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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荐成都信谊物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推荐报告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下发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

务规则》”），成都信谊物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谊物业”、“公司”）

就其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事宜经过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批准，并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银河证券”、“我公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 

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推

荐业务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推荐业务规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简称“《工作指引》”），我公司对

信谊物业的业务情况、公司治理情况、公司财务情况、公司合法合规情况等进行

了尽职调查，对信谊物业申请股票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出具本报告。 

一、尽职调查情况 

银河证券推荐信谊物业挂牌项目组（以下简称“项目组”）根据《工作指引》

的要求，对信谊物业进行了尽职调查，调查的主要事项包括公司的基本情况、历

史沿革、独立性、关联交易、同业竞争、规范运作、持续经营、财务状况、发展

前景、重大事项等。 

项目组与信谊物业股东、董事、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进行了交谈，听取了

公司聘请的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之律师、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之注册会计师的意见；查阅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等会议记录，以及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审计报

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资料、纳税凭证等；了解了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内

控制度、规范运作情况和发展计划。通过上述尽职调查，项目组出具了《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成都信谊物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之尽职调查报告》，对信谊物业的业务状况、公司治理、公

司财务和公司合法合规等事项发表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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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符合《业务规则》规定的挂牌条件 

（一）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公司的前身成都信谊物业有限公司于 2000 年 12 月 14 日经成都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 

2016 年 12 月 19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天职业

字[2016]17719 号《审计报告》，载明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有限公司经审计

的账面净资产为人民币 14,339,271.52 元。2016 年 12 月 25 日，沃克森（北京）

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沃克森评报字[2016]第 1477 号《评估报告》，载明：

“此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如下评估结论：评估基准

日净资产账面值 1,433.93 万元，评估值 1,435.53 万元。” 

2017 年 1 月 9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 2017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的议案；审议通过公司章程和三会议事规则

等公司治理规章制度；选举了王远玲、邱凌云、张国平、田长松、王礼平、邱凯

迪为公司董事；选举了杨琴、杨小波为公司监事。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选举王远玲为公司董事长，聘任邱凌云为公司总经理、秦杨为公司

财务负责人、邱凯迪为董事会秘书。同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了刘丹徽为职工代表监事。同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了杨琴为监事会主席。 

2017 年 1 月 18 日，股份公司取得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5101007253857531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名称为成都信谊物

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为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53 号嘉云台大厦办公楼 7

楼；法定代表人为王远玲；注册资本为壹仟万元整；经营范围为物业管理、服务；

物业管理咨询服务；房地产营销策划；房屋经纪；机电维修；花木种植销售；物

业管理招投标服务；酒店管理。（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综上，公司的前身成都信谊物业有限公司依法设立。公司系由有限公司整体

变更设立，根据《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存续时间可以从有限责任公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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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之日起计算，至今已满两年。 

因此，公司满足“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的要求。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属于“K7020-一般物业管理”，按照《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公司属于“K7020-物业管理”。根据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

业为属于“K70-房地产业”下属的“K7020-物业管理”；根据《挂牌公司投资型

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为“201010 房地产管理和开发”中的“20101013

房地产服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物业管理、服务。报告期内，2017 年 1 月、2016 年度、2015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分别 3,494,879.15 元、34,066,726.36 元和 24,604,274.55 元，

公司报告期内具有持续的营运记录，公司物业管理服务收入及管理物业面积均高

于行业平均水平。公司签约物业项目面积 306.56 万平方米，在管项目 23 个。公

司将通过传统物业服务扩张及资本运作，推动公司实现跨越式成长与发展。 

公司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并披露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公司

不存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中列举的影响其持

续经营能力的相关事项，并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申报会计师对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1

月财务会计报告实施了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天职业字[2017]7059 号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的解散情形，也不存在法院依法受

理重整、和解或破产申请及《公司章程》规定终止经营的情形。 

因此，公司满足“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要求。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2 月 14 日，有限公司时期，公司制订了有限公司

