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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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广州。专注在中国大陆发展高级住
宅、商业、写字楼、公寓及酒店物业，以及物业管理。 
 

• 截至2017年10月17日，集团旗下的项目组合分别为： 
 

 6个现有在建项目，其总可建面积合共约3,662,000平方米： 
  

广州洲头咀天誉半岛 
广西南宁天誉东盟创客城 
广西南宁天誉花园 
江苏徐州泉山时代城 
江苏徐州泉山天誉创客小镇 
广东中山项目 
 

 集团已订立合同收购若干发展广东省内地块的项目公司股
权权益，其地块可重建为商业及住宅物业，项目公司的发
展权仍有待取得政府证照，可发展可建面积为264,000平方
米。 
 

 集团亦致力增加土地储备，透过参与数个旧区改造发展，
待深圳、广州和南宁政府完成规划的相关城市重建改造政
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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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保持续稳定收益，集团亦持有2个物业作收租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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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誉半岛-实景外观 

投资亮点 

 
• 位于中国强劲物业需求城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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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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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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显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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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上半年 ) 2016年 2015年

收入 2,667,385 1,507,971 306,321

毛利 790,881 311,331 33,928

凈利溢 /(亏损) 400,357 92,918 (211,769)

每股盈利 /(亏损)

(元人民币)
¥0.153 ¥0.038 (¥0.096)

总资产 13,650,525 13,920,633 10,357,027

资产净值或权益总额 2,243,334 1,799,968 1,509,005

毛利率 29.7% 20.6% 11.1%

净债务比率 35.0% 42.4% 45.9%

股票编号 00059.HK

行业分类 内地房地产开发商

权益架构 余斌先生持有72.96%股權權益

已发行股数 约26亿股

市值 约50.5亿港元

股价52周波幅 0.65–2.36港元

每手买卖股数 2,000

股份资讯（最后更新于2017年10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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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最新进展 

 
广州洲头咀天誉半岛 
 
• 天誉半岛位于广州市中心，是一个总可建面积约320,000

平方米(包括地下车场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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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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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州市目前在售中的唯一全江景
面积最大的豪宅社区。 
 

• 除A1幢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工程外，整个项目已于2017年6
月落成。截至2017年9月25日止，累计合同销售约人民币
40.6亿元（可售面积约为94,000平方米），由2017年6月
起相关物业开始交付，并于交付后确认为销售额。其中
A2幢及A3幢约30,000平方米可售面积、A1幢约9,500平方
米可售面积及全部车位尚未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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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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广西南宁天誉城 
 
• 南 宁 天 誉 花 园 及 南 宁 天 誉 东 盟 创 客 城 统 称 命 名 为              

「南宁天誉城」。 
 
 
广西南宁天誉花园 

 
• 南宁天誉花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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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邻邕江主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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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包含出售住宅及商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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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共建65幢大楼中，已有62幢大楼封
顶，及部份公寓大楼已竣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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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住宅单
位的可开售面积约有593,000平方米，截至2017年9月25
日，已签订合同销售金额合共约为35.8人民币(可售面积约
为568,000平方米，占住宅开售面积9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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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亿人民币。 

 
 
广西南宁天誉东盟创客城 
 

• 项目地块位于广西省南宁市良庆区五象新区五象大道北
侧，面向邕江南岸，横跨青秀山景区。五象大道联系着项
目地块与五象运动城、五象新核心CB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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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D金融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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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天誉花园-效果图 

南宁天誉 
花园 
第四区 
4-5幢 

 南宁天誉东盟创客城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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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徐州天誉创客小镇 
 
• 徐州天誉创客小镇之地块(地盘面积74,000平方米，约110亩)

于2017年6月购入。地块相距徐州天誉时代城1公里。计划发
展成商住项目。总可建面积约为184,000平方米(包含地下面积
36,000平方米)。建筑工程预计于2020年全部完成。 
 

