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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陽地產集團有限公司2020年
中期業績摘要

營業額
毛利

股東應佔淨利潤

人民幣9,623.8百萬元
人民幣2,434.4百萬元

656.6百萬元

2月28日收市價：
52周範圍：
市值：
已發行股份：
上市日期：

2.75港元；
1.63–3.04港元；

91.42億港元；
3,324,302,000股；

2018年7月12日

基本信息

弘陽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企業融資及投資者關係
電 郵 ：
touzizhe@rsun.com

李永剛先生
聯席公司秘書
021-60556333-80018
liyonggang@rsun.com

李達輝先生
香港公司副總經理
+852 2879 6988
derek.lee@rsun.com

謝琨女士
投資者關係專業副總監
+852 2879 6988
sophie.xie@rsun.com

關於弘陽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01996.HK)

弘陽地產集團有限公司境內實體弘陽置地
（集團）有限公司成立於1999年，是弘陽集
團核心主導產業，2019年中國房地產開發
企業綜合實力47強、發展潛力TOP10。推

進「做透大江蘇、深耕都市圈、做強中
心 城」的區域佈局策略，持續實現穩健、
有質 量的增長。在每座城市，為全齡客
群築就 夢想的人居生活。

聯絡我們

1. 銷售

截至2021年2月份銷售表現

弘陽地產2021年首兩個月合約銷售金額達人民幣115.1億元，二月份
合約銷售金額為人民幣52.09億元

2021年2月份，集團合約銷售金額為人民幣52.09億元；銷售面積為362,470平方米；平

均銷售價格為每平方米人民幣14,370元

2021年1-2月，集團實現累計合約銷售金額為人民幣115.1億元；累計銷售面積為765,744

平方米；平均銷售價格為每平方米人民幣15,037元

月度合約銷售表

月度銷售（2020年1月–2021年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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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弘陽地產新聞

弘陽地產獲多家機構給予正面評級

弘陽地產(01996.HK)再獲資本市場肯定。

海通國際首次發表了弘陽地產的研究報告，並給予優於大市評級，目標價3.39港元。

報告指出，弘陽地產是一家立足於長三角地區，向全國佈局的綜合性地產企業，其主

要從事住宅物業開發和銷售、商業物業投資和運營以及酒店運營。

海通國際推薦弘陽地產，是因為：1、弘陽地產在商業地產開發和住宅地產開發方面均

有豐富經驗，透過雙輪驅動、商住聯動，有助於加強其在收購土地方面的戰略合作，

和有效提升營運質量和效益；2、儘管弘陽地產的合約銷售額在過去數年快速增長，財

務狀況和業務增長之間仍保持著良好的平衡，並且相信，到2021年及以後，可以把資

產負債率降至70%以下；3、弘陽地產總土地儲備有76%位於二線城市，其中長三角地

區占73%，江蘇省占55%。海通國際認為弘陽地產已經在江蘇省建立了良好的品牌知

名度，這有助於其在該地區獲得優質土地。

弘陽地產保持穩健增長，財務和運營效率顯著提升。2020年至今年2月7日，弘陽地產

共計獲得10家境內外機構給予「買入」、「優於大市」評級，包括中信里昂、建銀國際

、 招銀國際、尚乘集團、國泰君安、海通國際等。

同時，弘陽地產的發債利率也在不斷走低。今年1月7日，弘陽地產發行4年期3.5億美

元票據，票面利率7.30%，是截至目前弘陽地產在境外發債利率最低，同時也是弘陽地

產歷史上年期最長、單筆規模最大、賬簿規模最大的一次發行，賬簿高峰期近52億美

元，峰值認購超14倍。這充分體現弘陽地產融資渠道多元化、融資成本持續優化、財

務狀況穩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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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弘陽地產新聞