章程，并根据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了股东会。鉴于当时公司规模较小，有限

公司未设立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未设立监事会，设一名监事。股份公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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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后，公司依法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按照证监会公布的《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的要求制定了《公司章程》；根据《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对三会的成员资格、召开程序、议事规则、提案、表决程

序等作了进一步细化规定；制定了《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信息披露办法》等内部规章制

度。公司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比

较科学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设立了相应的职能部门。公司各部门均制定了适合

自身发展要求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确保在公司经营、人事管理、财务等各个环节

都有章可循。 

另外，公司完善了股东保护相关制度，注重保护股东表决权、知情权、质询

权及参与权，在制度层面切实完善和保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权利。《公司章

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对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股东参会资

格及董事会的授权原则做了明确规定，在制度设计方面确保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享

有平等权利；《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了纠纷解决机制：公司、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涉及章程规定的纠纷，应当先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

过法院解决；制定三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制度，对公司关联交

易的审批权限、审批程序及内容作了细致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关联股东及董事回

避制度，确保公司能独立于实际控制人规范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依

法开展经营活动，经营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及受处罚的情况。 

公司设有独立财务部门进行独立的财务会计核算，相关会计政策能如实反映

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因此，公司满足“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的要求。 

（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公司系成都信谊物业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公司的历次股权变动和增资均

履行了股东会决议程序，股权转让各方签署的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历次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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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过验资机构的验资，并完成了在工商管理部门的变更登记，符合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017 年 1 月 18 日，有限公司以不高于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

股份公司，股份公司股本不高于经评估的净资产，并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合法有效。 

公司子公司洁华科技存在的股权代持通过后续的股权转让，已得到解决，目

前洁华科技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洁华科技股权清晰。公司受让洁华科技股权

时洁华科技存在净资产不足的情形，该次股权实际转让方、公司控股股东已补足，

并对或有负债或其他义务出具兜底承诺，因此，不会对挂牌公司利益及其股东权

益造成不利的影响。 

因此，公司符合“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要求。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2017 年 5 月，信谊物业与银河证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

银河证券同意推荐信谊物业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在其挂牌后

对其进行持续督导。银河证券完成了对信谊物业的尽职调查和内核程序，对公司

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出具了推荐报告。 

因此，公司符合“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的要求。 

三、内核程序及内核意见 

我公司推荐挂牌项目内核决策委员会于 2017 年 5 月 11 日至 2017 年 5 月 16

日对信谊物业之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申请文件进

行了认真审阅，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召开了内核会议。 

参与项目审核的内核人员为徐峰（律师）、汪绿福（注册会计师）、孙炳旭（行

业专家）、万健、王惠艳、何苗、周洋，其中律师、注册会计师、行业专家各一

名，内核专员为李海楠。上述内核会议组成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证券行业自律组织纪律处分；均未担任该项目承做单位负

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或者项目负责人或者项目组其他工作人员；未担任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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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承揽单位负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或者承揽该项目；本人及关系密切人员未

直接或间接持有信谊物业股份，也未与信谊物业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建立

有效劳动关系或者在其担任职务；亦不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责的情形。 

根据《推荐业务规定》对内核机构审核的要求，内核会议组成人员经审核讨

论，对成都信谊物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挂牌转让出具如下的审核意见： 

一、我公司内核决策委员会按照《工作指引》的要求对项目组制作的《中国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信谊物业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之尽职调查报告》进行了审阅，并对尽职调查工作底稿进行了抽查核实，审

核了内核专员提交的现场核查报告。认为项目组已按照《工作指引》的要求对公

司进行了实地考察、资料核查等工作，进行了尽职调查；项目组中的注册会计师、

律师、行业分析师已就尽职调查中涉及的财务会计事项、法律事项、业务技术事

项出具了调查报告；内核专员已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内核工作

指引（试行）》要求，进行了现场核查并出具了现场核查报告。 

二、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及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的格式要求，公

