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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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发展高级住宅、商
业、写字楼、公寓及酒店物业﹔物业投资、物业管理。现从
传统地产开发拓展至中国青创社区运营商，致力打造青年安
居乐业的社区生态圈，为城市打造未来。

• 截至2018年7月27日，集团旗下的项目组合约为总建筑面积
2,300万平方米，包括在建项目、已签约的待开发项目及潜在
土地储备，包括：

➢ 8个现有在建项目，其总可建面积合共约565万平方米：

广州洲头咀天誉半岛 徐州泉山天誉时代城
南宁天誉花园 徐州泉山天誉雅园
南宁天誉东盟创客城 广东中山天誉虹悦
重庆弹子石项目 南宁檀府．印象

➢ 2个待开发项目，其总可建面积合共约26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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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万平方米的土
地使用权。

➢ 同时集团还持有数个在深圳和广州旧区的改造发展项目，
待当地政府完成有关的城市重建改造规划和审批，相关改
造项目估计可提供总可建面积约660万平方米。

➢ 为确保持续稳定收益，集团亦在广州及香港持有4个物业作
租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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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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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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亿港元

股价52周波幅 1.14–6.10港元

每手买卖股数 2,000

股份资讯（最后更新于2018年7月27日）

财务摘要（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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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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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的合同销售12.6亿人民币将于2018年交付，
并记账为收益。于2018年6月25日，54个住宅单位(可售面
积约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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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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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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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65幢楼全部已封顶，其中62幢楼亦已竣
工完成。总可售面积约597,000平方米已签订销售合同(占开售
面积的96%)，其销售金额约为38.9亿人民币。物业定于2016
年末至2018年分期交付，当中截至2017年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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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米已竣工完成並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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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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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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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 ， 住 宅 及 商 业 单 位 之 可 售 面 积 约 为
526,000平方米正在预售。已签订合同销售金额约为52.5亿人
民币(可售面积约为491,000平方米)。

南宁天誉花园效果图

南宁天誉花园
第六区1号楼

南宁天誉东盟创客城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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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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000平方米(可售面积约401,000平
方米)，包括地下面积7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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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可售面积约22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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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亿人民
币(可售面积约213,000平方米)。

项目最新进展（续上）

广西南宁天誉东盟创客城(续上)

重庆弹子石项目

• 于2018年1月及3月，通过并购形式，向两名卖家购入重庆弹子
石项目。该项目位于重庆的三大CBD其中的南岸区弹子石商务
区(拥有中央商务区、金融核心区、两江四岸风貌区)，为重庆
十大重点开发区之一，总可建面积合共约120万平方米，分两
期开发。

• 一期(命名为「紫金一品」)发展已于2015年展开并于2018年初
全部竣工完成，总可建面积约为31万平方米，总可售面积为25
万平方米，截至2018年6月25日，已签订合同销售金额约为12.2
亿人民币(可售面积约为142,000平方米)(含前卖家已销售金额约
为12.1亿人民币)。当中包括截至2018年3月31日，已交付的总
可售面积约为66,000平方米。余下现货为住宅、公寓、办公楼
及商铺可售面积约8.8万平方米及车位约2,000个。

• 重庆弹子石项目二期(命名为「重庆天誉．智慧城」)的总建筑
面积为87万平方米，为住宅、LOFT公寓及商铺等综合发展项
目，约分四期开发，初步开发工程已展开。首期预售计划在
2018年末开盘推出。

重庆天誉．智慧城效果图

南宁东盟创客城之西地块1至2号楼

重庆弹子石项目一期 1-2和2-3号楼及二期 1~5号楼

徐州天誉
时代城
第2期

徐州天誉时代城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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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最新进展（续上）

江苏徐州天誉雅园

• 徐州天誉雅园项目之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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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预售将于2018
年第4季展开。

中山天誉虹悦

• 位于广东省中山西区北部的彩虹规划区翠沙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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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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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于2018年5月23日，项目公司已顺利取得不动产权证。首批预售
将于2018年第3季展开。

中山天誉虹悦效果图

南宁檀府印象项目效果图

徐州天誉雅园效果图

南宁檀府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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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誉花园和万科公园
里之间。

• 该项目命名为「檀府•印象」，占地约138,000平方米，
计划面积约为764,000平方米(可售面积558,000平方米)，
包括住宅及商业物业、小学及市政设施。建筑工程预计
于2021年分期完成。首批预售将于2018年第3季展开。

中山天誉虹悦 33至34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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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开发项目

下述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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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为集团带来总建筑面积約26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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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 物业类别

估计总可建面积

(平方米) 现况

深圳光明大捷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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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000

潜在土地储备

旧城改造

集团参与若干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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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660万平方米的额外土地储备。

拟定土地投标

集团已与南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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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为1,047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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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707万平方米。

