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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推介仅作参考用途。本推介乃银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银城国际”或“本集团”）仅就其业务

通讯及一般参考而编制，并不整体或部分构成认购银城国际或其任何附属公司之任何证券之要约；

或招揽任何对本集团证券认购或发售之要约。就其本身而言，本推介并不属于，或并不会成为接收

本推介之任何人士之任何合约或承诺之依据。使用或依赖所有有关数据之前，请咨询专业顾问意见

。本推介仅属简介性质，并非本集团、其业务、现时或过往经营业绩或未来业务前景之全面描述。

本推介并不涉及任何明示或隐含保证或申述。本集团明确表示不会就因使用或依赖本文之任何数据

（不论财务或其它数据）而引致之责任负责。

未经本集团事先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修改、复制、公开展示、公布或分发这些材料或者以其

他方式把它们用于任何公开或商业目的。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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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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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在江苏省地产开发商中蝉联

第二1，2018年，被评为中国房地产

百强企业第93名2

拥有超过16年的物业开发经验，截至
2019年06月30日拥有34个已竣工或处
于不同开发阶段的地产开发项目，总

建筑面积近400万平方米，应占集团

权益土地储备超过346万平方米

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100强、江苏省

十大房地产开发商，年度最具匠心
房企，全国健康建筑二星设计标识

，中国房地产住宅项目品牌价值
Top10

银城国际
一家于中国发展成熟及专注于在长三角地区开发优质住宅的房地产开发商

附注：1.颁发组织/机构：江苏省房地产业协会
2.颁发组织/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中国指数研究院

品种广泛的优质物业 标准化的开发流程

项目选址，可行性研究及土地收购

项目建设，采购及质量控制

销售及营销

交付及售后服务

项目规划及设计

充足的土地储备

土地储备细分
（截至2019年6月30日)

五个住宅物业产品系列

颐系列 让长者客户享受轻松及健康的生
活方式

尚系列 专为年轻客户所打造

致系列 专为注重功能与便利性的中等收
入家庭所打造

中系列 专为追求舒适及品质的改善型客
户所打造

和系列 专为追求豪华家居和独特生活方
式的高收入家庭所打造

76%

24%

附属公司 联营公司及合营企业

37%

18%4%
2%

11%

4%

18%

3%3%

南京 无锡 苏州 杭州 镇江

徐州 马鞍山 合肥 台州

2019年3月6日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立足南京，扩张至长三角地区 业绩优异，经验丰富 服务优质，屡获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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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合约销售额同比翻倍

城市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个月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个月

销售面积
（平方米）

合同金额
（人民币千元）

合约平均售价
（人民币元/平

方米）

销售面积
（平方米）

合同金额
（人民币千元）

合约平均售价
（人民币元/平

方米）

合约销售百分
比（%）

南京 48,257 1,134,007 23,499 236,276 3,891,060 16,468 49.3%

无锡 50,681 966,595 19,072 117,999 1,617,880 13,711 20.5%

苏州 - - - 38,533 919,390 23,860 11.6%

杭州 - 225,850 35,878 6,295 225,850 35,878 2.9%

徐州 - - - 43,761 383,350 8,760 4.9%

合肥 - - - 8,239 115,980 14,077 1.5%

镇江 3,197 50,270 15,725 19,090 296,810 15,548 3.8%

马鞍山 4,442 53,310 12,000 42,786 448,730 10,488 5.7%

总计 106,577 2,204,182 20,682 512,979 7,899,050 15,398 100.0%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
个月

集团录得合约销售人民
币7,899.1百万元，较二
零一八年同比增长

258.4%，乃主要由于

总合约销售建筑面积增
加至约512 ,979平方米
，较二零一八年同期的
建筑面积约106 ,577平

方米增加约381.3%。

合约销售平均售价约为
人民币15,398元/平方
米，而二零一八年同期
为人民币20,682元/平
方米。该减少主要是由
于本期间开盘项目均价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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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上半年收入大幅提升 集团毛利显著提升

收入 毛利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108.6

3,739

1H2018 1H2019

58 

450 

1H2018 1H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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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权益 总资产

资产规模稳步提升

2,410

3,293

2018.12.31 2019.6.30

25,540

30,853

2018.12.31 2019.6.30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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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地产开发业务自2002年从江苏南京起步。过
去十六年来，成功将业务拓展至长三角地区的其他

