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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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26日，集团旗下的项目组合约为总建筑面积
2,310万平方米，包括在建项目、已签约的待开发项目及潜在
土地储备，包括： 
 
 7个现有在建项目，其总可建面积合共约5,405,000平方米： 
  

广州洲头咀天誉半岛 
南宁天誉花园 
南宁天誉东盟创客城 
重庆弹子石项目 
 
 

 3个待开发项目，其总可建面积合共约448,000平方米： 
  

江苏徐州泉山天誉创客小镇 
深圳光明新区大捷达项目 
广州黄埔罗冈项目 
 

 为未来发展，集团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及桂林、江苏省
徐州及云南省昆明当地政府签订了六份合作协议，日后将
通过公开拍地形式取得总可建面积共约10,616,000平方米的
土地使用权。 
 

 集团亦持有潜在土地储备，透过参与数个在深圳和广州旧
区改造发展，待当地政府完成规划城市重建改造计划，相
关改造项目估计可提供总可建面积约6,594,000平方米。 
 

 为确保持续稳定收益，集团亦在广州及香港持有3个物业作
租赁用途。 

 

 
2017年全年业绩财务概要 

 
• 截至2017年财政年度，集团实现了创纪录之收益40.81亿人民

币，较上年增加171%。本年度的公司股东应占溢利约为5.5亿
人民币，较上年增加了492%。营业额涨升乃由于以较高售价
交付的楼面面积增加所致。 
 

• 董事会建议宣派本年度末期股息每股0.04港元(约0.03元人民
币)，合共约78.5百万人民币。 

 
销售目标及业务展望 

 
• 截至2017年财政年度内，集团的合同销售总额为58亿人民

币，较2016年的合同销售42亿人民币上升39%，较2017年销售
目标46亿人民币超出26%。 
 

• 由于预料天誉南宁东盟创客城项目、中山项目、徐州天誉时
代城项目及新收购重庆项目将会推动2018年合同销售，管理
层有信心实现80亿人民币的2018年全年销售目标，即较2017
年实际合同销售上升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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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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元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收入 4,080,514 1,507,971 306,321

毛利 883,127 311,331 33,928

凈利溢 /(亏损) 550,460 92,918 (211,769)

每股盈利 /(亏损)

(元人民币) - 基本
¥0.210 ¥0.038 (¥0.096)

总资产 16,252,454 13,920,633 10,357,027

资产净值或权益总额 2,378,627 1,799,968 1,509,005

毛利率 21.6% 20.6% 11.1%

净债务比率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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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斌先生持有約73%股權權益

已发行股数 约26亿股

市值 约149亿港元

股价52周波幅 0.83–6.10港元

每手买卖股数 2,000

股份资讯（最后更新于2018年3月26日） 

财务摘要（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 我们为集中发展专门迎合年轻人及首置者居住社区项目
的发展商。为此，集团的着眼点在于发展专为满足年轻
置业者生活需要而设的项目。我们按照标准化的住所布
局设计发展项目，并将于此等社区项目内建设一应俱全
的周边设施，不仅提供基本生活所需，更满足住户娱
乐、教育及医疗的需求，而初创企业家亦可于社区项目
内设立共享工作空间。 

     

富时EPRA/NAREIT全球房地产指数 

 
• 自2017年11月30日起被纳入「MSCI明晟中国小型股指

数」，天誉在2018年3月19日起进一步被纳入「富时EPRA 
/NAREIT全球新兴市场指数」，该等入选显示投资者在资
本市场对天誉的认可度不断提高。 

 
 

江苏泉山徐州天誉时代城 
广东中山项目 
南宁玉洞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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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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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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售面积约为81,000平方米已交付予港务局及可
售面积约85,000平方米亦已于2017年交付予买家。截至
2018年3月25日的合同销售9.26亿人民币将于2018年交付，
并记账为收益。于2018年3月25日，A2幢及A3幢之54个住
宅单位(可售面积约22,000平方米)、A1幢服务式公寓(可售
面积约9,400平方米)，及约1,100个停车位正待售中并未订
合同，集团保留800个停车位作长期出租用途。 