數字經營 決勝創利│弘陽地產與明源雲達成戰略合作

2月5日弘陽地產&明源雲召開戰略合作簽約儀式，將以「諮詢+數字化落地」的服務

模 式，共同搭建弘陽地產「數字經營平台」，助力弘陽地產戰略目標達成，促進行業

數字 化轉型。

會上，弘陽地產CIO 羅艷兵發表開場致辭，他表示：「在新年即將開始之際，我們還聚

集在一起來召開這個會議，說明雙方對於本次數字化平台的重視程度，希望大家能夠

集思廣益，碰撞出不一樣的思維火花！」

明源地產研究院院長徐穎，發表以《行業新格局下的數字化破局之道》為主題的演講

， 從行業面臨的全新挑戰、數字化轉型的核心價值、關鍵挑戰以及藍圖規劃等幾個

維度 出發，詳細闡述了數字化建設之於房企的重要意義。

明源雲總裁姜海洋表示：「很感謝這些年能夠與弘陽一路合作，弘陽的創新意識與變革

精神值得行業學習。明源相信，未來五年房地產行業格局將發生很大的變化，其核心

原因在於數字化的應用與發展」。

姜海洋說，對於規模化房企而言，數字化建設並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意識與

組織的相互匹配。明源一直有這樣的一個目標：選擇一個有認知、有意識、有意願

的 規模房企，共同打造一個真正的數字化房企。從整個組織來推動，明源也會集合

重裝 部隊，聯合房企攜手打造一個行業級的數字化標桿。這將是雙方合作雙方面對

行業的 重大創新！

弘陽地產總裁袁春表示：「數字化對於企業發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這也是為

什麼今天所有的管理層齊聚一堂參會的原因。現在的行業環境，無論是區域、城市、

客戶、政策都充滿不確定性，而信息化可以帶給我們一些標準化體系，幫助管理人員

從重複性的勞動中釋放出來。我們如果不革自己的命，那麼就會被行業革你的命。對

於企業數字化建設，我們需要明源幫助我們打開思路，跨行業用互聯網的思維去看待

問題。數字化真正的價值在於對我們的組織體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信息化程度提升

一定是匹配著組織能力和專業管控能力的同步提升。你的組織能力體系越強，越有戰

鬥力，你的信息化的程度一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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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弘陽地產新聞

會議最後，弘陽地產與明源雲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明源雲將利用自身深耕地產行業23

年數字化建設經驗、專業專注的研究院力量和整合全球的技術能力，積極向弘陽進行

戰略級合作輸出；弘陽也將積極貢獻自身對數字化建設的理解和過往信息化建設過程

中的寶貴經驗，雙方通力合作，共同搭建行業領先的「數字經營平台」！

伴隨著房企面臨的生存挑戰越來越大，「數字化」已成為房企轉型的必由之路。對於弘

陽地產而言，「數字經營」不僅僅是一場工具層面的迭代與更新，同時也是一場針對企

業戰略、發展的支撐與全面解構，地產「微利」時代降臨，明源雲將始終與客戶並肩

， 共同鍛造房企全新的數字化能力，為其佈局行業新篇而不懈努力。

00級後浪精英來襲，看弘力量的超強續航動力

一路弘途 向陽而生

不平凡的2020年使我們明白：逆境堅持是基礎，無畏衝刺才是天性。弘英生正是以奮

發向上的精神面貌，以超硬核的實力展現新生代力量的光芒。

作為弘陽營銷重點培養的子弟兵，弘陽為弘英生定製了全面人才培養體系，幫助其從

職場新人到骨幹力量的轉變，再到團隊領袖的提升。優秀的弘英生更是弘陽人才培養

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泉新鮮活水是弘陽內部組織淨化的源動力，亦是弘陽未

來發展的中流砥柱和未來領袖。

弘陽秉持「在商言人，誠者致遠」的價值觀。弘陽文化也一直倡導以人才為本，以拚

搏 者和貢獻者為本，堅持健康、拚搏、大愛，堅持務實簡單，以人文關懷輸出家庭

式成 長關愛，助力弘英生們成為弘陽未來戰略實現的營銷綜合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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