城市，包括无锡、苏州、镇江、杭州、马鞍山
、徐州、合肥及台州

▪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应占总土地储备约

3,993,507平方米，其中75.78%由上市集团的附属公
司开发，24.22%由公司的合营企业及联营公司开发

立足南京，面向长三角地区扩展的发展战略

项目名称 总建筑面积1 占比

苏地2017-WG-68地块 17,921 0.45%

依澜郡 489,550 12.26%

宜地(2018)49号地块 28,664 0.72%

樾溪臺 119,975 3.00%

合计 966,869 24.22%

项目名称 总建筑面积1 占比

悦见山 100,840 2.53%

苏河湾 79,329 1.99%

苏地2017-WG-66地块 20,503 0.51%

南官印 106,640 2.67%

白马澜山 3,447 0.09%

附属公司项目

项目名称 总建筑面积1 占比

钟山晶典 10,457 0.26%

长岛观澜沁园 598 0.01%

长岛观澜汐园 125 0.01%

一方山 8,927 0.22%

蓝溪郡 4,301 0.11%

君颐东方 137,450 3.44%

KinmaQ+社区 7,850 0.20%

东岳府 14,148 0.35%

云台天境 220,957 5.53%

铂悦源墅 128,717 3.22%

江山御 40,981 1.03%

2017G63宁海路地块 48,524 1.22%

荟见未来 652,872 16.35%

江苏山推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

104,742 2.62%

天元世家 26,963 0.68%

京梁合 74,387 1.86%

东樾府 173,923 4.36%

惠山国际社区 273,141 6.84%

澄地2018-C-18号地块 155,252 3.89%

原溪 37,203 0.93%

云谷天境 92,037 2.30%

致享城 151,066 3.78%

盛唐府 201,763 5.05%

樾府 228,110 5.71%

天境 232,143 5.81%

合计 3,026,637 75.78%

合营企业及联营公司项目

附注：1.总建筑面积等于下列各项的总和：(i)已竣工物业的可供出售总建筑面积及可出租总建筑面积；(ii)在建物业的总建筑面积；及(iii)持作日后开发物业的总建筑面积。就公司合营
企业及联营公司持有的项目而言，总建筑面积将根据公司于各项目的股权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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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

2018年

▪ 依澜郡项目为银城国际首次首次进军马鞍山住宅物业
市场

▪ 云谷天境项目为银城国际首次进军杭州住宅物业市场

▪ 盛唐府项目为银城国际首次进军镇江住宅物业市场

▪ 致享城项目为银城国际首次进军徐州住宅物业市场

▪ XZQTD237号地块项目为公司首次进军合肥住宅物业
市场

2002年

▪ 订立西堤国际项目相关地
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授出
合同，此项目其后获得多
个奖项

2015年

▪ 君颐东方项目为银城国际
首次进军中国养老市场。
此项目其后获得多个奖项

2017年

▪ 原溪项目为银城国际首次
进军苏州住宅物业市场

2016年

▪ KinmaQ+社区为银城国
际首次进军中国青年住宅
市场

2016年

▪ 订立云台天境项目相关地
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授出
合同，此项目其后获得全
国健康建筑二星设计标识
等多个奖项

2005年

▪ 山语银城项目为银城国际
首次进军无锡住宅物业市
场

2019年

▪ 银城地产集团荣获「中国
地产数字化领军企业」大
奖，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
全国品牌房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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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投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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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备强大的开发及运营能力
和标准化的房地产开发程序，
以加快周转及促进高效营运

5.在大部分营运所在城市的优越
位置拥有充足的土地储备以供

未来发展

4.提供优异的客户服务并与客户
维持密切关系，提高「银城」

品牌的认可度

1.在开发住宅物业领域拥有良好
的业绩及口碑

2.专注于开发「全龄宜居、健康
舒适、智慧便捷」的优质物业

6.专业、稳定及经验丰富的管
理团队及忠诚勤奋的员工

银城国际
一家于中国发展成熟及专注于在长三角地区开发优质住宅的房地产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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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和嘉许 品牌项目