司已按上述要求制作了《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挂牌前拟披露的信息符合信息

披露的要求。 

三、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

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我公司作

为主办券商与公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 

四、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推荐业务规定（试行）》的

要求，内核会议组成人员审核了信谊物业风险评估表及风险事项，经内核会议审

核，评定信谊物业为低风险等级。 

综上所述，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规定挂牌条件。七位内核会

议组成人员经投票表决（其中 7 票同意，0 票不同意），同意推荐成都信谊物业

股份有限公司挂牌。 

四、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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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组对信谊物业的尽职调查情况，经过内核决策委员会对申请文件进

行审核并出具相应内核意见，我公司认为信谊物业符合以下条件： 

1、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有限公司设立于 2000 年 12 月 14 日，系四川信都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与自然人张涛共同投资设立。2017 年 1 月 18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因此，公司符合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2、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主营业务为物业管理、服务。报告期内，2017 年 1 月、2016 年度、2015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分别 3,494,879.15 元、34,066,726.36 元和 24,604,274.55 元，

公司报告期内具有持续的营运记录，公司物业管理服务收入及管理物业面积均高

于行业平均水平。公司签约物业项目面积 306.56 万平方米，在管项目 23 个。公

司将通过传统物业服务扩张及资本运作，推动公司实现跨越式成长与发展。 

公司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并披露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公司

不存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中列举的影响其持

续经营能力的相关事项，并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申报会计师对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1

月财务会计报告实施了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天职业字[2017]7059 号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的解散情形，也不存在法院依法受

理重整、和解或破产申请及《公司章程》规定终止经营的情形。 

因此，公司满足“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要求。 

3、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依法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按照证监会公

布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的要求制定了《公司

章程》；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对三会的成员资格、召开程序、议事规则、

提案、表决程序等作了进一步细化规定；制定了《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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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信息披露办法》

等内部规章制度。公司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等高级管理

人员组成的比较科学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设立了相应的职能部门。公司各部门

均制定了适合自身发展要求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确保在公司经营、人事管理、财

务等各个环节都有章可循。 

另外，公司完善了股东保护相关制度，注重保护股东表决权、知情权、质询

权及参与权，在制度层面切实完善和保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权利。《公司章

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对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股东参会资

格及董事会的授权原则做了明确规定，在制度设计方面确保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享

有平等权利；《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了纠纷解决机制：公司、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涉及章程规定的纠纷，应当先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

过法院解决；制定三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制度，对公司关联交

易的审批权限、审批程序及内容作了细致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关联股东及董事回

避制度，确保公司能独立于实际控制人规范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依

法开展经营活动，经营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及受处罚的情况。 

公司设有独立财务部门进行独立的财务会计核算，相关会计政策能如实反映

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因此，公司满足“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的要求。 

4、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公司系成都信谊物业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公司的历次股权变动和增资均

履行了股东会决议程序，股权转让各方签署的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历次验资

已经过验资机构的验资，并完成了在工商管理部门的变更登记，符合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017 年 1 月 18 日，有限公司以不高于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

股份公司，股份公司股本不高于经评估的净资产，并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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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子公司洁华科技存在的股权代持通过后续的股权转让，已得到解决，目

前洁华科技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洁华科技股权清晰。公司受让洁华科技股权

时洁华科技存在净资产不足的情形，该次股权实际转让方、公司控股股东已补足，

并对或有负债或其他义务出具兜底承诺，因此，不会对挂牌公司利益及其股东权

益造成不利的影响。 

因此，公司符合“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要求。 

5、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2017 年 5 月，信谊物业与银河证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

银河证券同意推荐信谊物业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在其挂牌后

对其进行持续督导。银河证券完成了对信谊物业的尽职调查和内核程序，对公司

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出具了推荐报告。 

因此，公司符合“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的要求。 

6、公司不属于需纳入负面清单管理的情形 

（1）公司不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 

按照证监会2012年修订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属于“K7020-一

般物业管理”，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公司属于“K7020-

物业管理”。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

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属于“K70-房地产业”下属的“K7020-物业管理”；根据

《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为“201010房地产管理和开发”

中的“20101013房地产服务”。公司主营业务为物业管理、服务。因此，公司不

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 

（2）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物业管理、服务。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_T4754-2011）和《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K7020-