 
广东中山项目 

 
• 于2017年5月新收购项目公司之51％股权，项目地块地盘面积

约35,000平方米(约53亩) 。 
 

• 计划发展成商住项目。总可建面积约为104,000平方米(包含地
下面积16,000平方米)。建筑工程预计将于2019年完成。 
 

• 于2017年9月份已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首期预售将于
2018年第1季开盘发售。 
 
 
 
 
 
 
 
 
 
 
 
 
 
 
 
 
 
 
 
 
 
 
 
 
 
 
 
 

南宁东盟 
创客城  
– 西地块1-2幢 

项目最新进展（续上） 

广西南宁天誉东盟创客城（续上） 
 

• 截至2017年9月25日，住宅及商业单位之可售面积约为
405,000平方米正在预售。已签订合同销售金额约为35.9亿
人民币(可售面积约为347,000平方米)。 
 
 
 
 
 
 
 
 
 
 
 
 
 
 
 
 
 
 
 

 
 
江苏徐州天誉时代城 
 
• 天誉时代城之地块(地盘面积173,000平方米，约259亩)于

2016年12月透过公开拍卖取得。地块位于中国江苏省徐州
泉山江苏经济开发区，时代大道南及徐丰公路西。计划发
展成为生态商住区，总可建面积约为437,000平方米(包含
地下面积57,000平方米)。该项目建筑工程将分三期开发，
预计于2019年末全部完成。 
 

• 建造工程于2017年初已展开。首批预售已于2017年7月开
盘推出。截至2017年9月25日，可售面积约84,000平方米的
住宅单位已推出市场预售，其中合同销售约为人民币2.99
亿元（可售面积约49,000平方米）。 
 

中山项目 

徐州天誉时代城4-8幢 

中山项目 – 地盘 

徐州时代城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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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新闻报道   

土地储备最新进展 

 
• 土地储备﹕ 

 
 
 
 
 
 
 
 
 
 
 
 

• 潜在土地储备﹕集团积极参与若干在广州、南宁及深圳的城市旧区改造项目。截止2017年9月25日，旧改项目可为集团提供
土地储备总地上可建面积共达约6,653,000平方米，分别位于广州6,045,000平方米、南宁490,000平方米及深圳118,000平方
米。现时集团正与拆迁方冾商拆迁条件，及与政府协商项目的发展细节。待政府的城区改造规划方案正式批准后，这些土地
储备将为集团提供持续性的业务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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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罗冈项目 广州罗冈区 服务式公寓及配套商业 122,000 取得由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之政府批文

深圳捷达项目 深圳光明新区 苏豪式办公室及服务式公寓 142,000 项目公司取得项目更新之发展权

总计 264,000

Investor Relation: 

投资体系: 
天誉置业（控股）有限公司 

Skyfame Realty （Holdings） Limited 

Julia Cheung / Sophia Cheng 
Website (网址): www.tianyudc.com 
Tel (电话): (852) 2111 2259 Email (电邮): cs@sfr59.com  

业绩新闻﹕天誉置业  业绩良好（2017年8月24日 – Etnet 经济通 
                                                                    (股林淘金)，国农证券‧林家亨） 

集团的主要业务为物业发展、物业投资及物业管理。集团于2017年上半年纯利由
9,700万元人民币大增至4亿元人民币；主要原因是因为洲头咀项目落成和正在出售，

加上集团于南宁市南宁天誉花园项目及湖南省永州项目。南宁项目的毛利率较高，
现时是集团最大盈利的发展项目，楼面面积及配套设计是针对年青人，而且销情理
想。集团手上的三个项目的售价均见上涨，洲头咀和南宁项目的平均单售价同比增
幅分别为55％和65％，预见集团下半年年的业绩仍能保持稳定增长。在流动性方面，
集团早前发行了2亿元的债券，令公司的流动性更加稳健，加上集团在内地仍有六项
房地产发展项目，总可建面积为366万平方米和总可售面积为295万平方米；撇除已
签合同，剩下可售的面积亦高达202万平方米，可见集团项目储备充足，有利长远持
续发展。  

