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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创服务 2021 届融誉生校园招聘简章                         

一、公司简介 

融创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融创服务集团”)，壹级物业管理资质，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常务理事单位，服务业态涵盖高端住宅（别墅及城市豪宅）、

普通住宅、商业、写字楼和城市综合体。 

坚持区域深耕和高品质服务发展战略，聚焦 7大区域，已签约覆盖 126座城

市，合同管理面积 2.2 亿平方米。在管项目 635 个，422个高端案场，服务超百

万业主。 

公司深谙客户的需求，于基础物业服务体系之上研发出高端物业服务体系，

从秩序、环境、工程和客服四个方面，为业主提供安全、安心的居住环境，实现

您房屋的保值与增值。通过开展房屋租售、拎包入住和房屋托管等私属业务，为

客户提供更多生活服务，全方位满足生活需求。 

融创服务集团在乎每一位客户的心灵需求和精神追求，深入探讨客户对未来

生活的愿景，营造卓越的服务品质。针对不同年龄层的客户，从社群共建，到贯

穿全年的“健走未来”、“果壳计划”、“邻里计划”、“业主春晚”四大品牌

活动，让社群活动平台化，营造和睦温情的社区生活。 

数十载深耕不辍，融创服务集团及旗下项目多次被授予国家、省、市各级荣

誉称号。公司及管理项目全面通过 SGS通标公司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获得中国

指数研究院评选的“中国物业服务百强企业”荣誉称号。 

未来，公司将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继续拓展品牌影响力，秉持“至善致美”

的服务初心，为客户提供全面、卓越的高品质服务，致力于成为中国家庭首选的

“品质生活服务商”。 

 

标杆项目 

住宅项目： 

北京区域：北京西山壹号院、北京使馆壹号院 

华北区域：天津王府壹号 

西南区域：重庆玖玺台、重庆国宾壹号院 

上海区域：上海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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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区域：杭州宜和园、合肥壹号院 

广深区域：佛山湖滨世家 

华中区域：武汉公园壹号 

华南区域：融创博鳌金湾 

城市综合体：西南白象街、天津时代奥城、武汉融创中心   

 

融创服务大事记（发展历程） 

2004——2005 起步  跟随地产行业试水物业服务 

2004进驻天津、重庆 

2006——2015 全国发展 开展集团化管控 夯实基础管理 

2006进驻北京 

2008天津时代奥城荣获“全国物业管理示范住宅小区”称号 

2009天津海逸长洲荣获“全国物业管理示范住宅小区”称号 

2010进驻无锡 

    北京禧福汇荣获“北京市物业管理示范住宅小区”称号 

    重庆市亚太商谷荣获“重庆市物业管理示范住宅小区”称号 

2012 形成京、津、沪、渝、杭五大核心城市的战略布局 

2013 重庆分公司荣获国家壹级物业管理资质 

2014 进驻山东 

    重庆奥山别墅荣获“全国物业管理示范住宅小区”称号 

2015 融创服务集团集团成立，实现集团化管控 

    进驻西安、成都、常州、南京、上海、武汉 

2016——至今 客户满意  推行标准化管理 提升基础服务品质 

2016 进驻太原、青岛、郑州、南宁、昆明、宁波、南昌、万宁、博鳌、深圳 

佛山、东莞聚焦目标，整体提升客户满意度，物业服务体系 1.0 版本推行 

2017 北京、华北、上海、西南、东南、广深、华中和海南 8大区域 

    客户满意度达到行业标杆水平 

2019 品牌升级树立新形象，融创物业更名为融创服务 

2020 收购开元物业，整合环融物业，进一步完善多元化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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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融誉生计划  

遴选对象：2021届应届优秀毕业生 

培养目标：一批高素质、高能力、高认同感的融创服务未来核心人才 

 

（一）融誉生简介 

融，即团队 

融为一体，其乐融融，每个人在团队里发挥所长、互学互补，让团队更

强，让自己成长，实现集体价值与个人价值的交互提升。 

誉，即成绩 

今天，每个成员以进入融创服务这个大平台为荣，在这里，收获、成长；

未来，融创服务将以每个“融誉生”取得的成就为荣。 

生，即青春 

初生牛犊不怕虎，每个“融誉生”怀着最初的梦想和勇气，成就自己的

雄心，也成就团队的辉煌，正是“后生可畏”。 

（二）融誉生三色 

红色，梦想，希望，未来 

黄色，温暖，乐观，正能量 

蓝色，毅力 坚韧 独立 

融誉生=融创服务品牌+不懈追求人生荣誉的精神 

让集体荣誉感在每个加入团队的人心中生根发芽，绽放最绚丽的未来。 

（三）你将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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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企业文化氛围 