一般物业管理”。 根据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 1 月各类业务收入

的占比情况，公司的业务收入均来源于物业管理服务。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公司中，有 49 家挂牌公司现有业务与信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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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存在相似性，即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具有参考性。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共有 49 家披露了 2016 年度报告或公开转让说明书。 

A、经查询主板企业中处于《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一般物业管理”行

业，不存在与公司业务相近或相似的上市公司。 

B、根据 Wind 资讯查询，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所有披露了 2016 年财

务数据的新三板挂牌物业管理企业收入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16 年度收入 2015 年度收入 

831840.OC 东光股份 10,348.76 10,333.67 

831971.OC 开元物业 42,716.25 30,955.90 

832319.OC 华仁物业 8,675.15 8,173.59 

832816.OC 索克物业 5,400.16 4,072.41 

832925.OC 城投鹏基 5,374.22 5,142.69 

833440.OC 新鸿运 32,452.96 29,681.90 

833925.OC 兴业源 6,043.83 6,005.26 

834070.OC 盛全物业 24,589.97 18,249.65 

834213.OC 物管股份 21,769.79 18,523.76 

834381.OC 方圆现代 16,231.33 15,251.28 

834669.OC 美易家 33,157.65 24,802.66 

834858.OC 一卡通 62,896.09 53,640.56 

834962.OC 嘉宝股份 68,011.30 55,073.67 

835232.OC 特毅股份 4,576.19 5,345.58 

835345.OC 泓升股份 18,362.31 14,436.38 

835411.OC 润丰物业 7,428.91 6,311.21 

835422.OC 天骄股份 48,345.49 32,006.40 

835514.OC 雅荷科技 3,964.71 3,331.66 

835800.OC 万联生活 5,113.07 4,642.55 

836007.OC 润华物业 20,446.47 15,368.22 

836397.OC 智善生活 16,894.81 11,465.27 

836726.OC 银城物业 22,975.12 15,761.48 

837149.OC 远洋亿家 117,870.65 103,779.87 

837249.OC 乐生活 18,135.29 13,355.01 

837496.OC 中广股份 6,752.07 5,043.32 

837498.OC 第一物业 30,309.06 23,218.07 

837530.OC 格力物业 4,162.66 2,814.77 

837976.OC 德商股份 3,239.72 1,937.25 

838042.OC 中经世纪 6,200.96 5,838.17 

838474.OC 福强股份 1,815.94 2,0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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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16 年度收入 2015 年度收入 

838844.OC 荣超股份 19,160.53 18,310.02 

839177.OC 仁和服务 8,860.44 6,787.33 

839277.OC 花千墅 1,327.14 1,244.49 

839458.OC 兴中能源 1,484.02 2,230.33 

839955.OC 美的物业 27,259.37 18,124.41 

870261.OC 建投实业 80,793.77 80,378.20 

870265.OC 天利仁和 4,819.69 4,212.94 

870414.OC 紫竹物业 22,916.47 16,272.20 

870464.OC 世联君汇 50,025.93 27,199.73 

870564.OC 东方物业 1,441.20 438.16 

870685.OC 银中物业 13,933.77 10,703.47 

870776.OC 新大正 61,920.31 52,312.60 

870929.OC 鑫苑股份 25,401.44 22,418.29 

870995.OC 伯恩物业 16,286.05 14,779.34 

871270.OC 恒昌物业 10,742.97 5,894.53 

871385.OC 永升物业 53,186.27 34,289.24 

871434.OC 康禧服务 13,195.36 12,133.68 

871437.OC 上房服务 55,422.53 38,930.71 

871589.OC 客都股份 1,171.97 911.24  

平均水平 23,338.98 18,657.12 

C、经 Wind 资讯查询，区域股权市场 2016 年度共有 16 家公司与信谊物业

属于同一行业，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全部 16 家均未披露有效的 2016 年年

度报告。 

2015 年度共有 15 家公司与信谊物业属于同一行业。其中 4 家无有效的 2015

年度的营业收入数据，有效参照对象共 11 家。具体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名称 主营业务 选择理由/剔除理由 

