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简介 

 
• 天誉置业（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号：00059.HK）是一家

香港上市公司，专注在中国发展高级商业及住宅物业、写字
楼、酒店式公寓及酒店以及物业管理，总部位于广州。 
 

• 截至2017年3月31日，集团旗下的项目分别为： 
 

 4个现有在建项目： 
 

 
 
  

 
 2个潜在土地储备： 

 
 
 

 2个收租商业物业： 
 

 
 

                             
广州洲头咀天誉半岛项目 
广西南宁天誉东盟创客城项目 
广西南宁天誉花园项目 
江苏徐州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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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罗冈项目 
深州光明新区项目 

广州天誉半岛项目-效果图 

投资亮点 

• 位于中国一、二线城市优质黄金地段之多元化地产发展
项目组合。 
 

• 根植广州，布局于具发展商住项目潜力深厚的中国城
市。 
 

• 多个标杆项目已踏入收成期，增强盈利及现金流动性。 

2017年第一季度业务通讯 

广州天誉花园二期商场 
香港安盛中心14楼1402-1405室写字楼 

2016年全年业绩财务概要 

 
• 截至2016年财政年度，本集团收入达到15.08亿人民币，较

上年增加了392%。截至2016年12月31日财政年度止，本公
司拥有人录得应占溢利约为0.93亿人民币，相对上年的亏损
约2.12亿人民币。收入显著增加及转亏为盈的主要原因为天
河项目及首批南宁天誉花园项目于年内落成，并交付予买
家而创出已确认之物业销售额新高。 

 

(千元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收入 1,507,971 306,321 157,870

毛利 311,331 33,928 33,991

凈利溢 /(亏损) 92,918 (211,769) (141,252)

每股盈利 /(亏损)

(元人民币)
¥0.038 (¥0.096) (¥0.064)

毛利率 20.60% 11.10% 21.50%

净债务比率 42.41% 53.60% 51.00%

总资产 13,920,633 10,357,027 6,924,966

现金及现金等值结余 1,794,440 383,255 201,105

股票编号 00059.HK

行业分类 内地房地产开发商

市值 约26.7亿港元

主席 余斌先生

已发行股数 约26亿股

股价52周波幅 0.49–1.16港元

股份资讯（最后更新于2017年3月31日） 

财务摘要（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销售目标及业务展望 

 
• 本集团2016年达到约42亿人民币的合同销售额纪录，较

2015年财政年度的物业合同销售额增长28%，与本年度订定
的全年目标36亿人民币高出116%。 
 

• 据截至2017年3月25日止的预售成绩，视乎交付时间而定，
洲头咀项目及南宁天誉花园项目之累计合同销售合共75亿
人民币将于2017年及2018年确认销售。 
 

• 于2017年，洲头咀项目及南宁东盟创客城项目为销售主
导，管理层已订下全年销售目标46亿人民币，较2016年的
合同销售额增加10%，并将为本集团的收益创出纪录新高。 
 

• 本集团已为未来数年构建规模更庞大的物业销售组合。来
年，本集团销售项目提供合计可售建筑面积约2,407,000平
方米，以南宁东盟创客城项目、南宁天誉花园项目、洲头
咀项目及近期购入的徐州项目为主。此等销售无疑将进一
步改善本集团的自由现金状况，可打造更强大的资金基础
或更易取得信贷人提供的信贷融资，为本集团购地及未来
扩展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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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天誉花园项目-效果图 

2017年第一季度业务通讯 

广西南宁天誉花园项目 
 

 

 

 

 

 

 

 

 

 

 

 

 

 

 

 

 

 

 

 

 

 

 

 

 

 

 

 

 

 

• 南宁天誉花园项目地块位于广西省省会南宁市中心东南
侧，五象新区核心区，坐拥山景、毗邻邕江，景观条件
优越。这里不仅是城市中心区，更是一个生态城市典
范。 
 

• 地块用地面积约347亩，容积率约4，总可发展可建面积
约121.2万平方米。项目包含住宅、商业、回建房及相
关配套，项目可售部份的可建面积约为92.7万平方米(可
售面积约为70.0万平方米)，而项目回建房部份的可建面
积约为28.5万平方米(可售面积约为24.5万平方米)，回建
房将以与政府约定的回购价合共约10亿人民币出售。 
 

• 截至2017年3月25日，全部5个区域均在施工中，在兴建
合共65幢大楼中已有56幢大楼封顶，及5幢公寓大楼(可
售面积约为78,000平方米)已竣工。预定于2016年底至
2018年内分期交付。其自推出市场作预售以来，第3、4
及5区物业单位的可开售面积约有623,000平方米，截至
2017年3月25日，已签订合同销售金额合共约为36亿人
民币(可售面积约为567,000平方米，代表占已开售住宅
面积95.4%)，已交付予买家的可售面积合共约为51,000
平方米。此外，将交付予原居民作为回建房安置之可售
面积合共245,000平方米，已从区政府收取销售所得款
项合共9.93亿人民币。 

