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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业新生活登陆港交
所，上市首日市值破百亿

5月15日，建业新生活在
香港、郑州两地同步举行敲锣
仪式，获得外界高度关注。

当日，建业新生活股票发
行价 6.85 港元，集合竞价报
8.42港元，涨幅22.92%，成交
量4270万股。截至5月20日
收盘，建业新生活股价达10.08
港元/股，总市值121亿港元。

建业新生活在资本市场的
高光时刻，离不开其厚植的企
业底蕴。根据招股书显示，建
业新生活目前是中部地区最大
的物业管理服务商。截至
2019 年底，建业新生活服务
312项物业逾100万业主及住
户，在管建筑总面积5698万平
方米，合约建筑总面积为1.147
亿平方米。

作为建业旗下的姊妹公
司，建业地产在2019年底销售
收入破千亿，在地产逆周期交
出了亮眼的成绩单，这也为建
业新生活的物业服务补足“弹
药”。根据建业新生活与建业
地产签订的物业管理服务合约
显示，建业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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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他赴港上市物业公司
相比，建业新生活并非仅是一
家物业公司，同时也是智慧小
区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建业
新生活依托物业收集的业主需
求，通过互联网平台搭建了一
个相对完善的业务生态体系，
并带来新的商业机遇。建业+
实现“物管+资管”双管齐下
的增长策略加速公司的成长，
物业管理推动建业新生活的战
略布局并产生可预测的稳定增
长，资产管理推动收入及整体
盈利能力取得更有力的增长。
此策略较传统物业管理公司更
广的客户覆盖率，使得竞争对
手更难以复制建业的成功。

资料显示，建业新生活旗
下的“建业+”O2O一站式服务
平台目前为河南本地最大的会
员制权益平台。截至2019年
底，“建业+”平台注册用户已
达218.6万，平均月活跃用户数
达60多万；在2017年至2019
年间，“建业+”平台的总交易
额年复合增长116.6%至人民
币4.264亿元。

此外，商业物业管理及咨
询服务同样为建业新生活注入
强劲盈利能力。截至2020年3
月6日，建业新生活在管资产

组合包括3个文化旅游综合体、
7个商场及9家酒店。此外，建
业新生活优秀的资产保值能力、
商业资产管理及咨询服务能力
及经验，为其带来了较高的定价
能力。

在业内看来，建业新生活旗
下物业、建业+生活服务平台及
商业物业管理正在产生协同效
应。广泛的生活服务网络、强大
的数据分析能力以及多元化的
资源整合能力，能够满足服务客
户群体对住房、购物、住宿、旅
游、餐饮及娱乐等广泛需求。

据了解，建业新生活上市集
资所得将用于战略投资和收购
机会、增强“建业+”平台及投资
先进的讯息技术系统。

知名投资机构加持+散
户142.5倍认购，建业新生
活获资本青睐

在建业新生活的上市过程
中，令人瞩目的是高瓴资本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的身影。
此次募集资金中，知名投资机
构高瓴资本认购 7500 万美元
（约5.85亿港元）股份，成为建
业新生活基石投资者。

张磊是国内公认的TOP级
投资和并购专家，1972年出生
于河南省驻马店。他留学期间
师从被称为“耶鲁投资之神”
的投资大师大卫·史文森。

2005年，张磊回国创办了
高瓴资本，公司名字源于耶鲁大
学内的高瓴大道。创业至今，高
瓴资本已由最初的2000万美元
发展到如今的600亿美元，成为
亚洲最大的私募股权管理基金
之一。高瓴资本不少并购投资项
目日后都成了投资界的经典。

今年4月10日张磊在一次
线上活动中，曾经提出“最好的
投资机会就在中国，就是当下，
现在是重仓中国的好机会”。

对建业新生活的看好，显
然是其投资理念的印证。

建业新生活上市现场，张
磊发来“云贺电”为建业新生
活加油。在张磊眼中，胡葆森
是一位底蕴深厚的企业家，是
厚德载物的典范，“在物业管理
产业兴起的大背景下，建业地
产又一次抓住机遇。建业新生
活借助科技赋能，积极探索为1
亿河南人口、数千万中产人口
提供服务，形成鲜明特色和风
格”。

此外，大河报·大河财立方
记者注意到，建业新生活在香
港IPO面向散户部分获得142.5
倍超额认购，显示在资本市场

的青睐程度。
资本市场的青睐，或能从

胡葆森的言语中找出答案。
作为建业新生活控股股

东，胡葆森在现场表示：“刚
好这个月下个星期，建业28
岁了。每次有大事、喜事，我
就想到建业1992年出生的时
候。1992年，趁着春天的故
事和改革开放的大潮，我回到
家乡，沿着‘根植中原，造福
百姓’的初心，幸运地赶上城
镇化不断加速。有大势，有初
心，建业实现了让河南人住上
好房子的企业目标。”

沿着初心，从建业地产，
到筑友智造科技，再到建业新
生活，建业在资本市场完成了
从市场研究、投资融资、产品
智造，到售后服务全产业链的
打造，打通新型生活方式的服
务链。

在业界看来，建业新生活
之所以获资本青睐，基于其厚
植中原的资源禀赋。

第一是市场渗透。28年的
时间，建业始终聚焦河南市场，
深入渗透河南市场，在省市县
镇村五级市场积累了丰富的资
源和经验，在河南市场构筑了
强大的竞争壁垒与话语权。