业绩新闻﹕二线内房天誉置业（2017年9月14日 –证券市场周刊 (港股脉搏)，鼎成证券‧熊丽萍） 

天誉置业（00059.HK）截至今年6月底止半年已确认物业销售按年增长1.24倍至26.5亿元（人民币．下同），洲头咀物业已落
成并交付给予买家，加上所售物业价格上涨，上半年收益创新高。销售毛利率为29.3%，纯利按年增长3.13倍至4亿元。除了
洲头咀项目正在出售外，集团亦正预售南宁东盟创客城首期的公寓，以及南宁天誉花园后期的公寓。 
 
洲头咀正出售项目合同销售之平均单售价，上升至每平方米6,230元，较2016年同期增长55%。两个南宁项目物业合同销售之
平均单售价与去年同期相比平均增幅65%，达至每平方米10,800元。集团现有项目可建总面积合共约366万平方米，可出售总
面积共约295万平方米。撇除已签合同销售的可售面积约93.1万方米，余下可售面积约202万平方米，将于未来数年陆续出售。 
 

另一方面，集团在广州萝岗区的服务式公寓及商业项目，以及深圳光明新区苏豪式办公室及服务式公寓的捷达项目，预计共
提供26.4万平方米可建面积。另外，在广州白云区及深圳光明区将有旧城改造项目，单是这两项潜在土储已提供284.1万平方
米可建面积。集团已达合同销售月度目标合共约18.6亿元，管理层将年度销售目标定为46亿元。 
 
集团现时总流动负债为87.3亿元，由于去年股本扩大及债务减少，债务净额对股本比率为35%，按年下降7.4个百分点。近期

以二线周边城巿及三线城巿发展为主的内房股表现出色，集团除了在二、三线区域作布局之外，亦为大湾区发展作部署。集
团同时在港珠澳大桥的沿线物业增加土地储备。 

http://www.tianyudc.com/
http://www.tianyudc.com/
http://www.tianyudc.com/
http://www.tianyudc.com/
http://www.tianyud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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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誉置业（059）今年首六个月的已确认物业销售（扣除直接税
项）达26.5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124.2%。加上所售物业
价格上涨，上半年纯利达4亿元，增长313%。 

 
集团现时持有的可售面积（撇除已签合同销售）为201.9万平方
米， 将于未来数年陆续出售。而集团亦参与一、二线城市，例
如广州、南宁及深圳的工业改造建设，以扩大土地储备。截至7
月25日，相关项目料可提供约665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另一方
面，集团持有两项投资物业（分别位于广州及香港）以取得定期
租赁收入，进一步稳定收入来源。 

业绩新闻﹕天誉（2017年9月6日 – 头条日报 
     (开工前落盘) ，君阳证券‧邓声兴） 

内房股做好，其中天誉置业（59）股价沿10天线向上，昨日成交
亦显着增加，料上升动力维持不俗。集团上半年物业销售按年增
长123%至26.67亿人民币，纯利大增313%至4亿人民币，主要因
河南洲头咀项目竣工完成并交付予买家，加上售价增幅显着，平
均售价上升55%至每平方米62300人民币，令上半年的收益创新
高，毛利率改善7个百分点至29.3%。 

 
另外，集团旗下正在预售的南宁两个项目，平均售价上升65%，
相信在未来数月可为集团带来稳定的合同销售。 

集团在2017年中期录得收入人民币26.67亿元，增长122.6%，创
出新高；除税前溢利人民币6.99亿元，上升354.7%；股东应占
溢利人民币4亿元，上升313.4%。 

 
截至2017年6月底合同销售累计人民币61.3亿元，根据工程节点
时间表，有关合同销售将于2017年下半年至2020年期间内确认
销售。集团在广州及南宁在售项目的平均售价都持续上涨，按
年分别升55%及65%。 