100583.SEE 众成义利 

家政服务、物业租售代理、物

业清洁保洁、物业管理、商业

服务 

与信谊物业主营业

务类似 

120923.GDE 富盛代理 房地产代理服务 

与信谊物业主营业

务差异较大，不符合

抽样标准 

663353.QHE 美越物业 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与信谊物业主营业

务类似 

680072.HXE 福州顺隆 主营贸易业务 

与信谊物业主营业

务差异较大，不符合

抽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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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名称 主营业务 选择理由/剔除理由 

680829.HXE 巨臣评估 主营房地产信息咨询 

与信谊物业主营业

务差异较大，不符合

抽样标准 

690250.JSE 怿佳物业 主营物业管理服务 
与信谊物业主营业

务类似 

850030.CST 嘉铭物业 主营物业管理服务 
与信谊物业主营业

务类似 

851937.ZJE 诺必嘉 
主营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

租赁代理 

与信谊物业主营业

务差异较大，不符合

抽样标准 

862148.XME 禾源物业 主营物业管理服务 
与信谊物业主营业

务类似 

880198.HRB 圣鸿威 主营物业管理服务 
与信谊物业主营业

务类似 

890515.GZE 丰轩地产 
主营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

租赁代理 

与信谊物业主营业

务差异较大，不符合

抽样标准 

D、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在 2016 年重点研究课题《中小型物业服务企业转型

升级的研究》中抽样调查的 1,350 家中小型物业管理企业（员工人数在 1,000 人

以下，年销售收入在 5,000 万元以下的物业管理企业）2015 年度平均营业收入

为 1,046.94万元。根据ACMR-IBISWorld Research对我国物业管理行业的预测，

2015 年度至 2019 年度，物业管理公司新增数量将会保持在年均 7.6%的水平，

行业收入将维持在 7.8%的增速，管理物业面积增速将维持在 13%左右。 

E、根据公司所属行业特点，考虑行业可比和数据获取等因素，我们选取公

开市场数据、国内宏观数据等作为对标测算基础，测算结果见下表。 

单位：万元 

行业 
数据来

源 
市场类别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两年累计

之和 
行业平均

营业收入 

样本数

（个） 

行业平均

营业收入 

样本数

（个） 

物业管理

（K7020） 

公开市

场数据 

新三板挂牌公司数据 23,338.98 49 18,657.12 49 41,996.10 

区域股权市场数据 - - 1,035.88 6 1,658.34 

宏观经

济数据 

物业协会统计数据

/ACMR-IBIS World 

Research 预测数据 

1,128.60 1350 1,046.94 1350 2,1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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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2016 年度信谊物业分别实现收入 2,460.43 万元、3,406.67 万元，

两年合计 5,867.10 万元，低于新三板已挂牌公司平均水平，系最近两年公司物

业服务项目地域较为集中，在管项目面积较少所致。但信谊物业最近两年收入

仍高于区域股权市场平均水平和与之类似的中小型物业企业行业平均水平。因

此，公司符合“报告期两个完整会计年度营业收入高于同期行业平均水平”的挂

牌条件。 

（3）公司最近两年一期持续盈利 

根据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 1 月净利润

分别为 215.81 万元、182.24 万元及 80.13 万元，最近两年及一期持续盈利。 

（4）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营业务不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 

公司主营业务为物业管理、服务，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下达“十二五”

期间工业领域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的通知》（工信部产业〔2011〕

612 号）涉及需淘汰的落后产能行业的规定，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

不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 

因此，公司不存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

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中负面清单的情形。 

7、公司直接和间接股东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的情形 

主办券商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

行）》对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工作，对公司股权架构中直接和间接股东是否属于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的情况进行了核查。 

通过查阅工商档案、法律意见书、《关于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

投资基金的声明》，检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咨询公司律师，同时参

考相关法律法规，发现公司直接股东和间接股东均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

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不存在委托专业的基金管理人管理资产的情形，

也未担任任何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人，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不需要按《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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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我公司认为成都信谊物业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的条件，予以推荐。 