第二是资源整合。强大的
“建业”品牌势能帮助其获取
优质外部资源，一方面依托建
业+平台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
福利及特权以及优质体验；另
一方面完善的平台使建业在与
第三方供应商合作时拥有强大
的议价能力。

第三是规模效益。建业在
中部地区的产业布局相对集
中，可以有效地实现集中采购
和成本管理，提高盈利能力。

第四则是信息优势。建
业＋平台向逾100万名业主及
住户，以及逾1万名建业君邻
会高净值 VIP提供服务，并通
过互联网获得大量消费者需求
数据，及时掌握市场机遇，开辟
和迭代新的商业领域。

胡葆森旗下三家企
业“会师”港交所，助力新
蓝海战略驶向纵深

“上市不是终点，而是新
的起点。”在现场，胡葆森将
建业新生活的上市比喻为又
打通了一条“资本天河”。

胡葆森回忆，2008年为
了筹备建业地产赴港上市，
他专程飞到波士顿、纽约，
见完一波又一波投资人，把
股票卖完。彼时，老胡感慨
道：“自己用16年时间，终
于打通了驻马店到纽约的一
条‘资本天河’，把美国的
美金通过平台流到河南。”

12年后，随着建业新生
活在港交所的一声锣响，胡
葆森又打通了一条“资本天
河”。而他的终极目标是，

“把河南老百姓的需求、河
南市场与资本市场打通，为
改善河南老百姓的生活做出
我们应有的贡献”。

从“房地产开发商”到
“新型生活方式服务商”，从
“让河南人都住上好房子”
到“让河南人民都过上好生
活”，基于新蓝海战略，让
建业集团在地产行业下半
场，通过创新服务收获了新
的商业海域。

“当地产行业走到一定
的阶段之后，新生活公司承
载了与客户发生密切联系的
战略定位，也承担了建业转
型发展的幸福体系搭建任
务。”建业集团一位负责人
认为，在建业二十多年品牌
信任的基础上，建业新生活
公司通过“建业+”服务体
系的运营，使建业可以根据
需求画像实现对服务的柔性
定制，也能通过从C端需求
到B端生产逆向思维赋能地
产主业。

如今年突如其来的一场
疫情，也给建业新生活的服

务能力带来了考验。2020年
第一季度，建业+平台收入与
去年同比大幅增加——疫情影
响下，业主出门及购买外卖的
频次减少，对新鲜食品的刚性
需求增加，建业+APP通过线
上服务给业主带来快速便捷的
生鲜送货上门服务，为业主带
来了良好的服务体验。

这种良好的服务体验，也
助力建业地产板块的销售。据
介绍，疫情影响下，售楼部暂
停开放，建业+APP迅速搭建
线上售楼部为客户提供服务。

“房产作为大宗消费品，通过
线上平台就可成交的背后，则
是房屋品质、服务口碑等多重
软实力的长期积累。”建业+
APP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建
业新生活丰富的生活服务体
系，让不少平台粉丝沉淀、转
化为业主。

显然，建业新蓝海战略转
型在逆周期，对地产板块的平
稳发展起到了极大的赋能作
用。这场转型不仅做到了为庞
大的用户群体提供优质服务，
增强建业品牌的影响力和获得
感。更重要的是，初步实现了
对房地产业务的反哺。

“建业新生活，让生活不
止生活”，在这句口号背后，
建业+聚焦物业、科技、旅
游、酒店、农业、商业、文
旅，以及教育、金融服务等各
个生活层面，正在深度触达人
们生活各个层面。

物业公司开启“上市
大年”，第三方市场拓展
布局成角逐点

近两年是物业公司的“上
市大年”，香港资本市场正成
为房地产企业物业板块新的

“竞逐”方向。
以河南为例，不到一年的

时间内，就有三家物业公司登
陆香港资本市场。

华泰证券一位不愿具名的
分析师在接受大河报·大河财立
方记者采访时表示：“物业板块
冲击香港IPO，一方面由于A
股市场对于物业企业上市有着
更为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登
陆香港资本市场有利于物业企
业发行美元债等，对于目前融资
渠道不断收窄的房地产集团来
说，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在业内看来，河南物业公
司“扎堆上市”，亦是资本市场
对华中地区物业管理市场前景
的看好。

中指研究院资料显示，河
南省2018年在管建筑面积达
16亿平方米，占中国物业管理
面积的7.6%，在中部地区位列
第一，在中国位列第五。

中国物业管理行业百强企
业所占市场份额由2014年的
19.5%增至2018年的38.85%，
这一数据显示，随着市场集中
度提高，拓展第三方市场成为
区域龙头物业公司的角逐点。

资本护城河构筑建业新生态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陈沛 文 朱哲 摄影

5月15日，建业新生活在郑州、香港两地同步举行上市挂牌
（敲锣）仪式，这意味着继建业地产和筑友智造科技外，河南企业
家胡葆森在香港资本市场再斩获一子。

至此，胡葆森执掌的三家建业系公司完成在香港资本市场
的拼图——实现了从市场研究、投资融资、产品智造，到售后服
务全产业链条的打造，标志着建业从房地产开发向新型生活服
务方式转型升级迈出坚实的一步。

在业内看来，这三家企业的链条补充与相互赋能，也将助力
建业新蓝海战略驶向纵深。

三家建业系公司在港交所会师

建业新生活上市仪式郑州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