 

 
广西南宁天誉花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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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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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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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五象新区邻近本项目所在地的西南方向将建成
为南宁市新CBD金融中心。 

 
• 项目总可建面积约1,212,000平方米，当中包括建筑面积约

923,000平方米(可售面积约为700,000平方米)作出售的住
宅、零售物业及停车设施，以及建筑面积约289,000平方米
(可售面积约为245,000平方米)的住宅及商业单位用作安置
原居民的补偿房屋。该项目分为五个区域。 
 

• 截至2018年3月25日，在共建65幢大楼中，已有62幢大楼封
顶及48幢住宅大楼已竣工完成。总可售面积约580,000平方
米已订约(占开售面积的93%)，其销售金额约为37.5亿人民
币。物业定于2016年末至2018年分期交付，当中截至2017
年12月31日，已交付的总可售面积约为183,000平方米。除
商品房外，总可售面积245,000平方米将于2018年交付予原
居民作为安置房，并已根据土地转让条款从区政府收取销
售所得款项合共约10亿人民币。 

南宁天誉花园-效果图 

南宁天誉花园 
第四区 

第13、15幢 

广州天誉半岛-实景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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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最新进展（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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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距

离南宁天誉花园仅几步之遥。 

 

• 项目为综合发展项目，幷将成为五象新区的地标。分为东西两
区并分期开发。计划总建筑面积约为1,405,000平方米(可售面
积约为1,204,000平方米)。东区包括名为「天誉东盟塔」的摩
天大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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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人而发展的服务式公寓、零售物业及配套设施。西区命名为
「天誉半岛」，由住宅和零售物业组成。两区物业的建筑工程
预期将于2018年至2022年期间完成。 

 
• 截至2018年3月25日，住宅及商业单位之可售面积约为578,000

平方米正在预售。已签订合同销售金额约为4.59亿人民币(可售
面积约为435,000平方米)。 
 
 
 
 
 
 
 
 
 
 
 
 
 
 
 
 
 
 
 

 
 
 
重庆弹子石项目 
 
• 于2018年1月及3月，集团与两名卖家订立协议逐步收购重庆弹

子石项目的项目公司全部权益，最后一期收购将于2019年完
成。收购项目公司全部股本权益及股东贷款的总代价约为48.4
亿人民币(就股东贷款的应计利息予以调整)。 
 

• 该项目乃从事发展涉及六项土地使用权证并位于重庆市中央
CBD区面积合共1,204,000平方米之两幅土地。该项目分期发
展，第一期发展已于2015年展开，总建筑面积约为313,000平方
米。总可售面积为309,000平方米，其中面积约41,000平方米的
住宅物业及服务式公寓已于2017年交付予买家。约99,000平方
米的其他可售面积已签订合同，余下约169,000平方米可售面积
处于最后发展阶段。重庆弹子石项目第二期的总建筑面积为
891,000平方米，尚未展开建筑工程，但土地表面已清理。其中
一份有关第二期发展项目的土地转让合同规定，项目公司须保
留248,800平方米的总可售面积作长期投资，不得出售。 

南宁东盟创客城 
之西地块第20幢 

重庆弹子石CBD发展规划之效果图 
 

重庆弹子石
项目二期 

地盘 
 

重庆弹子石项目一期之沙盘模型 

南宁天誉东盟创客城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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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最新进展（续上） 

中山项目 

中山项目效果图 

江苏徐州天誉时代城 
 
• 徐州天誉时代城之地块(地盘面积173,000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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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售面积约
402,000平方米)，包括地下面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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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25日，可售面积约418,000平方米
的住宅及商铺单位已推出市场预售，其中合同销售约为
13.3亿人民币(可售面积约210,000平方米)。 

