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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弘陽集團有限公司
弘陽創立於1996年，主營業務涵蓋商業運
營、地產開發、物業服務、資本運營等，
致力於成為受人尊敬的美好生活創造者。
集團旗下弘陽地產(01996.HK)和弘陽服務
(01971.HK)在香港主板上市。

弘陽集團秉持「商業地產雙輪驅動、物業資
本兩翼並舉」的「雙輪雙翼」發展戰略。雙輪
著重發揮商業與地產的協同效應，相互賦
能、相互促進，打造差異化競爭能力，雙
翼以助力商業與地產雙主業，打造更加完
整的產業生態閉環。

聯絡我們

截至2021年6月份銷售表現

弘陽地產2021年首六個月合約銷售金額達人民幣491.5億元，六月份合約銷
售金額為人民幣95.44億元

2021年6月份，集團地產合約銷售金額為人民幣95.44億元；銷售面積為552,127平方米；
平均銷售價格為每平方米人民幣17,285元

2021年1–6月，集團地產實現累計合約銷售金額為人民幣491.5億元；累計銷售面積為
2,904,796平方米；平均銷售價格為每平方米人民幣16,920元

月度合約銷售表

月度銷售（2020年1月–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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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愛同行│弘陽公益向廣佛抗疫一線捐贈物資

日前，廣佛新冠疫情防控形勢嚴峻複雜，作為深耕廣佛，富有公益大愛之心與社會責
任感的溫度企業，弘陽地產廣東區域于6月6日迅速向在建項目所在地附近的禪城區張
槎街道海口社區衛生服務站捐贈一批物資，向奮戰在抗疫一線的工作者致敬。

正值廣東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關鍵時期，廣州、佛山各區街道及社區的醫務
人員、社區工作人員、志願者等克服艱苦條件，奮戰在防控一線，晝夜接續地進行核
酸檢測和疫情防控工作。佛山部分街區因疫情影響執行封閉或封控閉環管理，每日刷
新的疫情動態與現場畫面，牽動每一個人的心。

作為有責任有擔當有溫度的企業，在社會面臨危急之時主動伸出援手是義不容辭的責
任。在瞭解佛山張槎社區醫護工作壓力大，物資緊缺的情況後，弘陽地產廣東區域即
刻組織志願者團隊，高效完成採購運輸工作，購買防護口罩、礦泉水、功能飲料等一
線急需物資，第一時間捐贈至佛山禪城區張槎街道海口社區衛生服務站，用於保障一
線工作人員在疫情防控時期的安全，助力打贏疫情防控狙擊戰。

心更近，行更遠。作為一家崇尚大愛精神的溫度企業，弘陽集團責無旁貸。自新冠肺
炎疫情爆發以來，弘陽集團快速設立專項基金抗擊疫情，累計向抗疫一線捐資1,500萬
元。2020年奔赴湖北多地捐贈防疫物資；與國內領先的醫學診斷獨角獸企業上海思路
迪合作，向孝感、鄂州定向捐贈500萬元建立兩座臨床分子診斷實驗室，助力開展新冠
病毒和流感病毒等檢測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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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槓商業」的打造法則，南京弘陽茂如何引領年輕消費新趨勢

年輕化正在引領一次新的時代變革，在商業領域亦是如此。當下Z世代崛起下所蘊藏
著的巨大消費潛力，成為了推動商業升級與變革的全新驅動力。體驗消費時代下，如
何把握年輕消費力的商業引力？「誘惑」Z世代年輕人的到訪？成為運營者們所面臨的
又一次「大考」。誰能率先交出一份「非標準答案」，誰就能在新一輪的商業競爭中佔取
先機。基於多年來對南京商業的深入研究和對消費趨勢的實時洞察，近期剛剛完成升
級調改的南京弘陽茂，就為行業提供了一份完美的借鑑模板。通過對項目場景、空間、
品牌等多角度的調整，為「愛玩」的年輕消費群體打造了一個真正符合他們心意的商業
空間。

01- ▽-
 聚焦「年輕力」 
 以需求為核心豐富消費體驗

那麼，對於「挑剔」的年輕人，南京弘陽茂又是如何去「種草」？首先，在品牌矩
陣的構建上。眾所周知，消費升級的大背景下，正在崛起的年輕消費力，在需
求多元化消費的同時，也重視對於品牌高品質、高性價比的追求，當然消費體
驗也是關鍵因素。為了迎合周邊年輕消費者的潛在需求，南京弘陽茂針對不同
消費者進行差異化的業態品牌調整。在此次升級調改中，不僅保留了一些經得
起市場和時間檢驗的優勢品牌，同時還引入了超50家高品質品牌，涵蓋餐飲、
零售、數碼、服飾、娛樂等全業態，希望通過多元化品牌形成聚合力，直接觸
達「Z世代」用戶內心，打造年輕人的消費終端。