已与当地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尚待土地拍卖 参与旧区改造项目 总计

广州 - 6,054,000 6,054,000

深圳 - 549,000 549,000

南宁及桂林 4,515,000 - 4,515,000

徐州 3,869,000 - 3,869,000

昆明 2,081,000 - 2,081,000

总计 10,465,000 6,603,000 17,068,000

地点

估计项目可建地上面积  (平方米 )

附件：新闻报道

2018年6月12日，天誉置业(控
股)有限公司荣获由香港「优质
中国房地产企业大奖筹委会」
颁发的「优质中国房地产企业
大奖2018」的奖项，本屇共15
间房地产企业获此殊荣。

「优质中国房地产企业大奖」
旨在表扬一众优质企业，是香
港上市企业及投资业界曯目的
年度盛事。 天誉置业获得此奖
项，标志着集团在营运管理、
市场发展及创新服务等范畴都
有优越成就。

集团新闻﹕天誉置业荣获「优质中国房地产企业大奖2018」的喜讯

各获奖企业代表与一众主办单位筹委委员及嘉宾祝酒
优质中国房地产企业大奖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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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内房版块抬头，天誉置业(00059.HK)从去年8月开始股价稳步上扬。

集团去年业绩录得纯利5.5亿元人民币(下同)，按年升492.41%；期内收益40.81亿元，按年升1.7倍；毛利8.83亿元，按年升1.84倍。

天誉置业(00059.HK)去年推售四个项目，分别为广州洲头咀项目、南宁天誉花园项目、天誉南宁东盟创客城项目及徐州天誉时代城
项目，合同销售总额为58亿元，较2016年的合同销售上升38.6%。此前集团公布收购重庆市商业区之商住发展项目---重庆核盛100%
股权，总代价48.42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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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完
成后，公司须自持商业物业中不少于70%总建筑面积作长期投资用途。

截至2018年5月24日，集团旗下的项目组合约为总建筑面积2,310万平方米，计及在建项目，包括广州洲头咀天誉半岛、南宁天誉东
盟创客城、南宁天誉花园、重庆弹子石项目、江苏徐州天誉时代城、广东中山项目、广西南宁玉洞项目。而已签约的待开发项目
及潜在土地储备，包括江苏徐州天誉创客小镇、深圳大捷达项目及广州罗干冈项目。可建面绩共约125万8千平方米。

为未来发展，天誉置业(00059.HK)与广西南宁及桂林、江苏徐州及云南昆明当地政府签订了六份合作协议。集团近年来的销售连年
创下佳绩，故对于今年余下数月的销售表现仍感乐观。

集团新闻﹕天誉置业储力向上突破（2018年5月28日 –《Aastocks.com/资本杂志》‧股票评论，汇福金融李慧芬）

除了业绩佳，持续增加新地产项目及土地储备，加上发债集资，以保障集团的持续发展，后市仍可看好。

天誉去年收益40.81亿元(人民币，下同)，按年升1.7倍；毛利8.83亿元，按年升1.84倍；纯利5.5亿元，大升近4.9倍。集团去年推售
四个项目，分别为广州洲头咀项目、南宁天誉花园项目、天誉南宁东盟创客城项目及徐州天誉时代城项目，合同销售总额为58亿
元，较2016年的合同销售上升38.6%。相信有关销售将于今明年入账，对业绩有所保障。

今年1月及3月，天誉置业通过并购形式，向两名卖家购入内地重庆市弹子石项目。该项目位于重庆的三大CBD其中的南岸区弹子石
商务区，该区拥有中央商务区、金融核心区、两江四岸风貌区，为重庆十大重点开发区之一，可建面积合共约120万平方米。

重庆弹子石项目一期命名为「紫金一品」，于2018年初全部竣工完成，总可售面积为25万平方米，已签订合同约14万平方米的住
宅物业、公寓及商铺，会在2018年内交付予买家，余下现货(住宅、公寓、办公楼及商铺等)约11万平方米可售面积，集团计划在
2018年下半年开盘销售。

项目二期命名为「重庆天誉．智慧城」，总建筑面积为87万平方米，为住宅、LOFT公寓及商铺等综合发展项目，建筑工程预计于
2021年底前约分四期完成，初步开发工程已展开。首期预售计划在2018年底至2019年初开盘推出。由此看来，重庆弹子石项目可
成为天誉未来业绩的新增长动力。

集团新闻﹕天誉置业值得期待（2018年6月5日 –《成报》‧寻巡记，浪翻云）

天誉置业（00059）值得留意。集团于2017年纯利大升5倍至5.05亿元人民币。虽然近日内地地价持续上升，但集团早前仍宣布以48
亿元人民币购入重庆商住项目发展权，现时天誉置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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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新闻﹕天誉置业业绩好土储充足前景佳（2018年6月8日 –《晴报》‧股林展望，林家亨）