高于南京市的平均售价

西堤国际 君颐东方

附注：1.根据仲量联行行业报告

▪ 基于过往业绩及声誉，银城国际的物业定价能够高于所在城市的物
业平均售价水平。

▪ 于2017年，银城国际住宅物业的平均售价比2017年南京全市住宅平

均售价高118%1

在住宅物业领域拥有良好的业绩及口碑1

▪ 西堤国际-2006年度河西板块楼盘
销售综合实力冠军

▪ 银城西堤国际-2006年度河西板
块楼盘销售综合实力冠军

▪ 西堤国际-国家绿色建筑示范工程

▪ 2009-2010年度中国房地产诚信企业

▪ 西堤国际-南京市最佳人居楼盘

▪ 南京楼市紫金榜-南京房地产实力品牌奖

▪ 君颐东方-中国房地产住宅项目品牌价值
Top10行列

2017

▪ 最具匠心房企

▪ 君颐东方-全国健康建筑二星设计标识

▪ 南京房地产年度红榜企业-金旗奖

2019

▪ 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排名93）

▪ 江苏省十大房地产开发商（综合实力）

▪ 云台天境-全国健康建筑二星设计标识

2016

2015

2012

2011

2007

2006

2018

▪「中国地产数字化领军企业」大奖

▪蝉联江苏省房地产开发综合实力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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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住宅物业 向全龄客户提供高品质开发物业、配备全龄会馆区域

提供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及社区智能系统

高层住宅

多层住宅

低密度住宅

▪ 五个住宅物业产品系列

▪ KinmaQ+社区

▪ 「君颐东方」

▪ 「全龄会馆区域」

▪ 运用节能、健康、绿色的设

计理念

▪ 银城国际的「君颐东方」及
「云台天境」项目分别于2017

年及2018年获授予「健康建筑
设计标识证书」

▪ 在为青年人开发的物业项目银
城KinmaQ+社区，银城国际正

与腾讯合作开发社区智能系
统，提供与智能家居技术相结

合的商业公寓及公共娱乐中心

专注于开发「全龄宜居、健康舒适、智慧便捷」的优质物业2

「颐系列」、「尚系列」、
「致系列」、「中系列」及

「和系列」

为青年人开发，提供公共娱乐中心

为长者而设，包括安老院及医院等配套设施

配备如健身房、教室、保健中心、
餐厅、读书角等生活配套设施，以

满足全龄客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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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色可开发的城市
及项目

▪ 进行可行性研究

▪ 土地收购

项目选址、可行性研究
及土地收购
(1个月)

▪ 项目营销定位、设
计及开发规划

▪ 成本评估及融资

项目规划及设计
(3个月)

▪ 透过招标过程挑选
及委聘建筑承建商

▪ 取得认证及许可

▪ 项目建设、管理及
质量控制

项目建设、采购及
质量控制

（24至30个月）

▪ 制订销售策略及厘
定售价

▪ 进行销售及预售

▪ 安排客户的付款

销售及营销
(预售为15至20个月，竣工后
销售物业为三至六个月)

▪ 交付物业

▪ 物业管理及售后客
户服务

交付及售后服务
(交付时间为三个月，售后服

务为一至五年)

具备强大的开发及运营能力和标准化的房地产开发程序，
以加快周转及促进高效营运

3

标准化房地产开发程序 强大的执行能力确保成功实施开发流程

目标自土地收购起八个月内开始预售 与第三方软件开发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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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至上”的理念 定期举办夏令营、艺术节及音乐节等

于2015、2016及2017年客户满意度调查1中分别取得
84分、89分、及88分的成绩

附注：1.一间独立第三方机构就银城国际的物业进行客户满意度调查，涵盖售后服务、物业交付
、质量、维护、设计及投诉等范畴

设计阶段

▪ 协助识别设计缺陷以及根据对实际用户过往经验
的了解就设计缺陷提出建议

施工阶段

▪ 与本集团其他部门合作，在展开大规模工程之前
检查建筑工程的施工样板

销售及营销
阶段

▪ 协助审阅宣传及营销材料；检查示范区及样板间；
以及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客户满意度调查

土地获取后

▪ 进行调查以了解目标地区的客户的特点，并于项
目定位规划阶段取得客户的意见

交付阶段

▪ 对物业及配套设施进行检查，并在交付予客户之
前就任何已发现的缺陷进行整改

交付后

▪ 持续跟进业主的任何投诉及查询；聘请第三方机
构进行客户满意度调查，以监察物业质量；以及
维护及优化物业及公共设施

提供优异的客户服务并与客户维持密切关系，提高「银城」
品牌的认可度

4

夏令营 森林音乐节

业主运动会 业主音乐节

体育比赛 业主艺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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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土地储备