 
 
中山项目 
 
• 该项目位于广东省中山西区北部的彩虹规划区翠沙路。 

 
• 该项目为住宅及配套综合发展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

105,000平方米(总可售面积约为88,000平方米)，包括地下
面积约为16,000平方米。建筑工程预计于2019年完成。该
项目于2017年5月购得，属于一项现有住宅发展项目其中
一幅土地的地块。于2018年3月25日，管理层正把土地业
权由原项目公司转让给集团附属公司作最后阶段。首批预
售将于2018年上半年展开。 
 
 

南宁玉洞项目 
 

 

 

 

 

 

 

 

 

 

 

 

 

 

 

 

• 集团与两间本地发展商达成合营安排并组成一间合营公
司，持有40%股权权益。该土地乃由该合营公司于2017年
12月通过公开拍卖购得。该项目位于五象新区核心地带、
南宁良庆区玉洞大道以北。 

 

• 该项目命名为「檀府• 印象」，占地约138,000平方米，计
划面积约为722,000平方米(可售面积443,000平方米)，包括
供出售的住宅及商业物业，以及安置原居民的物业(面积不
少于138,000平方米)、小学及市政设施。建筑工程预计于
2021年分期完成。 

 

 

徐州天誉 
时代城 
第1期 

徐州天誉时代城效果图 

中山项目效果图 

中山项目 
展销l中心大堂 

南宁玉洞项目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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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开发项目 

 
集团持有若干项目，该等项目于不久将来在达成若干未达成条件(如获政府同意购买项目发展作安置房的物业、获批准将土地由工
业用途转为商业用途，以及获政府批给市区中将予重建旧区的发展权)后发展。同时，集团正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请及进行商议，务
求于取得所需批准后随即展开发展工程。此等投资具有重大价值，并可为集团带来总建筑面积448,000平方米的土地储备。此等投
资的详情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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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最新进展（续上） 

项目 地点 物业类别

估计总可建面积 

(平方米) 现况

徐州天誉创客小镇项目 徐州泉山区 住宅及配套商业 184,000 设计阶段及正定位於安置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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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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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448,000

潜在土地储备 

 
旧城改造 
 
我们现参与若干属为广州及深圳的旧城改造项目。当地政府仍在策划此等项目的发展规划，待政府落实发展规划后，此等项目
便展开。倘发展计划付诸实行，此等项目可为集团带来总建筑面积6,594,000平方米的额外土地储备。 
 
 
拟定土地投标 
 
我们已与南宁、桂林、徐州及昆明的地方政府订立若干框架协议，将透通过预定于2018年及2019年进行的拍卖收购土地。倘若
拍卖成功，集团将订约购入总建筑面积为10,616,000平方米的额外土地储备。 
 
待政府批准旧城地区改造的发展计划后，集团的土地储备估计将增加总建筑面积17,210,000平方米。 

 
 
 
 
 
 
 
 
 
 
 
 
 

已与当地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并待土地拍卖 参与旧区改造项目 总计

广州 - 6,045,000 6,045,000

南宁及桂林 4,666,000 - 4,666,000

徐州 3,869,000 - 3,869,000

昆明 2,081,000 - 2,081,000

深圳 - 549,000 549,000

总计 10,616,000 6,594,000 17,210,000

地点

估计项目可建地上面积  (平方米 )

http://www.tianyudc.com/
http://www.tianyudc.com/
http://www.tianyudc.com/
http://www.tianyudc.com/
http://www.tianyud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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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Group News (附件：新闻报道)   

2018年3月13日晚，天誉置业(控股)有限公司发出公告，公告称该公司全资附属公司广州创富于2018年3月13日晚与中核订立股权转
让协议。由此，天誉置业将完成重庆核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本权益以及相关贷款的收购，48.42亿元收购其在重庆南岸区
弹子石CBD区域打造的中核紫金一品项目。 
 