五、推荐理由 

1、信谊物业不存在负面清单列示的情形。2015 年度、2016 年度信谊物业

分别实现收入 2,460.43 万元、3,406.67 万元，两年合计 5,867.10 万元，低于新三

板已挂牌公司平均水平，系最近两年公司物业服务项目地域较为集中，在管项

目面积较少所致。但信谊物业最近两年收入仍高于区域股权市场平均水平和与

之类似的中小型物业企业行业平均水平。根据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 2015 年

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 1 月净利润分别为 215.81 万元、182.24 万元及 80.13 万

元，最近两年及一期持续盈利。公司主营业务为物业管理、服务，根据《工业

和信息化部关于下达“十二五”期间工业领域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的

通知》（工信部产业〔2011〕612 号）涉及需淘汰的落后产能行业的规定，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不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公司符

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

答（二）》 关于负面清单相关事项的审查标准。 

2、项目管理经验丰富。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2 月，公司管理的住宅小区物

业管理费收取率超过 95%，物业管理服务客户满意度较高，在处理客户投诉、响

应并满足客户需求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公司具备商业资产运营多年经验，专

业服务于商业广场、专业市场、街区商业、城市综合体、写字楼等多种业态商业

项目，在商业项目资产管理、商业运营和商业物业服务等方面拥有丰富经验，总

结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商业运作模式。公司的“多业权项目”运营模式，通过“返

租、整租、联营、托管”运作策略，实现资产增值运营。同时依托商家，通过主

力店、品牌店引入，推动商住互动等商业运营策略，成功盘活商业项目，促使商

业资产价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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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较强的前期介入能力。公司凭借较强的物业运营能力及丰富物业运

营经验，在行业内较早提供前期设计施工的物业顾问服务，通过提供顾问服务，

提高了公司对于物业行业的了解，有利于公司提供更优质与更贴近物业特点的服

务。 

六、提请投资者注意事项 

（一）公司治理风险 

在有限公司期间，公司治理不尽完善，内部控制基础较为薄弱。股份公司成

立后，公司建立了较为健全的治理机构、三会议事规则及具体业务制度，公司内

部控制环境得到优化，内部控制制度得到完善。但是，由于股份公司成立至今运

营时间较短，公司管理层的规范意识还需进一步提高，对股份公司治理机制尚需

逐步理解、熟悉，此外内部控制制度尚未在实际经营活动中经过充分的检验，治

理结构和内部控制体系也需要在经营过程中逐渐完善。因此股份公司设立初期，

公司仍存在一定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风险。 

（二）核心业务人员流失风险 

公司所处行业领域属于服务业，保持核心业务人员的稳定性是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之一。公司核心业务人员物业管理经验十分丰富，是物业服务行业高端管理

人才，但由于行业内人才流动也较频繁，如果公司发生核心业务人员流失的情况，

将给公司带来不利影响。 

（三）营运管理风险 

公司通过多年的物业管理经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公司治理结构及各项机制

不断完善，形成了有效的管理组织架构及内部控制机制。但随着公司的发展，业

务规模及员工人数也随之增长，经营管理面临的压力日趋增大，公司需要对资源

整合、市场开拓、采购管理、质量管理、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等众多方面进行调

整，各部门间的工作协调性、严密性、连续性至关重要。如果公司管理层管理水

平的提升不能适应公司规模扩张的速度，组织管理模式和内部控制机制未能随着

公司规模的扩大而进行及时调整和完善，公司将面临经营管理失控导致的内部控

制风险。因此，公司面临现有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不能适应公司规模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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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 

（四）物业费无法收回的风险 

公司提供物业服务时，往往面对众多业主，而个体的需求不同，对物业服务

的感受可能会大相径庭，兼有个人经济状况差别等因素，会出现少量业主拖欠物

业费甚至久拖不付的情形。 

（五）现金收款的资金管理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与住宅类物业项目的客户间存在现金收款交易，涉及现金收