无总称谓的办公文化，让员工更加舒心的工作，让工作更加顺畅的进行。开

放的办公环境，领导与员工同处一个办公区，不仅方便工作上的上传下达更增强

同事之间的沟通。 

全面的培训计划 

6+6+9 培养机制：6 个月平台轮岗，6个月项目轮岗，9个月定向培养，业务与职

能双轨道出发，助力融誉生稳健全面成长；  

3 位导师贴心带导：辅导员、师傅、导师同时带导，帮助每一位融誉生快速融 

入企业，get专业技能，清晰未来发展方向； 

多元培养方式：入职集训营、smart集训营、融洽会、挑战性任务，多元培养形

式助力融誉生全方位发展。 

不辜负你努力的薪酬回报 

融誉生在入职之初便可获得具有优于市场竞争力的全面薪酬（基本薪酬+住

房补贴+通讯补贴+交通补贴+节日礼金+奖金），入职一年后也将获得调薪以及晋

升的机会，充分体现出企业对融誉生培养的重视。 

三、招聘职位 

综合管理方向 

1．案场管理类 

职位描述 

协助区域、案场负责人对项目进行督导检查以及计划运营相关工作,并协助

其处理行政档案等内务工作。 

任职资格 

1、专业不限，酒店管理等相关专业优先； 

2、统招本科以上学历，男女不限， 熟练使用 Office办公软件； 

3、社团、学校组织干部，专业排名前 20%，奖学金获得者或有相关实习经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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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 

2. 项目管理类 

职位描述 

参与项管中心相关管理体系落地执行及运营计划，为公司日常业务输出指导

性意见；能够深入研究业务领域，有效拓展业务范畴，创新业务模式，参与项目

日常运营；参与项目日常运营管理方案制定，包括确保设施设备的高效运转、日

常秩序维护、客户服务、环境维护等工作。 

任职资格 

1、专业不限，物业管理、工商管理、工程造价管理、房屋建筑学、工程项目管

理、工程估价、土木工程概论、质量管理、酒店管理、环境管理等相关专业优先； 

2、统招本科以上学历，男女不限， 熟练使用 Office办公软件； 

3、社团、学校组织干部，专业排名前 20%，奖学金获得者或有相关实习经历者

优先。 

协作能力及学习能力。 

 

职能管理方向 

1. 人力资源类 

职位描述 

负责公司的人力资源规划、人才招聘、人才发展、薪酬福利、绩效管理、员

工关系等方面工作。人力资源是公司业务的战略伙伴，通过提供领先的方法论和

最优的解决方案，提升组织和人员能力，传承公司核心价值观。在融创，你将研

究个人、组织、文化，提升你的人力资源专业水平，锻造成为人力资源领域专家。 

任职资格 

1、专业不限，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管理、心理学及管理类相关专业优先； 

2、统招本科以上学历，男女不限， 熟练使用 Office办公软件； 

3、热爱人力资源工作、具备较强人际敏感度，善于沟通交流、具备较强的大局

观及组织协调能力。 

2. 行政管理类 

职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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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公司的办公运营、制度规范、员工体验、公共资源等方面工作。行政管

理对于公司的制度制定执行，规范监督管理、成本费用管控、员工满意度提升等

起到主导作用，通过提供体系化的公司管理制度、多元化的员工体验活动和智能

化的办公解决方案，为公司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提升组织和员工的创新能力，传

承公司核心价值观。在融创，你可以尽情的发挥可以提升员工满意度的 idea，

可以充分设计和实施各类员工活动、可以提升自己资产管理、财务管理水平。 

任职资格 

1、专业不限，行政管理、工商管理、企业管理等相关专业优先。； 

2、统招本科以上学历，男女不限， 熟练使用 Office办公软件； 

3、热爱行政管理工作、具备创新思维、具备服务意识、具备较强人际敏感度，

善于沟通交流、具备较强的大局观及组织协调能力。 

3. 资本法务类 

职位描述 

主要负责协助资本市场相关的筹备工作；协助起草、审核各类合同、协议等

法律文件；参与协助项目采购、销售业务谈判；参与协助公司新建、收购项目的

合法性审查工作。   

任职资格 

1、法律等相关专业，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2、统招本科以上学历，男女不限， 熟练使用 Office办公软件； 

3、社团、学校组织干部，专业排名前 20%，奖学金获得者或有相关实习经历者

优先。 

4. 财务融资类 

职位描述 

申请该职能方向的同学需具备财务、金融、经济、应用数学等相关专业背景。

财务职能需要准确及时反映和分析集团经营状况，支持集团实施战略和融资投资

活动，降低财务风险，支持公司战略目标的达成。加入融创后，你将与行业内优

秀的财务同事共事并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水平，快速成长为专业领域的

佼佼者。 

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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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务、金融、经济、应用数学等相关专业； 

2、熟练使用 Excel 及常用分析软件； 

3、工作专注，工作态度认真严谨，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数据分析能力。 

5. 采购管理类 

职位描述 

主要负责与物业相关的外包供方（例如：保安、保洁、维修等）及相关物业

项目的招投标工作；负责供应商维护；制定、修改、完善项目公司招标采购工作

计划，并协助组织实施。 

任职资格 

1、专业不限，物业管理、供应链管理、成本管理、工商管理等相关专业优先； 

2、统招本科以上学历，男女不限， 熟练使用 Office办公软件； 

3、社团、学校组织干部，专业排名前 20%，奖学金获得者或有相关实习经历者

优先。 

6. 品牌客研类 

职位描述 

负责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活动策划、实施，企业社交平台的运维，公司

各部门总大事件的新闻撰写等工作；负责客户数据管理与分析，收集行业竞品资

料，完成竞品分析。辅助开展服务研究，确保服务落地。 

任职资格 

1、专业不限，广告学、语言与文学、企业管理、管理学、社会学、产业经济学、

人类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具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相关专业优先； 