天誉置业（0059）主要业务为物业发展、物业投资及物业管理。
因洲头咀项目落成并交付予买家，售价增幅显着，公司上半年收
益录得26.67亿人民币，按年增加123%，而纯利4亿元，增长
313%。集团手上共发展6个房地产项目，可建面积约362万平方
米，未来将计画增加土地储备，如积极参与广州、南宁及深圳的
若干城市旧区改造项目，料可提供665万平方米土地，预期项目
储备充足，可供销售的物业组合规模庞大，利长远发展。虽然中
国楼市施紧缩政策存在，一线城市楼房需价稍放缓，但二线及强
三线城市未见大受影响。 
 
 

业绩新闻﹕天誉置业积极参与旧区改造 
          （2017年8月28日 – 成报，鸿升证券‧陈蓓敏） 

业绩新闻﹕天誉（2017年9月5日 – 华富财经 ， 
                                   南华证券‧岑智勇） 

业绩新闻﹕天誉（2017年9月1日 – 头条日报 
     (开工前落盘)，  新鸿基金融，温杰） 

业绩新闻﹕天誉置业（2017年8月28日 – am730 (投资 
                专栏)， 京华山一‧彭伟新） 

天誉置业(059)上周公布了截至6月底的半年业绩，收益为26.67亿
元人民币，按年上升1.23倍，而纯利为4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3.13倍，虽然不建议派发中期股息，但预期在下半年整体纯利仍
然有较强的增长下，有机会增派全年股息。 
 
该集团于洲头咀项目物业落成并交付给予买家，令半年收益创新
高。已确认物业销售扣除直接税项后为26.5亿元人民币，较去年
同期增长1.24倍。此外，该项目销售平均售价升至每方米62,300
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55%。 

业绩新闻﹕天誉置业 业绩优（2017年8月25日 – 炒股帮 
 周刊 (小城大亨)，国农证券‧庄治城） 

中国指数研究院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
势，内地的房地产销售规模仍然稳步上涨。今年首七个月全国房地
产开发投资59,761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7.9%。商品房销
售面积86,35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4%，商品房销售额68,461亿元，
增长18.9%。  
 
以上数字可预示内地房地产行业在持续运行的调控中，仍能有一定
的增长空间。事实上，近日有多间内房企业陆续公布业绩，除华润
置地(01109)盈利倒退令人失望外，大部分都有理想增长，而且并不
限于一二线内房企业，连带中小型的内房企业都有显着的盈利上升，
当中包括天誉置业(00059)。  
 
天誉周初公布截至6月止上半年业绩，收益录得26.67亿元，按年增
加123%，纯利4亿元，增长313%，主要因洲头咀项目竣工完成并交
付予买家，加上售价增幅显着，平均售价上升55%至每平方米
62,300元，令上半年的收益创新高。  
 
现时公司开发方面，主要会优先考虑针对年轻人及首次置业者的发
展项目，并以青年社区发展项目为重点，扩展到内地主要城市郊区
及城市化边缘的交通便利及人口密集的地区。  
 
展望未来，为保持物业销售增长趋势，以维持其收益及盈利增长，
公司将进一步增加土地储备，例如透过参加深圳、广州及南宁等地
的旧区改造计划，为公司将来提供持续性的业务发展需要，未来仍
可看好其发展。  

业绩新闻﹕天誉置业蓄势谋突破（2017年8月25日 –  
                       东方产经(连场取胜)，小牛金服‧连敬涵） 

早前不少债务水平比较高的内房股已录得可观升幅，但由于内地
楼市仍然炽热，相信内房股于2017年的利润仍可保持增长动力。
投资者近期不妨留意小型内房股天誉置业(00059)。集团的主要业
务为物业发展、物业投资及物业管理。集团于2017年上半年纯利
由9,700万元(人民币．下同)大增至四亿元。主要原因是因为洲头咀
项目落成并正在出售，加上集团于南宁市南宁天誉花园项目及湖
南省永州项目。 
 