据公告显示，2018年3月7日，广州创富于中国北京产权交易所之挂牌中成功投得中核所持有的出售权益一重庆核盛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的79%的股权及出售贷款40.75亿元。并且，随着2018年3月13日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该部分股本权益收购正式完成。 
 

接着，在框架协议内所载之条款的规限下，广州创富将会进一步参与中国北京产权交易所之挂牌以竞投由中核所持有之出售权益
二(重庆核盛之1%的股本权益);于成功投得出售权益二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二以供有关工商行政管理当局登记股权转让二;及完成
股权转让一及股权转让二。 
 
该公司董事会亦谨此宣布，于2018年1月7日，重庆盛迪亚、顾涛、广州创富与本公司订立股权转让协议三(为重庆盛迪亚所持有的
重庆核盛之20%的股本权益)。 
 
至此，随着广州创富出售权益一和出售权益三的收购完成，广州创富将于未来持有重庆核盛之100%的股本权益，而有关总代价将
约为48.42亿元。而重庆核盛之主要业务为中国重庆市之物业发展，其主要资产为重庆市中心地区之若干已落成或在建中物业以及
发展房地产项目之土地使用权。 
 
而目前，广州创富已经持有重庆核盛99%的股本权益，共计付出代价48.37亿元。 
 
据房掌柜查阅资料了解到，广州创富全资收购的重庆核盛其重庆已建成项目正是位于南岸区弹子石CBD区域的中国核建紫金一品项
目。 
 
紫金一品位于南岸区弹子石组团D标准分区，由两宗地块组成，地块用地性质一宗为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服务设施用地，另一 

集团新闻﹕2018中国房地产500强发布（2018年3月21日 – 中房网讯 ） 

2018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500强测评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备受关注的“2018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500强”、“500强房企首选供

应商服务商品牌”等系列测评榜单揭晓。这项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共同主办的测评
工作，已连续开展十年，相关测评成果已成为全面评判房地产开发企业综合实力及行业地位的重要标准。 
 
本次大会发布的房地产500强测评报告指出，2017年房地产行业在供给侧改革与因城施策的背景下，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全年商

品房销售金额和销售面积实现新的突破，但是不同区域城市分化进一步凸显，房地产行业内兼并重构进一步加速，行业集中度进
一步提升。 
 
「天誉置业(控股)有限公司」在《2018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500强》的榜单中，位列第176名。 
 
重庆弹子石项目:   天誉置业首次入渝 将全资收购重庆中核紫金一品项目 (2018年3月15日  –  百家号 ‧拾楼) 

集团新闻﹕《2017年度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TOP200》及 《2017年度房企项目销售排行榜TOP100 》排行榜发布 
                          （2018年1月4日 – 房产资讯‧房天下 ） 

在克而瑞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年度房企项目销售金额首100名》的榜单中，南宁天誉城位列全国第90位﹔在其《2017年中国房地
产企业销售金额及销售面积首200名》的榜单中， 天誉置业(控股)有限公司分别位列全国第192位及第177位。 
 

宗则为艺术传媒用地兼容二类居住用地，规划总可开发建
设面积120.4万方。中国核建紫金一品分为两期打造，物业

类型涵盖高层、公寓、甲级写字楼、商务写字楼、大型购
物中心、商业街，欲建成弹子石区域综合体项目。 
 
紫金一品项目一期早于2015年开发建设，2016年初开始出
售。目前，项目一期高层1、2栋和服务式公寓已于2017年
12月31日完成交付。剩余一期住宅物业也将于2018年3月

下旬完成最后交付工作。目前，项目第二期的建造工程尚
未开展。 
 

天誉置业将在稳健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壮大旗下各子公司的
业务。目前，天誉置业立足广州，拓展全国，并通过收购
重庆紫金一品项目的方式，正式进入重庆市场。 