支持银城国际持续发展的土地收购能力的因素

逾346万平方米
的权益土地储备

项目储备

镇江

盛唐府
樾府

南京

钟山晶典
长岛观澜沁园
长岛观澜汐园

一方山
蓝溪郡
君颐东方

KinmaQ+社区
东岳府
云台天境
铂悦源墅
江山御

2017G63宁海路地块
荟见未来
悦见山
白马澜山

江苏山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杭州

云谷天境

徐州

致享城

马鞍山

天境
依澜郡

苏州

原溪
苏河湾

苏地2017-WG-66地块
苏地2017-WG-68地块

无锡

天元世家
京梁合
东樾府

惠山国际社区
澄地2018-C-18号地块
宜地(2018)49号地块

合肥

樾溪臺

在大部分营运所在城市的优越位置拥有充足的土地储备以供
未来发展

5

197,670平方米
已竣工可售/可出租总建筑面积

2,842,436平方米
开发中总建筑面积

421,038平方米
未来开发规划总建筑面积

1 丰富的经验及知识

在南京房地产市场获得丰富的经验及知识，令公司能够识别优质土地项目，并
将业务扩展至长三角地区的其他城市

2 招拍挂及收购已持有土地使用权的第三方公司的股权

除透过政府部门安排的招拍挂以外，公司还透过收购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司的
股权向第三方收购地块。收购战略及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让公司可按具竞争力的
成本收购地段进行未来扩张，提高盈利能力

3 已建立良好的声誉及品牌

良好的声誉及品牌让公司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在当地大受欢迎，令公司能够相对
轻松地从地方政府部门收购土地储备

台州

南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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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保华先生–执行董事兼总裁

▪ 马先生于2004年2月加入本集团，并于2018年8月19日获委任为执行董事，负责本集团的整体战略决策、业务规划及日常管理与营运

▪ 于中国房地产或有关房地产行业拥有超过34年的经验。于加入本集团前，马先生于1983年10月至1986年3月任职于鼓楼区城建局（改称鼓楼区建设房产和交通局
），负责基建管理工作，1986年3月至2004年2月任职于南京市规划局，并2003年起任综合处副处长，主要从事规划实施管理工作

▪ 马先生于1983年8月于中国获得金陵职业大学工民建专业文凭，于2001年7月于中国获得南京大学城乡规划及土地管理本科学历，并于2007年9月于中国获得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学位，于2001年5月获得注册城市规划师的专业资格

▪ 于2017年，马先生获新浪财经、乐居、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上海证券报》及《中国企业家》联合评为2017年中国地产经理人100强

朱力先生–执行董事兼副总裁

▪ 朱先生于1995年加入本集团，主要
负责业务运作、客户服务及采购，
于中国房地产行业拥有超过22年经
验

▪ 朱先生于1999年获得东南大学建筑
工程本科学历，于2010年获得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
理硕士(EMBA)学位

王政先生–执行董事兼副总裁

▪ 王先生于2003加入本集团，主要负
责本集团的投资及市场推广，于中
国房地产行业拥有超过14年经验

▪ 王先生于2001年获得南京师范大学
国际工商管理文凭，于2014年获得
南京工业大学行政管理硕士学位

邵磊女士–执行董事兼副总裁

▪ 邵女士于2004年加入本集团，主要
负责本集团的法律、资金及证券事
宜，于中国房地产行业拥有超过13
年经验

▪ 邵女士于2004年获得南京财经大学
会计学文凭及学士学位，于2005年
获得会计师专业资格并于2008年月
获得注册会计师资格

吴伟先生–集团总工程师

▪ 负责本集团的项目管理工作。于
2004年加入本集团，于中国房地产
行业拥有超过13年经验

▪ 吴先生于1983年获得南京金陵职业
大学工民建专业文凭，并于1999年
取得高级工程师的专业资格

刘学茜女士–总裁助理

▪ 刘女士于2015年加入本集团，分管
研发设计及成本管理中心并负责物
业项目的设计及成本控制，拥有超
过17年建筑设计管理经验

▪ 刘女士于2000年于中国南京建筑工
程学院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于
2012年取得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及
高级工程师的专业资格