南宁项目的毛利率较高，现时是集团盈利最大的发展项目，楼面
面积及配套设计是针对年青人，而且销情理想，集团手上的三个
项目的售价均见上涨，洲头咀项目平均售价上升至每平方米62,300
元，同比增幅为55%。毛利率更高的南宁项目平均单售价上升至每
平方米10,800元，同比增幅更高达65%，预见集团下半年的业绩仍
能保持稳定增长。 
 
在流动性方面，集团早前发行了二亿元债券，令公司的流动性更
加稳健。加上集团在国内仍有六项房地产发展项目，总可建面积
为366万平方米，总可售面积为295万平方米，撇除已签合同，剩
下可售的面积亦高达202万平方米。可见集团项目储备充足，有利
长远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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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誉置业&优托邦合作启动仪式暨天誉城业主晚宴圆满举行 
（2017年7月16日 – 凤凰房产南宁站） 

前言：7月15日，天誉置业与商用物业运营商优托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

托邦）合作启动仪式在天誉城营销中心盛大举行，现场为天誉城业主及到
场嘉宾准备了盛大的晚宴，大家共同见证了这场合作盛事，也共同期待着
天誉城开启南宁商业的新时代。 
 
优托邦签约入驻天誉城 启幕南宁商业新时代 
 

优托邦，来自一线城市的高端商业运营商，布局全国多个省会城市，以一
线城市广州为例，优托邦CBD店、优托邦科学城店等都是区域地标性商业中

心。天誉城与优托邦的签约，意味着一线城市的商业形式落户天誉城，将
与天誉城BLOCK滨江街区完美结合，打造南宁从未有过的体验式风情商业街。
未来这里将成为南宁版的上海新天地、北京三里屯、成都太古里。 
 
在此之前，天誉城早已联手世界500强企业喜达屋酒店集团达成战略联盟，

引进威斯汀酒店，华映建和等品牌强势进驻。而此次，天誉城与优托邦的
合作仪式，不仅得业主们带来更缤纷的生活，也将为天誉城的价值再上新
高。优托邦入住之后，天誉城将成为五象新区乃至全南宁新的商业地标，
资产价值无限飙升，南宁商业的新时代，将从此启幕。 
 
 

江苏徐州泉山天誉时代城: 

徐州天誉时代城鱼先生社区盛大开盘 
（2017年7月15日 ） 

盛夏时节，在徐州泉山区九里湖国家湿地公园旁，湖
居美宅—鱼先生的社区盛装首开，作为一经面市就高

度备受关注的徐州首家青创社区，此次开盘吸引了徐
州全城的目光。 
 

此次开盘采用了线上选房的模式，客户仅使用一部手
机，无论你身在任何地方都能参与选房购买。开盘短
短两分钟，654套房源被一抢而空。 
 
 
 
 
 
 
 
 
 

 
五象新区文旅中心之核 东盟塔下瞰江LOFT
公寓 
 
天誉城位于五象新区文旅核心板块，地铁4

号线楞塘村站通达项目，青秀山、邕江水环
绕身边，通过良庆、青山大桥与东盟商务区
无缝接驳。700亩山水CBD，开创南宁城高

端人居新格局。承接万达茂、梅帅元实景演
出基地、多媒体中心等世界级文旅产业集群
引发的人群效应，每年千万客流，资产升值
不断提速。 
 
天誉城·鱼先生的世界，东盟塔下，摩天都
会区公寓。5.05米层高，空间灵动百变，宜

居宜商，作为南宁仅有的瞰江公寓，以及占
据无可比拟的城市资源，其资产价值也将得
到质的飞跃。且具备低总价、无压力的投资
优势，不限购、不限贷，是南宁投资市场上
投资无忧的首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