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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面积突破1亿平方米
建业集团贡献超六成

建业新生活招股书数据
显示，2016年到2018年，来自
建业地产的收入从3.49亿元
增至6.94亿元，年复合增长率
为41%，盈利从 1290万元增
至 5200万元，累计增幅达到
101.1%；从 2018年上半年至
2019年上半年，建业新生活的
收入从2.8亿元增至6.8亿元，
增幅达到143%；截至2019年
9月30日，建业新生活已签约
管理物业的总合约建筑面积
为1.06亿平方米。

建业新生活的大部分收
入来自于建业集团及其联营
或合资企业（以下简称建业集
团）。数据显示，2016 年、
2017年、2018年和2019年上
半年，来自建业集团的收入分
别占建业新生活总收入的
14.4%、14.5%、16.6%、31.9%，
呈现逐年提升态势。

来自建业集团的支持仍
将持续下去。2019年1月30
日，建业新生活与建业集团签
订了主物业管理服务合约，根
据合约，建业集团2019年至
2021年将继续聘用建业新生
活为其物业管理服务提供商。

不过，建业新生活也在逐
步降低对建业集团的依赖。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及
2019年上半年，建业新生活合
约总建筑面积分别为2790万
平方米、3410万平方米、7030
万平方米、9200万平方米，在
管总面积分别为1680万平方
米、2040万平方米、2570万平
方米以及4180万平方米，其中
93.6%、90.9%、83.7%及65.4%
由建业集团开发。

胡葆森持股94.16%
新业务板块持续发力

资料显示，建业新生活旗
下的物业资产，最早成立于
1999 年，后经过多次股权转

让，最终由建业新生活全资控
股，依托物业带来的业主需
求，建业新生活搭建了一个相
对完善的业务生态体系。

目前，建业新生活控股股
东（亦是建业集团控股股东）
胡葆森持有94.16%的股份，王
俊持有4.96%的股份，东英金
融则持股0.88%。

从建业新生活的业务版
图来看，其并不是非典型的物
业服务提供商，更像是一家新
生活服务综合运营商，其业务
除了常见的物业及增值服务，
还有生活服务及资产管理服
务。2016年到2018年间，建
业新生活开始经营旅游服务、
酒店管理以及乡村休闲综合
体管理等。截至目前，建业新
生活旗下业务包括建业大食
堂、商业资产管理、文化旅游
综合体管理以及智能社区解
决方案等。

随着新业务的逐步开展，
物业收入在建业新生活总收
入中所占的比重也逐步下

滑。2016年、2017年、2018年
及2019年上半年，物业管理收
入 占 总 收 入 比 重 分 别 为
77.8%、71.7%、61%和38.7%，
最近两个报告期下滑的程度
尤为明显。

1元甩卖长租公寓板块
建业＋平台机遇与挑战并存

招股书中提到，2019年3
月15日建业新生活将建业东
英70%的股本权益以人民币1
元钱，出售给独立的第三方深
圳市鑫博大事业有限公司，原
因是建业东英往期处于亏损
状态。董事认为，该出售符合
本集团最佳利益。

招股书上显示，建业东英
主要从事提供物业转租服务，
建业东英为建业新生活非全
资附属公司，由建业新生活及
东英新生活有限公司分别持
有70%和30%股权。

记者发现，建业东英公司
包括河南云屋畅享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即建业集团此前收
购的长租公寓品牌魔飞公
寓。这或意味着，本次建业新
生活并未将包含长租公寓在
内的物业转租服务板块纳入
上市体系。

而作为承载建业集团新
蓝海战略的建业＋平台，亦在
本次招股书中提到其风险与
机遇。据介绍，建业＋平台是
一站式法务平台，其使建业新
生活内部及外部资源与O2O
服务能力同步，为客户提供更
方便和更实惠的商品和服务。

截至2019年6月，建业＋
已经有超150万名用户在平台
注册，超11万名会员。近半年的
平均月活超过43万人次。截至
2016年、2017年及2018年12
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19
年6月30日止6个月，建业＋平
台的复购率分别为 55.1%、
56.2%、62.1%及45.6%。今年
上半年盈利303万元。

不过，招股书亦对建业＋
进行风险提示，表示消费者的
偏好日新月异，无论过去及未
来都会影响电子商务行业，必
须时刻紧跟新兴生活方式及
消费者偏好，并能预测能够吸
引现有潜在客户的产品优势。
根据募集材料，建业新生活拟
上市募集资金将用于 3个领
域，分别为同业及上下游优质
资产、继续开发和完善建业＋
体系、投资先进技术提升营运
效率及补充一般运营资金。