项目最新进展（续上） 

 
广州洲头咀天誉半岛项目 (续上) 
 

项目最新进展 

 
广州洲头咀天誉半岛项目 
 
• 天誉半岛位于广州市中心，是一个可建总建筑面积

约320,000平方米的综合用途发展项目，建有7幢大
楼，包括住宅公寓、办公室、服务式公寓，以及市
政及其他设施、地下停车场和辅助性商业设施。 
 

• 项目建设用地位于广州海珠区洲头咀，地处羊城八
景之一的白鹅潭江边。地块西北为珠江一河汇三江
之处，隔河有广州沙面岛景色，西关和白天鹅宾
馆。河西岸是芳村风情，地块附近有工业大道、人
民桥、洲头咀码头等，对外交通便利，为广州市目
前正在销售的唯一全江景面积最大的豪宅社区。 
 

• 于2017年3月25日，项目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工程，
竣工验收检查亦正进行中。管理层预期所有楼幢将
于2017年及2018年完成建筑工程及可交付予买家。
除可售面积约为81,000平方米的A4和A5幢及部分停
车位将于2017年交付予港务局外，目前计划所有其
他楼幢均发展作销售用途。截至2017年3月25日，
A2、A3、A6及A7幢的住宅单位正在预售，已签订
合同销售金额约为36亿人民币(可售总建筑面积约
为87,000平方米)。 
 
 

广州天誉半岛A2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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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将为综合发展项目，并将成为五象新区的地标。其净

用地面积约291亩，容积率为约3.12，计划总可建面积约为
140.5万平方米。该项目分为东西两区，并将以分期开发。
东区由楼高约530米的摩天大楼命名为「天誉东盟塔」，
内含甲级办公室、零售物业及命名为「南宁威斯汀酒店」
的国际五星级酒店，以及命名为「鱼先生的世界」专为年
青人而设的服务式公寓、零售物业及配套设施组成，而西
区命名「天誉半岛」则由住宅和零售物业组成。所有区域
物业的建筑工程预期将于2018年至2022年期间完成。 
 

• 南宁创客城及天誉花园两项目统称命名为「南宁天誉
城」。 
 

• 截至2017年3月25日，住宅及商业单位之可售面积约为
92,000平方米正在预售。已签订合同销售金额约为6.77亿
人民币(可售面积约为83,000平方米)。 
 
 
 
 
 
 
 
 
 
 
 
 
 
 
 
 
 
 

 
江苏徐州项目 
 
• 本集团于2016年12月公开拍卖取得此项目。项目地块位于

中国江苏省徐州泉山经济开发区时代大道南及徐丰公路
西。 
 

• 徐州项目计划在173,000平方米(约259亩)发展成为生态商住
区，容积率为约1.8至2.2。总可建面积约为437,000平方米
(包含地下面积57,000平方米)。该项目将分三期开发，预计
于2019年末全部完成。初步开发工程已于2016年12月展
开。 

南宁东盟 
创客城项目 
-东地块之2-5幢 

徐州项目效果图 

南宁天誉花园项目第三区第1至3幢 

项目最新进展（续上） 

广西南宁天誉东盟创客城项目 
 

• 本集团于2015年2月公开拍卖中，成功取得此项目的土地
使用权，项目地块位于广西省南宁市良兴区五象新区五象
大道北侧，面向邕江南岸，横跨青秀山景区。五象大道联
系着江边项目地块、五象运动城、五象核心区、创意产业
园区及东侧高速公路，及距离世界体操锦标赛场馆仅3.5公
里。于五象新区靠近项目所在地西南方向地块将建成为南
宁市新金融中心。 
 

南宁天誉东盟创客城项目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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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or Relation: 天誉置业（控股）有限公司 

Skyfame Realty（Holdings）Limited 

Julia Cheung / Sophia Cheng 
website: www.tianyudc.com 
Tel: (852) 2111-2259 
Email: cs@sfr5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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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土地储备最新進展 

 
• 于2016年下半年底，本集团已訂立两笔透过收购拥有广东省工业用地的两间公司的股权之合同，其地块可重建为商业及住宅物

业，总可建面积为264,000平方米。待完成某些重大节点，预计于2017年可开发项目的土地使用权，从而开展项目建设工程。
管理团队正密切与政府机构和有关土地拥有者进行磋商，以寻求取得项目的发展权。 
 

• 潛在土地储备的详情如下： 
 
 
 
 
 
 
 
 
 
 
 
 

• 除上述两个项目外，本集团致力增加土地储备，亦与第三方订立若干初步协议，有关本集团参与数个旧区改造发展，该等项目
为广州市和南宁市政府执行中的城市重建政策的核心项目。重建计划的时间安排有待政府重建政策的执行进展而确定。 
 
