
便捷的生活圈，增进满足客户多元需求
的能力，实现以品质赢口碑，构筑支撑公
司业绩持续高质量增长的新格局。

多渠道发力
高质量增长彰显发展新动能

2021 年上半年，融创服务提升已

有城市管理密度，深耕已有布局业态，
强化优势领域的市场形象与客户口
碑，实现管理规模快速扩张，细分业态
布局持续拓宽，核心城市规模优势得
以巩固。

公告显示，截止 6 月 30 日，融创服
务新增在管面积中，来自第三方的面
积占比约为 65.7%。新增合约面积中，
来自第三方的面积占比约为 69.8%。

融创服务坚持以市场拓展为第三
方拓展主要方式，重视体系长期能力
的建设和积累。积极尝试多元渠道的
拓展，达成多元业态的战略合作。上
半年，融创服务通过市场拓展与合资
平 台 两 种 方 式 ，新 增 合 约 面 积 达 到
1293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4.6 倍，已超
越 2020年全年数据。

在规模持续扩大，发展势能不断
增强的基础上，融创服务强化非住细

分业态布局。上半年，不含收并购的
新增单年合同额中，非住业态占比达
43%，公共服务、文旅、医院、写字楼、
交通枢纽等细分业态迅速补强。

同时，融创服务锚定核心一二线
城市第三方拓展主战场，强化优势板
块，激活规模效应。上半年，不含收并
购的新增第三方合约面积 70%位于一
二线城市，其中重庆、杭州和南昌等地
均达到百万平方米量级。

其中，融创服务凭借过硬专业能力
与服务品质，赢得合作方高度认可，合作
平台及项目持续增加。年初至今新成立
9个合资平台，落地在管面积111万平方
米，储备预计超2000万平方米。

收并购方面，融创服务选择以具有
区域性优势、业态优势或专业能力优势
的企业作为标的，上半年通过收并购新
增合约面积 3071万平方米。与中国物
业服务百强企业彰泰物业之间的强强联
合，实现了 2595万平方米的合约面积增
长，彰泰物业在管项目密度高、物业单价
水平高、品牌美誉度省内领先，与融创服
务的优势高度契合，势必推动团队快速
融合，实现协同赋能、共建美好广西的战
略双赢。

服务为基 体系先行
打造高品质核心竞争力

经营业绩持续高质量增长，核心城
市管理规模快速扩张的背后，融创服务
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领先的综合服务
力。

融创服务致力于提供专业化、标
准化、体系化、精细化的物业管理服
务。2021 年以来，融创服务大力引进
专业人才，系统组织并推进各级团队
能力培养与提升。通过对不同业务条
线在不同空间和场景下的服务专业动作
标准进行梳理，并全员普及推广，实现全

场景下的标准化服务。
同时，融创服务推进完
善满意度和品质巡检机
制，建立三级品控体系，
以定期自查和品质巡检
的形式，强化各级业务
部门对一线问题的督导
和帮扶，为及时改进和
更新服务标准和服务体
系提供支持。

为了满足业主的多
样化服务需求，融创服
务在 2021年启动“品质
IOT行动”，推出“五悦”
品质生活服务体系，从

“悦居”“悦享”“悦邻”
“悦身”“悦心”五个角
度，全方位设计并细化
服务环节，以差异化的
服务场景创新，满足业
主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提供定制化的物业管理
和社区生活服务。

上半年，凭借高品
质的服务能力，融创服
务殊荣载誉，荣获中物
研协、克而瑞物管、中
国指数研究院、观点指
数研究院等多个行业
机构评选的“2021 中国
物业服务企业品牌价值 TOP5”“2021
物业服务力百强企业 TOP5”“2021 中
国高端物业服务领先企业 TOP2”“2021
中国物业服务百强满意度领先企业
TOP3”“2021中国物业服务百强服务质
量领先企业 TOP3”等多个重磅奖项，品
牌影响力行业领先。