中核紫金一品项目效果图 



去年销售额增39% 
 
天誉置业的主要业务为物业发展、物业投资及物业管理，2017年上半年纯利由2016年同期9700万元大增至四亿元；早前发盈喜，
预计去年12月止年度纯利显着增长，主因交付与买家而确认较高的售楼收益。事实上，集团去年物业合同销售金额约58亿元，按
年增长39%；较公司原本销售目标46亿元高出26%，超额完成。 
 
集团手上三个主要项目的售价均见上涨，广州的洲头咀平均单售价上升至每平方米62,300元，按年增幅为55%。另外，是位于南宁
市南宁天誉花园项目及湖南省永州项目，其中南宁项目的毛利率较高，平均单售价上升至每平方米10,800元，增幅更高达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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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人，销情理想。 
 
土储充足长远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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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集团项目土地储备充足，有利长远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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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新闻﹕天誉（2018年3月13日 – 《大公网》‧高飞） 

内地房地产市场在过去一年可以说是丰收的一年，主要是在中央推出的抑压楼价措施，已有效地令到整体楼市降温，未有一步出
现失控的情况外，更未有触发到中央的神经，而需要落更重药去调控内地楼市，否则，即使内房的合约销售有多亮丽，股价也难
有很强的股价升幅。去年内房股中有不少股价累积升愈一倍的股份，当中不少都是龙头内房股，当中包括了中国恒大(3333)共累升
了差不多26倍、融创中国(1918)共累升了4倍及碧桂园(2007)共累升了2.4倍，以股价表现计算，相信是过去10年间表现最好的一年，
而主要原因便是投资者相信内地楼在新一年会继续向好，而内房企业只要做到货如轮转的话，整体估值亦会有幅提升的空间。 
 
虽然内地龙头内房股的升幅非常亮丽，不过，升幅并不是由龙头内房股所独享的，而部份以地区发展为主的小型内房公司，亦受
到内房市场的气氛好转，以及整体内房股的估值提升而受惠。其中，专注于广东省、广西省及江苏省内多个城市发展房地产项目 

集团新闻﹕天誉置业（2018年2月20日 – 《Yahoo财经》‧京华山一  彭伟新） 

的天誉置业(0059)，便是其中一只质素较佳的内房
股，天誉置业去年全年的升幅并不落后于部份的
龙头内房股，去年全年累升3.6倍，主要是去年全
年的盈利增长显着，原因是受惠于去年有多个项
目落成后，交付予买家而确认的售楼收益较预期
为高所带动，尤其是按集团去年年中所公布的总
建筑面积概况，合共有389万平方米，而去年在建
的面积为238万平方米。至于2017年预期可完成的
可建面积达到72.1万平方米，相信到2018年底时，
可以入账的收入预期会较2017年为多，因此，对
于股价的整体前景非常乐观。 

集团新闻﹕资本充足 天誉前景佳（2018年3月16日 – 《晴报》‧股林展望，林家亨） 

内房板块踏入2018年的升幅，在总体表现似不及去年，但相信内房股，中长线仍会平稳增长。 
 
投资者可以留意一些中小型的民营内房股，由于民企资金调度较灵活，因此若有新项目发展消息便为公司往后盈利增长带来憧憬，
股价升幅亦比国企内房股为快。 
 
天誉置业（00059）便是其中之例，集团上半年纯利为1.01亿元（人民币‧下同），大增3.1倍，营业额亦上升1.23倍。 
 
天誉亦加快发展步伐，近期宣布以48亿元，购入重庆商住项目发展权。以集团早前于南宁市南宁天誉花园项目及湖南省永州项目
的毛利率计算，集团此项目有望获得7至8亿元人民币左右的盈利。 
 