王颖宁女士–财务总监

▪ 于2018年加入本集团出任财务总监
，拥有超过16年的财务管理经验。
于加入本集团之前，于2001至2018
年于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南京分
所担任审计经理

▪ 王女士于2001年获得中国上海财经
大学财务管理文凭及学士学位于
2007年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

总裁

执行董事兼副总裁

高级管理层

专业、稳定及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及忠诚勤奋的员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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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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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无锡

苏州

镇江

杭州

徐州

马鞍山

合肥
常州

扬州

继续提高在南京的领先地位及战略性地扩充至其他选定城市

▪ 在有经验的市场采取深耕战略，进一步收购优质土地资源并向客户提供多元化物业产品，以加强公司在该地区的地位

▪ 在临近长江经济带、浙江杭州湾区、淮海经济区进行土地收购活动，并积极物色与第三方开发商合作共同开发项目标机遇，以增加银城国际在该等
地区（特别是苏州及杭州）的市场份额

南京

▪ 16个项目（其中14个为附属公司，2个为联
营及合营公司）

▪ 已竣工：190,697平方米

▪ 开发中：1,109,520平方米

▪ 未来开发的规划总建筑面积：184,720平方
米

注：数据截至2019年6月30日

▪ 6个项目（其中5个为附属公司，1个为联营
及合营公司）

▪ 已竣工：28,028平方米

▪ 开发中：602,953平方米

▪ 未来开发的规划总建筑面积：101,350平方
米

无锡

▪ 长三角地区近年人口不断增加，且经济发
展迅速。该地区人口及国内生产总值水平
将支持对住宅物业的殷切需求。公司将在
该等地区的潜在开发项目上，采用目前的
营运及管理模式以及土地收购战略。

下一步拓展计划（2019年及之后）

深耕市场 近期进驻市场（截至2019年6月30日）

1

项目 已竣工
开发中
(平方米)

未来开发
的规划总
建筑面积
(平方米)

苏州

4个项目
（其中1个为附属公
司，3个为联营及合

营公司）

无 154,956 无

镇江
2个项目

（均为附属公司）
无 360,633 69,240

杭州
1个项目

（为附属公司）
无 92,037 无

徐州
1个项目

（为附属公司）
无 151,066 无

马鞍山

2个项目
（其中1个为附属公
司，1个为联营及合

营公司）

无 590,238 131,455

合肥
1个项目

（为联营及合营公司）
无 119,975 无

台州
1个项目

（为联营及合营公司）
无 106,640 无

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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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产品质量及客户满意度

▪ 继续完善房地产开发的设计、施工及销售流程，改善提供的服务，从而提升银城国际的产品质量

▪ 对于可能影响客户使用或生活体验的公共空间问题，整
改率需达到100%；对于预计可能存在的物业维修问题，
整改率应达到85%以上

▪ 需由独立第三方检测公司进行审查，且超过95%的问题应
得到解决

▪ 提交给有关政府部门的信息及法律文件

制定新的交付政策

▪ 优城计划：对最新完成的项目的物业及公共区域的任何
设计及质量缺陷进行整改

▪ 亮城计划：保养及维修已交付十年以上的老项目，以确
保建筑物及公共空间的状况良好

优城计划+亮城计划

▪ 每年对物业进行体检及维修，以延长物业的使用期限

物业体检机制

创新及改善项目配套设施

2

设计

销售施工

▪ 提升建筑及景观设计

▪ 迎合客户偏好

▪ 满足市场需求

▪ 优质承建商

▪ 质量把控

▪ 提升服务质
量

提升产品质量

▪ 研究客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设计出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

▪ 贯彻“品质领先、服务卓越、
绿色节能”的核心开发战略

▪ 开发优质、宜居、环保的物
业产品

改善服务质量

▪ 聘请独立第三方机构进行满
意度调查及神秘访客调查，
评估及监测银城国际的服务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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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拓展与其他著名房企的合作机会，以降低获取土地的资金压力，降低业绩波动风险

▪ 寻求与其他第三方业务伙伴的合作机会，把创新亮点融入银城国际的物业以提供增值服务，并提升客户的生活品质

▪ 在侧重于开发及销售住宅物业的同时，计划在未来挑选自行开发的物业作投资用途

采用多元化的开发策略，使我们的业务发展更加灵活

寻求与第三方业务伙伴合作的机会

长租公寓

持有投资物业

君颐东方–与江苏省著名综合医院合作，打造长者生活社区

KinmaQ+社区–与腾讯合作开发社区智能系统

安老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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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开发流程