2、统招本科以上学历，男女不限， 熟练使用 Office办公软件； 

3、社团、学校组织干部，专业排名前 20%，奖学金获得者或有相关实习经历者

优先。 

7. 物业工程管理类 

职位描述 

主要负责成熟小区的设备设施运行、维保、水电工程、特约维修服务的管控；

参与新项目物业前期介入工作，提出专业设计建议；跟进工程进度，组织新项目

接管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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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资格 

1、专业不限，物业管理、工程造价管理、房屋建筑学、工程项目管理、工程估

价、土木工程概论、质量管理、酒店管理、环境管理、园林、园艺等相关专业优

先； 

2、统招本科以上学历，男女不限， 熟练使用 Office办公软件； 

3、社团、学校组织干部，专业排名前 20%，奖学金获得者或有相关实习经历者

优先。 

8. 市场拓展类 

职位描述 

参与项目拓展的业务支持工作，确保公司拓展工作顺利运行，保障公司业绩

达成与战略实现；协助收集、整理、分析目标市场各类物业的相关数据，建立项

目信息数据库；协助收集、分析项目竞争对手的情况，起草竞争策略；协助合同

管理、档案、数据管理。 

任职资格 

1、专业不限，物业管理、市场拓展、营销管理等相关专业优先； 

2、统招本科以上学历，男女不限， 熟练使用 Office办公软件； 

3、社团、学校组织干部，专业排名前 20%，奖学金获得者或有相关实习经历者

优先。 

9. 经营服务类 

职位描述 

对项目增值类服务的日常经营进行设计；寻找合作企业进行商务洽谈，评审

合作合同，指导、监督合作项目过程及结果。 

任职资格 

1、专业不限，物业管理、市场营销、公共事业管理等相关专业优先； 

2、统招本科以上学历，男女不限， 熟练使用 Office办公软件； 

3、社团、学校组织干部，专业排名前 20%，奖学金获得者或有相关实习经历者

优先。 

10. 信息管理方向 

职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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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通过参与融创信息化项目的需求调研、蓝图制定，把控项目总体进度和

质量，推进集团信息化建设。加入融创，你将获得多业态的信息系统建设机会，

并能够与业内顶尖软件服务商进行合作，最终成长为既懂业务又懂技术的行业精

英。 

任职资格 

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管理类相关专业。； 

2、统招本科以上学历，男女不限，熟练使用 Office办公软件； 

3、严谨踏实，具备良好的沟通 

四、工作地点 

北京区域：北京 济南 青岛 太原 石家庄 银川 

华北区域：天津 西安 郑州 沈阳 哈尔滨 大连 

西南区域：重庆 昆明 成都 贵阳 南宁 

上海区域：上海 无锡 扬州 南通 镇江 苏州 

东南区域：合肥 福州 宁波 莆田 嘉兴 湖州 杭州 

华中区域：武汉 南昌 襄阳 宜昌  

华南区域：深圳 惠州 佛山 广州 江门 珠海 东莞 澄迈 三亚 海口 

集团本部：天津 

环融服务：成都 昆明 玉溪 景洪 文山 都江堰 眉山 邛崃 西昌  

开元物业：杭州 上海 嘉兴 徐州 温州 台州 绍兴 开封 

五、校招流程 

简历投递-在线测评-AI面试-复试-终试-OFFER/签约 

简历投递：9月中旬，通过融创服务官方招聘门户融誉生校园招聘-招聘职位页

面（http://hr.sunacservice.com/Campus.aspx?type=10）、融创中国校园招

聘页面、前程无忧校园招聘主页、应届生首页关注您感兴趣的职位，并通过官

方招聘门户（hr.sunacservice.com）、融创服务 HR微信公众平台、融创校园

招聘公众平台（融誉生计划）在线投递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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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测评：简历投递后，测评邀请将自动发送至邮箱，请于简历投递后 2周内，

于电脑端完成测评。 

空中宣讲会：9月中下旬，通过应届生求职网平台启动融创服务空中宣讲会。 

线下座谈会：9月中下旬至 11月底开展校园线下座谈会，详细行程安排请关注

融创服务 HR微信公众平台； 

面试：分为 AI 初试（线上）、复试、终试三个环节，面试后通过短信或邮件通

知下一轮面试安排。 

录用：终面结束后七个工作日内通过电话通知录用，并以邮件形式发放 offer，

最终录用者统一参加公司组织的签约仪式。 

签订就业协议：根据院校发放就业协议时间通过电话通知签订事宜。 

六、了解及关注我们 

扫描二维码即可了解更多有关融创服务招聘信息 

融誉生校园招聘简历投递官方门户-移动端      

 

 
  

融创服务-校园招聘 “融创服务 HR”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