在流动性方面，集团本年已发行了2.8亿元的债券，年期至2030年以上。除了令公司的流动性更加稳健，亦反映不少投资者对集团
发展长远前景之信心。加上天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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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储备充足，有利集团长远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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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誉置业(059)发盈喜，料去年纯利显着增长，因交付予买家而确认较高的售楼收益。公司早前向中核房产收购重庆市商住发展项
目重庆核盛100%股权，总代价48.42亿元人民币，总建筑面积120.4万方米，完成后，公司持中不少于70%总建筑面积作投资，相信
能带来可观贡献。为保物业销售增长趋势，将扩大土地储备及制定产品类型业务策略，前景看好。 

集团新闻﹕天誉置业(059)（2018年3月20日 – 《am730》‧投资专栏，连敬涵） 

集团新闻﹕天誉置业(59)值得关注（2018年3月23日 – 《香港商报》‧萍心而论，鼎成证券 熊丽萍） 

天誉置业（0059）的主要业务为物业发展、物业投资及物业管理，其项目主要在广洲、南宁、徐州及中山等。集团早前发出盈利
预喜，预料2017财年的股东应占溢利同比录得显着增长，原因是交付予买家而确认较高的售楼收益。 
 
就在集团于3月25日公布全年业绩前，集团日前以共人民币48.42亿元收购重庆项目，该项目位于重庆市南岸区腾龙大道与朝天门长
江大桥相交路口。当完全发展后，项目之总建筑面积为1,204,000平方米，包括687,000平方米作住宅物业及服务式公寓、197,000平
方米作办公室及零售单元之商业物业、306,000平方米作停车位以及14,000平方米作市政及其他设施。土地使用权授予期为住宅物
业50年及商业物业40年，于2046年8月29日到期。 
 
项目的第1期可销售面积合共为309,0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约 41,000平方米之住宅物业及服务式公寓已经于2017年交付给买家。
第1期可销售面积约99,000平方米已经订约，而其余可销售面积约169,000平方米目前正处于最后建筑阶段。重庆项目之第2期包括
总建筑面积891,000平方米，其建造工程尚未开始，而土地表面已被清理。在所有项目完成后，集团将会持有重庆项目中不少于
70%总建筑面积（相当于总建筑面积估计为248,800平方米）作长期投资用途，相信将可为集团带来租金收入，值得憧憬和留意。 

集团新闻﹕收购重庆项目，料带来租金收入（2018年3月16日 – 《资本杂志》‧投资专栏，南华金融 岑智勇） 

集团新闻﹕059天誉置业财息兼收（2018年3月21日 – 《头条日报》‧开工前落盘，邓声兴） 

天誉置业（059）公布收购重庆市商业区商住发展项目，重庆核盛100% 股权，总代价48.42亿人民币。涉及项目位于重庆市南岸区，
总建筑面积120.4万平方米，包括68.7万平方米住宅及服务式公寓，其他用途包括办公室及零售单元商业物业、停车位以及市政及
其他设施。 
 
土地使用权授予期为住宅物业50年及商业物业40年，于2046年8月29日到期。 
 
发展完成后，公司须自持商业物业中不少于70%总建筑面积（估计约248,800平方米）作长期投资用途。相信上述项目将可为集团
带来租金收入并为业务带来正面影响。 
 
集团主要业务为物业发展、物业投资及物业管理，其项目主要在广州、南宁、徐州及中山等。早前发出盈利预喜，预料去年度股
东应占溢利同比录得显着增长，主要由于交付予买家而确认较高的售楼收益。 

天誉置业（059）早前公布，向独立第三方进行收购重庆核盛100%股权，完成交易后，集团在重庆市南岸区，将增加120.4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商业物业，以及住宅及服务式公寓项目，相信集团会参考广西南宁项目，以发展青年社区作为重庆项目的发展方向，
并以部份商业物业会作为长期投资用途。 
 
该项目预期可为集团未来几年，提供强劲盈利增长动力，更能为集团提供稳定租金收益。 

集团新闻﹕059天誉置业财息兼收（2018年3月22日 – 《头条日报》‧开工前落盘，京华山一  彭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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