第一阶段

▪ 项目选址

▪ 可行性研究

▪ 土地收购

第二阶段

▪ 项目营销定位

▪ 项目设计及开发规
划

▪ 成本评估及融资

第三阶段

▪ 挑选及委聘承建商

▪ 采购

▪ 取得认证及许可

▪ 项目建设、管理及
质量控制

第四阶段

▪ 制定销售政策及厘
定售价

▪ 销售及预售

▪ 客户付款安排

第五阶段

▪ 交付物业

▪ 物业管理

▪ 售后服务

资金管理

▪ 使用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 维持审慎的杠杆水平

▪ 密切监控资金状况

成本控制

保持财务状况与业务增长的平衡，不断提高经济效益

土地成本

▪ 参与招拍挂获取土地

▪ 通过股权并购收购土地

▪ 与第三方业务伙伴合作

建筑成本

▪ 项目开展前进行成本评估

▪ 编制成本分析及预算

▪ 与预先选定的建筑设计公司，承建商
及原材料供应商维持紧密合作联系，
以控制成本并确保施工质量

资金成本

▪ 多元化融资渠道及审慎的资金
管理

▪ 加快资金周转，于目标土地收
购起八个月内开始预售

运营管理

▪ 采用标准化开发流程，提高经营效率

▪ 加强项目管理及执行能力

发行
股份

信托
贷款

发行
债券

银行
货款

多元化融
资渠道

4

▪ 开发具有绿色健康设计理念的物业，从而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市场竞争优势及支持我们的物业价格水平

▪ 在保持物业质量的同时，加快资金周转及提供经营效率

▪ 采用标准化的开发流程并加强我们的项目管理及执行能力



24

5 继续招揽、挽留及激励人才

▪ 致力建立一支具备强大执行能力，且认可公司价值、愿景及企业文化的高素质专业团队

▪ 我们将继续为员工提供系统全面的培训课程，已提升员工的专业知识及技能

管培生
筑梦计划

管理人员
筑能计划

中层管理队伍
筑城计划

董事及高管
筑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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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及客户忠诚度

提升品牌管理能力

开发绿色、健康及智能为一体
的高品质物业

赞助、举办及参与庆典活动

每年为业主举行戏剧、夏令营
、体育比赛、艺术节、音乐节

等活动

6

▪ 公司将致力于开发集绿色、健康及智能为一体的高品质物业，从而保持我们在业界高品质的声誉

▪ 公司计划赞助、举办及参与庆典活动及其他宣传活动，从而提升我们在长三角地区的品牌知名度

▪ 公司也会为业主举办各类活动，以丰富业主的生活及保持与业主的紧密关系

君颐东方 西堤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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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财务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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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6 
5,070 

109 

3,739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2017 2018 1H2018 1H2019

营业收入

644.6

870.9

58.1

449.8

30.8% 34.8%

53.5%
12.0%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2017 2018 1H2018 1H2019

毛利 毛利率

收入及毛利大幅提升

收益大幅增加

人民币百万元

毛利持续显著提升

人民币百万元

• 于期内，集团收益大幅增加，乃主要由于已交付的大量已竣工物业所得收益
•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集团毛利率减少，乃主要由于先前收购两家公司交付楼盘，收购溢价结转至销售成本导致
毛利率较低，以及云台天境项目恰逢中国政府调控楼市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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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8 4,891
6,100

1,342

5,300
4,219

5,660

10,191 10,319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2017.12.31 2018.12.31 2019.6.30

非即期借款 即期借款

6,991

17,398 17,739
1,280

2,124 1,925

8,271 

19,522 19,664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2017.12.31 2018.12.31 2019.6.30

开发中的物业 持作出售的已竣工物业

财务水平明显优化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15,905

25,540

30,853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2017.12.31 2018.12.31 2019.6.30

1,986

2,410

3,292

1,000

1,400

1,800

2,200

2,600

3,000

3,400

3,800

2017.12.31 2018.12.31 2019.6.30

注：1.物业存货包括开发中的物业和持作出售的已竣工物业

总资产快速扩张 总权益持续增长

有息债务维持稳定水平 公司扩张带动物业存货1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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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x
1.3x

