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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于2000年11月，苏大教服集团旗下龙头企业； 
 

 发展战略：高端、高校、总包（两高一总）； 
 

 市场布局：北京、天津、上海、吉林、河北、山东、山
西、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贵
州、四川、陕西、甘肃、新疆和江苏等二十二个省市； 
 

 服务类型：高校、金融机构、医院、科研院所、产业园
区、城市综合体、城市公共项目、企事业单位办公楼宇。 

1.1公司介绍 



1.2中高层成员 

 大专及以上管理人员2000
余人； 

 公司中高层以上领导干部
190人； 

 40岁以下青年干部占75%; 
 中层干部中大学毕业首次

就业或满5年的占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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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006 

2013 

2014 

2016 

2017 
2000年 
 公司成立 

2006年 
 成为全国高校后勤系统首

家一级资质物业企业 
 

2013年 
 首次位列“江苏省物业服务

行业综合实力50强”第一名 

2014年 
 荣获苏州市质量奖 
 

2.1发展历程 

2016年 
 荣获苏州市市长质量奖 
 

2017年 
 荣获江苏省质量管理

优秀奖； 
 实现中国校园服务服

务百强企业二连冠； 
 全国物业服务百强企

业第25； 
 
 

2018 

2018年 
 获江苏省长质量奖 
 实现“江苏省物业服务行业综合

实力50强”第一名六连冠 
 成功申报国家级“高校物业服务

标准化试点” 

2020 

2020年 
 连续 六 年 入围“物业服务企

业综合实力”前五十强 
 荣获“2020学校物业服务领

先企业”称号，位列榜首 



2.2资信荣誉 



2.3领导关怀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巡视员葛华调研公司信息化建设 

江苏省住建厅原副厅长、省房协会长杜学伦指导工作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会长程天权到公司参观 

苏州市政协主席周伟强到公司考察 



综合物业 
管理服务提供 

后勤服务 
全领域 

项目管理诊断、
流程再造 

非核心外包
及特色服务 

东吴物业在后勤服务领域致力于成为 
“物业保障服务集成供应商” 

2.4服务内容 

 
管理服务规

划咨询 

项目资产管理
与能耗管理 配套商业规划、

招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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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类物业服务已经成为东吴物业最

主要、最成功的业务之一； 

 被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评为“高校单项

特色服务企业”（全国仅两家）； 

 目前服务高校及各类办学机构150余个； 

 服务了30%的“双一流”高校。 

3.1高校项目 

复旦大学 天津大学 

南开大学 山东大学 武汉大学 

南京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苏州大学 华侨大学 

东南大学 



3.2科研院所项目 

苏州纳米技术 
国家大学科技园 



3.3高端项目 
①商业办公类： 



3.3高端项目 
②政府行政单位类： 



3.3高端项目 

③金融机构： 



④医疗机构类： 

3.3高端项目 



3.4高端项目 

⑤城市公共类： 



3.5案例——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枫林校区 

 校区占地288亩，服务面积达28.6万平方米； 

 服务教师515人（含院士11人）、在校学生5546人（本科生3150人，研究生2396人）、留学生150人（本科生110人，研究

生40人） 



重大活动保障——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90周年庆保障 

3.5案例——复旦大学 



重大活动保障——协助公寓学生回迁 

 历史8天，每天55人次助力，服务时长12小时； 

 累计协助搬运行李2.1万余件，劝阻各类违章电器进楼30余次。 

3.5案例——复旦大学 



应急预案演练与应急活动保障 

3.5案例——复旦大学 



信息化建设——打造学生公寓服务驿站 

3.5案例——复旦大学 



信息化建设——建立微信公众平台 

3.5案例——复旦大学 



标准化建设——打造“六T”公寓 

3.5案例——复旦大学 



服务育人——资助留学生、贫困学生 

3.5案例——复旦大学 



领导慰问与肯定 

3.5案例——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慰问东吴物业工作人员 

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许征与东吴物业工作人员合影 



3.5案例——西交利物浦大学 

位于江苏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科教创新区，是经中国教育部批准、由西安交通大学和英国利物

浦大学合作创立的，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士学位和英国利物浦大学学位授予权的中外合作大

学。学校现有10000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余名教师，其中

80%的是外籍教师。 



 
安全管理   

 

 
保洁服务   

 

 
客服服务   

 

 
工程管理 

 
餐饮服务 

基础服务 

物业基础服务：给全校师生提供总包服务，满足国际化学校以教学科

研为导向的基本服务需求 

3.5案例——西交利物浦大学 

 基础服务 



3.5案例——西交利物浦大学 

 
实验室辅助管理 

   

 
教室管理   

 

教学辅助 

 
考试辅助管理服务 

学校认为：任何组织的资源和精力是有限的，大学应集中有限资源和精力提升

科研和教学水平，教学科研之外的业务（非核心业务）都可以外包给物业公司 

 
图书馆辅助管理 

 