华中地区最大的物业管理服务提供商

建业新生活拟登陆港交所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陈沛 吴春波

建业集团有望在香港资本市场再落一子。
11月1日，建业新生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业新生活）向港交所递交了招股说明书，拟在香

港主板上市。根据招股书显示，凭借截至2018年底在管建筑面积及当年总收入，建业新生活已
经是华中地区最大的物业管理服务提供商。

中原再担保集团揭牌
首批政府、银行、科技等担保服务“朋友圈”亮相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裴熔熔 李震 文
朱哲 摄影

11月6日，中原再担保集团在郑州举办揭
牌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正式以全新身份亮相
“金融豫军”方阵。

现场，中原再担保集团与8家银行、3个省
辖市政府、郑州市高新区管委会以及蚂蚁金服
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初步构建“金融担保服务
朋友圈”。

河南省“国家融担基金—省级再担保机构
—地方政府—辖内融资担保机构”多方共同参
与、风险合理分担的合作机制进一步形成。

中原再担保集团揭牌仪式

中原再担保集团揭牌
首批“朋友圈”亮相

记者从现场获悉，经省政
府批准同意，“中原再担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是由“河南省中
小企业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更名成立，突出其再担保功能定
位。9月18日，中原再担保集团
在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登记
注册，并于11月5日正式公开
更名。此次其揭牌成立，标志
着金融豫军再迎新面孔。

据了解，中原再担保集团
注册资本为150亿元，分期到
位。首期实收资本 72.57 亿
元，其中省市县财政部门出资
70.37亿元，占比96.97%；民营
和社会资本出资2.2亿元，占
比3.03%。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AAA，是河南省唯一的政策性
再担保机构，也是全省最大、综
合实力最强的政府性融资担保
机构。

更名后的中原再担保集团
法律主体地位不变，承接河南
省中小企业担保集团的所有资
产和债权债务，对外签署的各
类合同、合作协议、法律文书
等。

仪式现场，中原再担保集
团的首批“朋友圈”也正式曝
光，分别与8家银行、3个省辖
市政府、郑州市高新区管委会
以及蚂蚁金服等签署了战略合
作协议，进一步推动“国家融担
基金—省级再担保机构—地方
政府—辖内融资担保机构”多
方共同参与、风险合理分担的
合作机制的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一种新型
的风险共担模式也在此次合作
过程中创立。中原再担保集团
在原有直接担保业务基础上，
与合作银行共同研发设计产
品、共同推进业务、共同化解风
险，以新产品推动银担深度合
作，根据合作银行的特点，引导
建立分层级、有差别的风险共
担模式，与合作银行推行2∶8
风险比例分担和以新产品为基
础的3∶7风险比例分担。这将
进一步推动融资再担保体系发
挥作用。

应时创设
再担保发挥“稳定器”作用

所谓再担保，即为担保人
设立的担保。当担保人不能独

立承担担保责任时，再担保人
将按再担保合同约定比例向担
保人提供比例再担保或为担保
机构提供一般连带责任担保，
拥有增信扩能、分险补偿、引领
规范的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融资难、融资贵
是制约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
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而建立健
全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正是解
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

近年来，在省、市、县各级
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各地政府
性融资担保机构相继设立，这
些担保机构通过积极开展融资
担保业务，引导金融活水向小
微企业、“三农”发展等领域汇
聚，在缓解小微企业和“三农”
融资难、融资贵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

但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
近几年担保机构在经营中，面
临的违约风险明显提高，担保
代偿规模相应提升，使得我省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普遍存在
的抗风险能力偏弱、银担合作
不够顺畅等问题进一步凸显，
担保机构融资增信职能的有效
发挥受到一定影响。

在此背景下，中原再担保
集团应运而生。按照功能定
位，中原再担保集团将致力于
发挥在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体
系中的龙头带动作用和规模
大、实力强、资本市场信用好的
优势，加强业务创新，为担保机
构提供再担保增信、分险和引
导服务，为重大项目建设等提
供融资担保服务，发挥服务全
省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放
大器”作用。

“目前我省正处在加快推
进经济结构调整、巩固提升脱
贫攻坚成效、夯实全面建成小
康基础的关键时期，小微企
业、‘三农’发展对融资担保
的需求更加强烈。中原再担保
集团的成立和相关合作协议的
签订，必将对完善全省政府性
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放大政府
性融资担保机构职能，助力小
微企业和‘三农’发展产生深
远影响。”省财政厅副厅长李
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