 
 

项目 地点 物业类别

预计总可建面积 

(平方米) 有待完成之开发节点

罗冈项目 广州罗冈区 服务式公寓、商业物业

 及配套设施

122,000 取得由工业用地转作商业用地之政府批文

深圳项目 深圳光明新区 苏豪式办工室、服务式公寓及

 配套设施

142,000 取得政府同意项目更新发展规划，及项目公司取

得项目更新之发展权

总计 264,000

附件：新闻报道  

昔日的海上丝绸之路演变成了如今寸土寸金白鹅潭经济圈，天
誉半岛深刻洞察人居生活的内涵，肩负承载历史的重任，打造
丝路扬帆，演绎三江之上的全新生活体验。 
 
手握稀缺土地资源，又是难得一见的艺术地标，2017年，天誉
半岛可以期待的精彩才刚刚开始。 

广州洲头咀天誉半岛项目： 

1404套！广州千万级顶豪住宅“井喷年”天誉半岛2016年网签超15亿 老城三江豪宅表率（2017年1月11日） 
 
广州城市价值回归 顶豪胜出的金科玉律 
 
如果说2015年是顶豪元年，那么2016年豪宅的成交的确让所有人看到了市场的趋势，广州全年成交千万级顶豪住宅达到了
1404套，签约金额达突破至201亿。据统计，近七年来，广州千万级住宅成交签约多在300—600套之间，以往历史最高位是
在去年，成交签约801套。而今年，足足提升了603套，再次改写了历史。 
 
那么，创造这个数字奇迹的幕后推手是什么？无疑是广州的城市地位。 
 
天誉半岛年销售超15亿 成老城区豪宅表率 
 
广州豪宅市场高调崛起，一场激烈的鏖战由此展开。在“4万+”这条刻度上，豪宅的顶级比武场正式展开。如果把这场巅峰
对决划分成“传统”和“现代”两个阵营，那么有着深厚地脉的天誉半岛，则将成为传统阵营的唯一赢家。 
 

一直以来，云山珠水都是广州豪宅的聚集之处，而目前，珠江新城、琶洲等新兴区域也成了豪宅的集中地。有了这部分豪宅
的加入，这场“云端之战”更乱花渐欲迷人眼。虽说在这场较劲中，传统的阵营稍显单薄，但天誉半岛依旧溯源而上，以年
网签销售超15亿的成绩，跻身广州2016千万级豪宅销售额前五。此举使天誉半岛成为老城三江汇聚豪宅的表率，这正得益于
项目传承地脉文明、筑就前沿艺术建筑及致力为业主打造一座人文生活大宅的坚持理念。 
  



 

 

 

 
广西南宁创客城及天誉花园项目(统称为天誉城): 

2016，天誉城夺五区销冠，销售额同涨6成！（2017年1月20日 - 不动产/易居（中国）企业集团分析师 李华琼） 

2017年第一季度业务通讯 

附件：新闻报道  

首发盛典现场 

现场人气爆棚 

天誉城全球首发盛典 

继2016年上半年五象新区销冠后，天誉城再次夺得2016年良庆区商品住宅项
目销售面积、销售金额冠军；并在南宁商品住宅项目排行中，销售面积挤进
3强，销售金额挤进10强。更值得注意的是，放在大家所讲的五象新区（良
庆区+邕宁区）范围，天誉城以超出万达茂5万㎡的销售面积夺得五象新区 
商品住宅销冠。 
 
从企业整年销售排行来看，天誉集团凭20.5亿销售额、27.58万㎡的销售面积
进入20强且靠中间位置，销售额排第12名较去年上升4个名次，销售面积排
第11名保持不变，并荣获2016广西房地产企业综合实力20强。天誉入邕第三
年即取得如此佳绩，值得关注。 
 
2016年劲销20.5亿 同涨61.67% 
 
南宁是天誉的主战场 
 
天誉集团2014年首进南宁，2014年12月有了首批房源签约。经过2年多的积
累与努力，2016年销售额达20.5亿元(网签)，同比涨幅高达61.67%。2016年
10月之前，天誉集团销量主要来自天誉花园组团；2016年11月、12月主要天
誉半岛和鱼先生的世界组团，2个月的销售额达到6.9亿，占了整年33.65%的
销量。 
 
克而瑞数据显示，天誉集团自2014年12月至2016年12月，
平均销量237套/月，平均每个月销售约2万㎡，平均销售额
1.37亿/月。若按单盘排名，这样的销售速度可入前10行列。 
 
据天誉置业(00059)发布公告显示，该集团截至2016年12月
31日止年度的物业合同销售金额约41.88亿元，同比增长
28%。也就是说，当南宁方面就占整个集团49%的销售额。 
 