02- ▽-
 「斜槓商業」締造法則 
 順應時代趨勢搶佔消費者心智

當然，想要準確的抓住這群年輕消費者，單單依靠品牌的力量並不夠。相比較
單純的購物消費，「Z世代」消費者更注重對消費體驗的感受，喜歡看「網紅」的他
們，也更向往成為「網紅」。所以除了多元化品牌的引入之外，如何去搭建一個
值得打卡、能夠成為網紅地標的場景，成為了當下商業場景打造成功與否的關
鍵。畢竟作為「斜槓青年」的他們也更向往擁有多元場景和內容的「斜槓商場」。
（註：斜槓青年指擁有多重職業和身份的多元生活的人群）作為與南京年輕一代
消費者們共同「成長」的南京弘陽茂，自然深諳其中的法則。除了在不斷強化其
品牌價值的獨有吸引力外，還始終保持「主動」的姿態，通過多維場景內容的注
入與更新，來吸引城市年輕消費者的關注，佔領消費者心智。

從業態品牌的更新，到場景空間的優化，再到獨有商業引擎的打造，南京弘陽
茂用實際行動證明其強大的運營管理能力。

相信隨著全新品牌的入駐、商業場景的全面升級以及未來世界遊樂場的改造，
南京弘陽茂將以全新的形象，抒寫南京商業新的華彩篇章，為城市商業的升級
帶來更多創新思維和全新打法，持續釋放城市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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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陽家居生活mall再下一城 四大亮點刷新商業新格局

5月底，弘陽商業集團與山東華派實業有限公司正式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在市中區共同
打造棗莊首家全業態家居生活Mall— 弘陽家居棗莊華派項目。

自簽約以來，弘陽家居動作頻出，僅一個月時間就完成店招字及外立面改造，加速項
目招商籌開進度。作為弘陽家居山東第二家、全國第二十三家門店，弘陽家居棗莊華
派店全新定位棗莊家居市場，引領市場潮流，形成虹吸效應，將全面提升棗莊家裝行
業格調。

據悉，目前項目定位及業態規劃已全新出爐，四大亮點勢必將刷新棗莊商業新格局！

亮點一：全新定位立體商業 
聚焦泛家居生活購物中心

伴隨著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單單靠家居產品來吸引消費者已難以形成長期
穩定的客流。棗莊店有鑑於此，將持續進行業態規劃升級，除了建材傢俱板塊外，還
將引入商超、影院、餐飲、文娛等業態，轉變為泛家居購物超級航母，以家居設計、
服務為基礎關聯進行行業間資源整合，打造吃喝玩樂式家居生活消費場景，以創新垂
直立體商業模式帶動整個商場的消費力。從長期角度看，該經營模式前景廣闊。

可以說，弘陽家居棗莊華派店的出現極大程度上填補了區域內泛家居生活商場的空白，
同時也滿足了當地消費者對於中高檔建材家居品牌的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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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點二：全新定位立體商業 
聚焦泛家居生活購物中心

弘陽家居棗莊華派店位於市中區城市主幹道光明大道與衡山路交匯處，處於新老城區
交界處、城市規劃發展區，區位優勢明顯。總建築面積7萬平方米，地上四層，地下一
層。周邊交通便利，不僅門口就是BRT中轉換乘中心+公交換乘中心，場內還有500+個
停車位，省去排隊煩惱，方便自駕出行。同時，新高鐵站也在規劃中。

亮點三：管家式全案服務 
沉浸式安居實景體驗

依託于集團品牌深厚的資源整合力，弘陽家居致力於打造上下游關聯產業及服務的生
態大平台，形成一主兩翼的企業發展戰略，主力產品線盒子型「弘陽家居」主題商場已
佈局全國14個城市，還持續孵化互聯網家裝「家Fun」平台，打通地產與家居的行業整
合壁壘。2020年起啟動「新家居」戰略，以「品質、運營、服務」三大品牌資產為依託，
聚焦「引流平台」和「優化服務」兩大變革，持續賦能平台商戶，粘合商業未來。同時，
推出三大服務政策、十項便民服務，以更高標準提升消費者的購物體驗。在「新家居」
戰略的加持下，弘陽家居近期與顧家、喜臨門、索菲亞、慕思、雅蘭、左右、芝華仕等
行業頭部品牌成功達成戰略合作，發展持續提速，穩步向前。

亮點四：500強企業品牌背書 
25載運營經驗沉澱

弘陽集團創立於1996年，中國企業500強，業務涉及商業運營、地產開發、物業服務、
資本運營等。2018年7月12日，旗下弘陽地產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2020年7月7日，旗
下弘陽服務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弘陽商業依託弘陽集團地產、物業的產業聯動優勢，
重點打造了弘陽廣場、弘陽家居兩大主力產品，目前已在購物中心、家居建材、主題
遊樂、社區商業、星級酒店等領域積累了豐富的運營管理經驗。目前，弘陽家居全國
共開發運營逾23個項目（含籌建），累計持有商業管理面積近400萬平方米，年銷售總
額超300億元。

25年來，弘陽始終堅持精耕細作的戰略，秉持匠心精神對每一個項目從開業乃至後期
運營嚴控標準與要求。在未來項目運營中，弘陽家居將持通過與各方合作，積極實現
資源互補、相互賦能，從而得以讓自身及合作伙伴實現快速穩健發展，並在更高層次
上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