1.4x

0.0

0.5

1.0

1.5

2.0

2017.12.31 2018.12.31 2019.6.30

流动比率

现金和流动性管理

1,171.3 
1,589.2 

4,608.2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2017.12.31 2018.12.31 2019.6.3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人民币百万元

现金余额充足 流动比率1保持平稳

• 期内，集团现金的主要用途为支付收购土地使用权、建筑成本、员工成本以及多项经营开支。
• 集团流动比率维持相对稳定

0.98倍

0.32倍

1.28倍

2017.12.31 2018.12.31 2019.6.30

现金与短期债务倍数2大幅提升

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注：2.现金与短期债务倍数=（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受限制现金+已抵押存款）/短期负债



30

2019年6月30日
人民币103.7亿元

杠杆比率显著下降

2.19倍

3.51倍

1.49倍

2017.12.31 2018.12.31 2019.6.30

◼ 短期借款 ◼ 长期借款

2017年12月31日：
人民币56.6亿元

2018年12月31日:
人民币101.9亿元

净负债比率1大幅下降 债务结构优化

41%

59%

24%

76%
52%

48%

利息覆盖率

3.65倍

2.37倍 2.41倍

2017.12.31 2018.12.31 2019.6.30

注：1.净负债比率=（总有息负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受限制现金-已抵押存款）/总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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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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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财务报表



33

财务资料

综合损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止6月30止六个月

（人民币千元） 2019年 2018年

收益 3,739,043 108,637

销售成本 (3,289,217) (50,519)

毛利 449,826 58,118

其他收入及收益 73,472 318,615

销售及分销开支 (115,834) (29,446)

行政开支 (84,051) (149,198)

其他开支 (578) (1,299)

投资物业的公平值收益 200 36,135

财务成本 (76,324) (85,883)

应占溢利及亏损：

合营企业 (7,266) 20,120

联营公司 (410) 87,157

除税前溢利 239,035 254,319

所得税开支 (190,548) (10,852)

年╱期内溢利 48,487 243,467

下列各项应占：

母公司拥有人 6,758 262,018

非控股权益 41,729 (18,551)

48,487 243,467

母公司普通权益持有人应占每股盈利

基本及摊薄 人民币0.01元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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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资料（续）

综合财务状况表

（人民币千元） 2019

6月30日

2018

12月31日

非流动资产

物业、厂房及设备 504,766 362,642

使用权资产 15,756 –

投资物业 812,100 811,900

预付土地租赁付款 255,710 258,430

无形资产 6,048 6,364

于合营企业的投资 86,688 103,739

于联营公司的投资 365,576 281,185

递延税项资产 213,689 199,194

按公平值计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资产

（“按公平值计入其他全面收益”） 150,623 –

非流动资产总值 2,410,956 2,023,454

流动资产

开发中物业 17,738,912 17,397,704

持作出售的已竣工物业 1,924,567 2,123,761

贸易应收款项 4,151 2

应收关联公司款项 812,610 1,184,581

预付土地租赁付款 5,440 5,440

预付款项、按金及其他应收款项 2,261,265 939,409

可收回税项 216,083 145,782

受限制现金 765,127 122,820

已抵押存款 106,375 7,44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4,608,227 1,589,181

流动资产总值 28,442,757 23,51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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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资料（续）

综合财务状况表（续）

（人民币千元） 2019年

6月30日

2018年

12月31日

流动负债

贸易应付款项及应付票据 2,400,493 2,250,325

其他应付款项、已收按金及应计费用 4,494,626 2,908,338

应付关联公司款项 937,234 1,615,416

合约负债 8,179,925 5,274,810

计息银行及其他借款 4,274,299 5,300,063

应付税项 723,595 504,146

财务担保合约 6,289 6,289

租赁负债 11,450 –

流动负债总额 21,027,911 17,859,387

流动资产净值 7,414,846 5,656,734

总资产减流动负债 9,825,802 7,680,188

非流动负债

计息银行及其他借款 6,100,138 4,891,341

递延税项负债 418,176 365,970

财务担保合约 9,433 12,578

租赁负债 5,858 –

非流动负债总额 6,533,605 5,269,889

资产净值 3,292,197 2,410,299

权益

本公司拥有人应占权益

股本 124,119 347

库存股份 (7) (7)

储备 2,234,876 1,568,259

非控股权益 933,209 841,700

权益总额 3,292,197 2,410,2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