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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物协〔2022〕02 号 
 

 

各物业服务企业及相关单位： 

根据《昆明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关于开展 2021年度物业管理

示范住宅小区（大厦、工业区）考评、复验工作的通知》（昆物

协〔2021〕15 号）要求，协会创优管理部及示范项目评审专家委

员会，对各企业申报的物业管理示范住宅小区（大厦、工业区）

进行评审及复验，经专家按评审程序进行评验并公示，39 个项目

达到示范标准，被评为“2021 年度昆明市示范项目住宅小区（大

厦、工业区）”称号，69 个物业管理示范项目复验合格。具体名

单如下： 

一、2021年度昆明市物业管理示范项目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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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物业 

类型 
服务企业 

1 万科·金域水岸 小区 成都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2 城投湖畔四季城·澜园 小区 云南城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 世博临山邻里 小区 昆明世博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4 悦彩城·悦林苑小区 小区 昆明嘉宝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5 融创·澜玥台 小区 重庆融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6 圣世一品 小区 昆明民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7 招商海公馆花园 小区 招商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8 实力山语间 小区 云南实力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9 润城九重锦（九区） 小区 昆明怡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 公园 1903·康醍先生小区 小区 昆明冠江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1 万科银海泊岸 小区 成都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12 新希望服务观澜汇 小区 云南新希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3 双河湾小区·博雅苑 小区 昆明新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4 双河湾小区·金榜苑 小区 昆明新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5 融创·云熙苑 小区 重庆融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16 融创·云翥苑 小区 重庆融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17 万科·中天北宸 小区 昆明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8 山水云亭小区 小区 阳光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19 兴锦嘉园小区 小区 云南省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 海逸名苑 小区 云南信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1 中国滇池·花田国际度假区 小区 昆明嘉宝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2 建工新城·建义家园 小区 云南建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3 招商雨花国际 小区 招商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24 兴景逸园 小区 昆明创新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5 昆明地铁控制中心 大厦 
深圳市万象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昆明分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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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同德·昆明广场悦中心 大厦 云南同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7 永安国际大厦 大厦 云南德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8 中铝集团中铜大厦 大厦 云南铜业地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明分行 
大厦 世纪金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30 星都国际总部基地 大厦 昆明楷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1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 大厦 云南建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2 滇池康桥汇海大厦 大厦 上海盛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33 耀龙大厦 大厦 昆明耀龙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34 五华科创大厦 大厦 成都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35 云南省总工会 大厦 云南建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6 昆明科技创新园 大厦 昆明创新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7 云南省昆明市第十中学 其他 云南如新世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8 云南省工会共青团妇联干部学校 其他 云南如新世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9 
昆明市中华小学自贸区分校（云

经林溪小学） 
其他 昆明创新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二、2021年物业管理示范项目复验合格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序

号 
项目名称 

物业 

类型 
服务企业 

1 中洲阳光小区 小区 云南兴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 红云·金江小区 小区 昆明银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 丽水雅苑小区 小区 云南兴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 清水佳湖·雅居 小区 昆明鸿基恒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5 滨江俊园 小区 云南俊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6 万科·白沙润园 小区 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昆明分

公司 

7 世纪城·探春苑 小区 世纪金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8 世纪城·迎春苑 小区 世纪金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9 世纪城·忆春园 小区 世纪金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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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世纪城·咏春苑 小区 世纪金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11 世纪城·雅春苑 小区 世纪金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12 世纪城·茗春苑 小区 世纪金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13 世纪城·叠春苑 小区 世纪金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14 世纪城·望春苑 小区 世纪金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15 世纪城·玉春苑 小区 世纪金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16 世纪城·华春苑 小区 世纪金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17 世纪城·元春苑 小区 世纪金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18 世纪城·沁春苑 小区 世纪金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19 世纪城·傲春苑 小区 世纪金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20 世纪城·岚春苑 小区 世纪金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21 银海·樱花语 小区 昆明银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2 滇池华府俊园 小区 云南俊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3 银海·尚御 小区 昆明银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4 万科·金域南郡花园 小区 成都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25 万科·魅力之城 小区 成都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26 中航云玺大宅 小区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27 盛高大城·滇池半岛 小区 上海盛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28 盛高大城·滇池康桥 小区 上海盛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29 绿地·海珀澜庭 小区 上海盛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30 润城一区 小区 昆明怡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1 润城四区 小区 昆明怡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2 融城优郡二期 小区 昆明城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3 云南红星广场 小区 云南远择品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4 云岭天骄小区 小区 云南吉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5 美伦花乡小区 小区 云南伦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6 昆明市市级机关月牙塘生活小区 小区 昆明昆厦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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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德润朗悦湾小区 小区 云南德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8 绿地云都会 小区 上海盛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39 银海荷塘月色 小区 昆明银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40 森林湖小区 小区 云南城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41 融城园城 小区 云南城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42 空间俊园 小区 云南俊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43 万科·云上城 小区 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昆明分

公司 

44 颐明园小区 小区 昆明嘉宝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45 普照兴园 小区 昆明创新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46 果林溪谷 小区 昆明创新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47 建工新城锦绣园·商业中心 小区 云南建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8 七彩云南古滇名城（湖光里） 小区 云南春城财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49 金领地国际商务大厦 大厦 云南金领地物业服有限公司 

50 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 大厦 明喆集团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51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综合办公楼 大厦 云南工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2 
云南省烟草公司昆明市公司办公

大楼 
大厦 云南金建神洲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53 
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综

合业务用房 
大厦 云南兴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4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

公司综合楼 
大厦 

云南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网信物

业服务分公司 

55 城投大厦 大厦 云南城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56 昆明综合保税区 大厦 成都信谊物业股份有限公司 

57 昆仑中心 大厦 昆明嘉宝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58 邦克大厦 大厦 云南邦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9 云南省教育厅 大厦 云南建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60 云南广播电视台管理服务中心 大厦 明喆集团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61 王家营滇中海关 大厦 昆明创新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62 宁湖大厦 大厦 明喆集团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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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云南工投集团总部办公区 大厦 云南工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64 昆明综合保税区（经开片区） 大厦 昆明创新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65 
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大厦 
大厦 昆明创新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66 云南建投发展大厦 大厦 云南建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67 云南能投电力装配工业园 工业区 云南能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68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润城学校 其他 昆明怡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69 昆明市第三中学 其他 云南建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希望通过评审及复验的物业服务企业，要继续坚持项目服务

管理的高质量、高标准，维护企业的形象和声誉，真正发挥物业

管理示范项目的品牌作用和典型作用，为推动我市物业管理不断

发展做出更加突出的贡献。 

 

 

 

 

昆明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2022 年 01 月 11日 

 

主题词：物业管理    示范项目    评验    结果   通知 

抄  送：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各县（市）区住建部门 

昆明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2022 年 01 月 11 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