 教学辅助 



3.5案例——西交利物浦大学 

商业招租 超市经营 

24小时自助售货服务 

 
纪念品商店 

茶室经营 

 
 

提供全方位、多样化商业管理 

 商业管理 



3.5案例——西交利物浦大学 

资产盘点 

资产发放 

资产选购 

 
 

提供全方位的资产采购、规划、检查及盘点等服务 
 资产管理 



3.5案例——西交利物浦大学 

酒店运营：前厅、客房、会议等一体化服务  酒店运营 



3.5案例——西交利物浦大学 

以FMS（非核心业务外包）服务模

式，提供专业、优质服务。 



3.5案例——西交利物浦大学 

 让业主集中有限的资源和精力从事教学和科研，尤其适合快速发展

的学校和新成立学校（或新校区）的需求； 

 

 让专业的服务公司（有学校背景和服务经验）来从事非核心业务外

包既能提高学校的后勤服务和管理效率，又能节省成本支付，减小

和规避相关风险。 

 FMS能给业主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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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化建设——标准化 

 编制企业标准：先后发布了保洁、安保、工程、客服等条线物业作业标准 
 

 参与团体标准编制：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物业管理指南-高校物业管理指南》；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高等学校物业管理服务规范》 
 

 承担行业标准试点项目：省级《江苏省高校物业服务标准化试点》、国家级《
高校物业服务标准化试点》 

4.1品质立企 



①四化建设——机械化 

 先后投入近5000万元购置开发机械化工具，覆盖保洁、保安、工程设备、绿

化等各大业态，提升了品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人均劳动生产率提高近20%。 

4.1品质立企 



①四化建设——信息化 

 坚持引进与自主开发相结合，目前已拥有软件著作权九项专利证书。 

 公司在项目管理上开发了智慧云管理系统（云物联、云管理、云能耗、云安防、云
监控、云教育）东吴e家APP，实现对服务对象设施设备运行状态实时采集，异常状
态告警推送、自动派单，在线跟踪与记录等功能。 

 在财务、人事、办公、集采等内部管理上引进并开发了ERP系统。 

 公司的管理与运行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信息化水平位居行业前列。很多用户都主动
要求提供专业的信息化服务。 

 

4.1品质立企 



①四化建设——专业化 

 目前已形成由2000多名大学生和从全球“五大行”等社会企业引进的人才组

成的专业管理和技术队伍。 

 承担中国教育后勤协会委托的专业培训任务和多项重大课题的研究。 

 成立专业化公司，为业主提供专业的设备检测服务和咨询顾问服务。 

 公司为几百个业主单位提供的专业化服务得到了广泛的好评。 

4.1品质立企 



 客户至上、员工为本 

 主动、热情、优质、高效 

 成立后勤研究院、培训学校 

 扁平化管理 

 划小核算单位 

 加强三个共同体建设 

 引入竞争、合作、风险防范机制 

 介入PPP模式 

 实践FMS非核心业务外包 

 申报知识产权 

 论文、课题、著作等 

②持续创新 

4.1品质立企 



坚持从学习型组织向研发型组织转型 

行业内首家成立后勤研究院 

 2019年度开展各类研究近50项，参加研究人员达500多人。 

4.1品质立企 



行业内首家成立后勤研究院 

 出版专著2本 

 内部印发管理规范1项 

 市级以上媒体刊发6篇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2项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课题一等奖1个，二等奖2个 

 核心期刊公开发表文章5篇 

4.1品质立企 



③转型升级 

 

 
团队转型 

 
 

 

 
企业转型 

 

 

 
项目转型 

 

 

 
质量转型 

 

       公司以“四化融合”为抓手，立足持续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坚持从传统物业管理向
产业链上游——物业高端综合集成供应商转型。 

4.1品质立企 



打破了五大行等跨国公司对高端市场的垄断 

苏州城市生活广场 

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苏州奥体中心 

       成为众多大型高端项目的集成供应商。 

交通银行苏州分行 

中国移动苏州研发中心 

4.1品质立企 



打破了五大行等跨国公司对高端市场的垄断 

       成为苏州众多大型高端项目的集成供应商。 

中国移动苏州分公司 

恒丰银行苏州分行 苏大附属儿童医院 

江苏银行苏州分行 中科院纳米所 

吴江公安局 

4.1品质立企 



4.2人才兴企 
以建设“事业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制定员工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为员工提
供没有天花板的发展空间。 
 
1、加强校企合作设立东吴定向委培班 
2、加大校园招聘和人才招聘力度 
3、成立培训学校，建立苏州物业行业的消控室、消防水系统、智能楼宇等专业实训室 
4、引导员工职业生涯发展规划，落实指导员，并以“两师三证”为抓手，组织员工培训、轮岗实
习、挂职锻炼。 
 