款的客户主要系住宅物业的个人业主，尽管公司已经制订了相应的现金管理制度

以规范日常业务中的现金收付行为，亦在各住宅小区大力推广诸如刷卡、公司微

信账号支付、公司账号支付宝转账等非现金方式收取物业费用，但对极个别习惯

使用现金交易的业主的交易管理措施执行不到位，仍可能存在一定的资金管理风

险。 

（六）业务区域集中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主要集中在四川省省会成都市。2015年度、2016年度、

2017年1月，公司营业收入中来自成都的项目占比为82.80%、81.15%和69.22%，

地域集中度较高。公司为成都本地的一家物业公司，60%以上业务集中在成都，

若出现成都地区竞争加剧、业务市场饱和或该地区政府政策及经营环境出现不利

变化时，可能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业务地域过于集中也为公司带来一

定的发展风险。 

（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风险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邱凌云先生与王远玲女士，二人系夫妻关系。邱凌云先

生直接持有公司79.00%的股份，王远玲女士直接持有公司9.00%的股份，两人直

接持有公司88.00%的股份，并通过诚信明和君信合间接控制公司12%的表决权。

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邱凌云先生与王远玲女士合计控制公司100%的表决权。

同时，王远玲女士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虽然公司已制定和规范

了一整套公司制度来完善公司的内部控制和管理结构，但若邱凌云先生、王远玲

女士利用其控股地位，通过行使表决权等方式对公司的经营决策、人事、财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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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当控制，可能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给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带来风险。 

（八）分公司、子公司管理风险 

公司根据物业行业的自身特有模式，在各区域设立分、子公司等分支机构开

展物业服务。截至2017年1月31日，公司拥有分公司9家、控股子公司1家。根据

公司的战略规划，公司规模仍将持续增长，业务仍将继续拓展，未来几年内仍需

在其他区域设立更多的分支机构。鉴于上述经营模式的存在，再加上员工选聘的

日益多元化和各地文化习俗的不同，公司管理面临效率降低和风险增高的问题。

如果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分公司的管理不能适应此种情形，不能切实执行完善的

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制度，将会对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未来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九）业务外包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为提高管理效率和控制成本，将部分物业管理服务诸如秩序

维护、清洁、绿化之类的物业管理服务业务委托于第三方公司。2015年度、2016

年度和2017年1月，第三方公司业务外包成本占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8.62%、

30.34%和74.29%。尽管公司在业务外包合同中对服务质量等相关条款进行了严

格的规定并制定了相关质量标准和管理规范，在业务实际执行中对第三方公司进

行了严格的监管，但是如果第三方公司未能保持优秀员工团队的稳定，在服务中

未能按照公司的质量标准和管理规范进行服务，将会对公司的服务质量、声誉及

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十）市场竞争风险 

近年来，我国物业管理行业发展迅速，物业管理项目总建筑面积及物业服务

企业数量持续增长，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根据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统计，截至

2015年底，全国物业管理项目总建筑面积为174.50亿平方米，同比增长6.08%；

百强物业企业管理面积约占全国总物业管理面积的比例由2014年的19.50%增长

到28.42%。随着行业的发展，各物业管理公司服务的差异性将逐渐缩小，服务的

同质程度增高，导致公司的市场维护和开发的成本增加。同时，随着市场的竞争

越发激烈，物业业主对于物业服务的要求也越发专业化、多样化。因此公司如果

不能迅速提升服务质量，扩大品牌影响力，并加强市场开拓力度，增强自身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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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能将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十一）经营规模较小的风险  

从公司近两年一期的收入情况来看，2017年1月、2016年度、2015年度，公

司营业收入分别3,494,879.15元、34,066,726.36元和24,604,274.55元。虽然公司的

营业收入有望在未来一段时间迎来快速增长，但是目前的总体收入规模明显偏

小，虽然公司所处行业目前发展良好，借助于行业的迅速发展趋势和国家经济

前景的推动，公司业务有可能实现高速增长，但是如果未来市场需求发生一定

程度变化，公司则会面临营业收入规模较小导致抗风险能力较弱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