天誉城目前在南宁的土地储备约638亩（正式公布的），
2014年1月29日拿下347亩，2015年2月4日拿下291亩。据了
解，整个天誉城预计会达到上千亩、500万㎡的规模。从
2015年及2016年天誉（南宁）公司的销售占比以及南宁天
誉城的整体体量来看，不难预见，未来2-3年，南宁依然会
是天誉的主战场。 
 
2016年， 
 
天誉城配套的「兑现年」和「升级年」 
 
配套，配套，嘴上说再多的配套也无用，对于业主来说，
「兑现」了的才是「真」配套。2016，对于天誉城来说，
是「配套兑现年」和「配套升级年」，除良庆大桥通车、
衡阳路小学五象校区开学外，青山大桥、五象新区第二实
验小学、邻家广场、明安医院等，也纷纷带来了好消息。 
 
2016年4月30日，良庆大桥通车，南起五象新区丰庆路（天
誉花园），跨越邕江后接青环路，是连接凤岭片区与五象
新区之间的跨江通道。除了良庆大桥，连结青环路与良堤
路的青山大桥于2016年10月25日合拢，预计2017年5月底。
五象大道是五象新区的主干道之一，未来上下班高峰期堵
车是难免的，而良庆大桥与青山大桥，让天誉城业主多了2
重回家路。当然，还有在建当中的地铁4号线，不管是天誉
花园还是天誉半岛，均有最近的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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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宁创客城及天誉花园项目(统称为天誉城): (续) 

附件：新闻报道  

首发盛典现场 

天誉城全球首发盛典 

2016年9月，衡阳路小学五象校区正式招收一年级新生，学校总建筑面积11340㎡共36个教学班，衡阳路小学主要招收天誉花园
业主。那距离天誉半岛最近的五象新区第二实验小学也于2016年6月开工，预计2017年建成，规划30个教学班。不管是天誉城的
哪个组团，都不用担心学校问题。 
 
2016年9月2日，玉洞大道南侧新良路东侧明安医院开工，预计2018年建成。明安医院定位三甲，以心血管病为重点发展方向，
规划占地120亩，总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设置1000张床位。2016年12月28日，天誉花园鱼先生社区南面的邻家广场开工，规划
总占地17742平方米，计划总建筑面积47783平方米，计划总投资约3.96亿元，预计将于2018年底竣工。医院、菜市等「最硬体」
的配套也在渐渐「拔地而起」。（已投入使用的、正在建设的，看下图一目了然） 

2017年， 
 
天誉集团任重而道远 
 
2016年12月19日，天誉花园3区的3-1#、3-2#、3-3#、3-7#、3-8#等五栋楼进行了首期交房，共400多户业主参与交房，交房
成功率高达99%。而2017年，天誉花园的4区、5区及3区其他楼栋也将陆续交房，一个大社区将不断呈现在广大业主的面前。 
 
2017年，天誉集团在南宁以天誉半岛和鱼先生的世界的销售为主，但项目周边的竞争对手比去年还多，除龙岗片区、广源
大都会、光明澜湾九里等楼盘外，新楼盘比如万科公园里、融创九棠府、光明城市也将是竞争对手，尤其是光明城市；万
科融创定位中高端客户为主、价格会较高，但光明城市因体量大、拿地成本低，不排除以相对低价来吸引中端客群。 
 
因此来说，2017年天誉花园的大量交房，是考验天誉建筑质量和天誉物业的重要年，将会直接影响到天誉品牌在南宁市民
心中的地位，如果能得到大多数业主的认可及好评，将给天誉品牌加分不少。在竞争激烈的2017年，也会间接带动天誉半
岛的销量。 
 
2017年，天誉集团在南宁市场上，任重而道远。 
 
抛开其他，天誉半岛在区位上的优势明显，具体不再多说。期待2017年的天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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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天河区天誉花园二期商业裙楼: 

3W coffice 天誉青创社区 
 
天誉集团携手3W共同打造广州最温馨3W COFFICE 天誉青创社区，4月份即将交付，颜值高，地段好，空间大，视野棒！绝对是
全广州网络最好的办公空间～入驻就可以拥有超赞的办公室和 3W全线的企业服务资源大礼包啦！预约链接：
http://m.3wcoffee.com/space/detail?space_id=98 
 
3W Coffice 天誉青创社区毗邻火车东站，雄踞广州城市中心主轴，1号、3号双地铁，步行五分钟即达，多趟公交环绕。周边配套
齐全，坐拥天河北CBD商务圈。 
 
这里有4500㎡空间大空间，近500个工位。58个开放工位、36个容纳5-40人的独立办公间、8个多功能会议室，满足一切办公所
需；咖啡厅、茶水间、休息区、游戏区、电话亭，全力支持办公外的生活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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