纵观行业，在政策的引导与资本
的助推下，物业行业迎来服务水平提
升、管理更加规范、竞争激烈有序的新

时代。融创服务将坚持以服务客户为
核心，秉承“中国品质服务引领者”的
企业使命和“至善·致美”的服务理念，
继续锚定“深耕布局、丰富业态、大力
拓展第三方”的发展策略，全面提升客
户运营能力、数字科技能力、人才组织
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通过持续健康
的高质量增长，实现公司长期价值，成
为业主、从业者、合作伙伴、政府的“首
选行业服务品牌和价值贡献者”。

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85.4%，净利润同比增长154.4%

融创服务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

法院公告栏
董常玲：本院受理原告曲红梅与被告董常
玲、董常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日。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的第 3 日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台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
贾乃颖：本院受理原告常江与被告贾乃颖离
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日。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台
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
尹树庆：本院受理原告乔玉杰与被告尹树庆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日。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的第 3日 10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台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
张维微：本院受理原告随州市启程专用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湖北省随州市
曾都区人民法院(2021)鄂 1303 民初 1118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
张木香：原告石尚金诉被告张木香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黔2731民初12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上诉状副本，上诉至黔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
倪大建：本院受理的(2021)川2021民初2493
号原告周应兰与被告倪大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限被告倪大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周应兰借款本金 200000
元及利息(以 200000 元为基数，自 2018 年 7
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2020年8月19
日止，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
倍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
周应兰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300
元，由被告倪大建负担(限被告倪大建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周应
兰)。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资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本院香山人民法庭受理闫松涛申请宣告闫
立山死亡一案，现特发出寻找失踪人闫立
山 ， 男 ， 汉 族 ， 身 份 证 号 码
152327196309051315，户籍地：通辽市扎鲁
特旗香山镇中心屯，原经常居住地北京市大
兴区西红门镇福兴花园小区的公告。公告
期为一年。一年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
赵孝龙：本院受理原告姚然然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胜芳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王云凤：本院受理王文华诉你、王云龙赡养
费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被告王云龙提
出上诉，依法向你送达（2021）辽 0321 民初
1290 号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辽宁省台安县人民法院
莫加军：本院受理张朝奎诉你、陈启富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黔0628民初1531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书主文为“准许原告张朝奎撤
回起诉”。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特此公
告。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刘正和：本院受理原告何玉忠诉被告刘正和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
日上午 11时(如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
顾亚辉：本院受理原告谢利平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上午 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号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杞县人民法院
何权威：本院受理原告王刚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特此
公告。

河南省杞县人民法院
吴付金：本院受理原告杨仕琴诉你同居关系
子女抚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
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
在册亨县人民法院丫他法庭（遇节假日顺
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册亨县人民法院
陈华栋：本院受理原告陈明月诉你抚养费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内 0526 民初 261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至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
向福平：原告潘廷贵、钟正海与你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川 0502 民初 112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
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
高志杰：本院受理原告潘俊丰，林超，付亚
辉，曹炜东，黄杰，刘振徽诉你与瞿勇不当得
利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定于
2021年12月1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16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裁判。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
田庚：原告白平霞起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告知审判组
织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2021年12月28日下午15时0分在德
江县人民法院高清 3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郭俊江、牛书英：本院受理原告许卫东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冀 0433 民初 986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馆陶县人民法院
杨龙：本院受理的(2021)川0781民初2483号
原告谢波与被告杨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杨
龙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谢波偿还
借款本金 30600.00 元，并支付利息(以本金
12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25日起至
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日利率万分之四进行
计算，但该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同期发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621.00元、公告费 400.00
元，由被告杨龙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
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
孙飞洋、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市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223 民初 3643 号民事案件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二庭第七速裁团队审
理。逾期则依法判决。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
丰宁满族自治县比比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边永森诉你确认合同效力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冀 0826民初 492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丰宁满族自治县比比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林玉太诉你确认合同效力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冀 0826民初 493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闫丕杰：本院受理的(2021)川1921民初1326
号原告何艳诉被告闫丕杰“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李大军：原告贵州瑞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诉被告李大军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2730民初
17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
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龙里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