4.2人才兴企 

操作能手竞赛 

管理培训 技能竞赛 技能笔试 

各类培训 

项目经理培训班 “百人计划”培训班 



4.3文化强企 

1 

2 

3 

4 

诚信、务实、和谐、致远 
价值
观 

主动、热情、优质、高效 
服务
宗旨 

追求卓越，崇尚诚信，提供优质服务；
满足顾客与法律法规要求 

质量
方针 

积极探索后勤社会化改革之路，做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探索者、推
动者、领跑者，成为大型单位后勤服务的最佳供应商和新型管家。 使命 

把东吴物业公司建设成为具有教育属性、学习型组织特征，
具有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化现代服务型企业 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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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文化强企——坚持姓教 服务育人（对外） 

功德录 

服务育人 

 设立员工功德录，引导员

工助人为乐、拾金不昧、

爱岗敬业、见义勇为，传

递正能量。 
 

 1 员工“功德录” 

 将集团服务育人的品牌活

动融入校方校园文化建设

中，共建文化精品。 

  服务育人 

坚持姓教、服务育人 



4.3文化强企——坚持姓教 服务育人（对外） 

苏大好阿姨——陈秀英 苏州好人—周宏祥 

最可爱园区人—陈宝华 网红讲解员—周剑 

 根据“功德录”，评选“东吴好人”，树立典型和榜样 



4.3文化强企——坚持姓教 服务育人（对外） 

2宿舍文化节 

天津大学 苏州大学 福州大学 

独墅湖高教区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邮电大学 

按照“安全公寓、文明公寓、绿色公寓、便捷公寓、爱心公寓”的标准，
在20多所高校开展，结合学校特色，设计契合本校文化的活动，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引导积极健康的大学生生活。 
。 

 

服
务
育
人
品
牌
活
动2

 



4.3文化强企——坚持姓教 服务育人（对外） 

已连续举办8年，10余种后勤岗位提供体验，合计约3000名学生参与。 

3走进后勤 开展“大学生走进后勤”系列活动，为大学生提供宿舍值班、花卉养护、
楼宇管理等数十种体验岗位，为大学生成长成才养成教育贡献力量。 

 服务育人品牌活动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讲座 岗位体验 花卉养护 



4.3文化强企——坚持姓教 服务育人（对外） 

设置真情服务箱 

4真情服务 

将每年3月定位公司“真

情服务月”，结合“学雷

锋活动”，为学生提供爱

心缝补、心理咨询疏导、

温暖粥等活动。 

 服务育人品牌活动4 

苏东吴服务驿站 温暖粥 心理咨询疏导 

打气哥 爱心缝补 



4.3文化强企——坚持姓教 服务育人（对外） 

5资助育人 设立东吴奖助金、苏东吴爱心慈善基金，设置兼职岗位、服务信息员等，
每年投入20余万元，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 

 服务育人品牌活动5 

设立东吴奖助金 设立“苏东吴”慈善基金 设立兼职岗位 



4.3文化强企——员工为本（对内） 

爱心帮困基金——点亮每一个困难员工家庭 
员工捐款和集团行政出资，1:1共同组成爱心帮困基金池。设立5年，形成了完善的管理制度和使用流程，累计帮助困难职工600余人

，发放援助金额100余万元。 

外来务工子女夏令营——让更多的留守家庭团圆 
自2012年开始举办，连续5届，总投入约25万元，让130余个家庭团圆，获得员工、子女的认可，获得多方媒体的关注与报道。 

员工生日会 
公司为基层员工定期举办集体生日会，给员工给员工“家”的温馨。  



4.3文化强企——员工为本（对内） 

员工慰问 爱心帮困基金 外来务工子女夏令营 

员工退休仪式 文娱活动 员工生日会 



组织献血 

4.3文化强企——社会责任 

天津塘沽爆炸后 
组织献血 

新疆分部给木开队幼
儿园孩子送六一礼物 

新疆分部慰问戍边
战士 

福大项目部探望善恩
园儿童 

新疆分部解决村民吃
水难题 



面向未来 

05 



5.1考察见闻 

MD安德森癌症中心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乔治·梅森大学餐饮项目 

2018年6月15~27日，公司组团赴美国参观[多次组织

人员去香港、日本等高校后勤考察]考察物业项目，

先后参观了10所高校、1所医院、写字楼等业态项

目，收获良多。本土物业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必须

面向未来，学习和应用高标准，不断追求高质量。东

吴物业在此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目前，大多数高端项目仍由外资企业提供

服务。本土企业仅能从外企分包的低端服

务中“分一杯羹”。 苏州IFS国际金融中心 

东方之门 

5.2存在差距 



5.3对标国际 

昆山杜克大学 UWC常熟分校 

西交利物浦大学 

东吴物业围绕“高校、高端、总包”的

发展战略目标，坚持向后勤服务链的上

游发展。在为西交利、UWC、高校留学

生服务中积累了经验。 



5.3对标国际 

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从中低端服务向前期咨

询、策划、能源合同管理、绿色校园建设

等中高端物业管理转型，并开始涉足PPP项

目。真正成为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探索

者、推动者、领跑者。 



观 
看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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