集团新闻﹕ 059天誉股价可望突破（2018年6月8日 –《头条日报》‧开工前落盘，光大新鸿基温杰）

天誉置业（059）。集团去年收益为40.81亿元人民币，按年升1.7倍；纯利则为5.5亿元人民币，按年升4.9倍。

管理层对今年销售持乐观态度，受惠天誉南宁东盟创客城项目及徐州时代城项目，料可实现全年80亿元人民币销售目标，即较去
年销售上升37.9%。

展望未来，计及潜在土地储备，集团项目组合总建筑面积为2,300万平方米，提供足够资源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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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HPE（惠普企业集团），大众的第一印象是“全球PC之王”，业界的重要标签是“硅谷开创者”。但这场合作的到来，他们将重新认知
HPE在智慧城市和物联网方面的强大力量。近日，HPE（惠普企业集团）与香港上市房企天誉置业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携手打造
“天誉青创社区”，以“创新、生活、居住三位一体”的全新社区形态，为青创社区提供强大的智慧化运营体系。

天誉置业战略签约HPE
以智慧升级“青创社区”，为城市留住精英
2018年1月，HPE中国 CIO峰会上，HPE中国区负责人明确表示，物联网和智慧城市是HPE接下来重点投入的方向。而天誉置业，正好于全国
进行青创社区的布局，致力为城市留住精英，为城市发展提供创新的力量。两大企业因此一拍即合，共同发力智慧城市的发展新风口。
HPE深刻意识到，物联网之于当下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无论在农业、医疗，还是金融、工业等领域都将发挥赋能作

用。换句话说，通过加大对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投入，不仅可以让城市完成数字化、信息化的转型，更可以让区域经济实现新的产
业升级。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天誉置业和HPE的合作，无疑将会为城市的发展“留住新人口”，“打造新增长极”，“建立青年发展型城
市”。

HPE：智慧城市体系落地“天誉青创社区”
将开启下一个时代的城市运营方式
HPE智慧城市大战略的实现，需要一个成熟的载体，完成其技术的普及和业务发展。天誉的青创社区，正好迎合了HPE的战略需求。

天誉青创社区，创新、生活及居住三位一体的创新型产品，经过两年的打造，目前已在全国完成七座青创社区的成熟布局。产品的主要内容
涵盖创新云：一站式创新服务（涵盖联合办公，产学研转化、信息服务、金融创投等服务）；生活云：搭建生活平台和创业平台（教育、商
业、餐饮、投资孵化等）；居住云：打造居民生活创业的基础（智能家居、医疗、文娱、商业等空间）。与传统的居住不同，天誉青创社区
模式的实现，需要强大的物联网与信息技术去完成空间的连接和资源的整合，这一层面的需求，给了HPE的巨大的发挥空间。天然的契合度，
催生了双方的此次合作。未来HPE将采用集团核心技术、服务和综合解决方案，在天誉青创社区投入“智慧社区”、“慧与大学”“渲染媒
体云平台”及创新孵化平台、大数据物联网等项目的建设与运营。

未来将覆盖超1000万年轻人
HPE与天誉，开启中国青创社区黄金时代
天誉的青创社区，于2015年开始提出并部署，整个战略分为两大阶段:3年内完成总建筑面积1125万㎡，引进45万居住人口，打造覆盖150万
以上青年用户的商业网络；十年内完成总建筑面积7500万㎡，引进300万居住人口，实现商业网络覆盖1000万青年，发展为青年社区细分市
场运营龙头和城市创新引擎。天誉的规划，与HPE有着相似的愿景。双方将共同专注青创社区的打造，一方以优质产品和服务聚焦青年，以

平台运营实现资源整合聚变；一方以物联技术优化社区链接，以高效平台提升孵化效率，共同打造满足青年安居乐业的社区智慧生态圈，并
计划将模式复制到全国的天誉青创社区，为城市吸附大量年轻精英，激发城市创新产业的升级和发展。

天誉置业：中国青创社区运营商
汇聚青年力量，让城市更年轻
此次HPE之所以选择天誉置业，除了青创社区本身的创新模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天誉置业深厚的社会影响力。

l 城市的脊梁：广州CBD中轴缔造者
1999年以来，天誉置业先后在广州CBD中轴，打造了广州 “天誉花园”、天誉大厦、天誉威斯汀酒店多个城市标杆项目，从引领高端居住到
凝聚世界名企，一步步影响城市中轴崛起。

l 城市居住标杆：中国豪宅缔造专家

中国豪宅版图，天誉置业总有传奇作品。天誉置业以中国豪宅专家的缔造者的身份，秉承“城市高端地产服务运营商”的发展理念。现已成
功开发广州天誉半岛、南宁天誉半岛、广州天誉花园诸多豪宅项目，将豪宅生活体验推向极致。

l 城市未来经营：世界摩天地标缔造者
在中国南宁，天誉以经营一座城市未来的远见，在南宁五象新区，携手世界一流建筑设计事务所SOM，打造了“一带一路”标志建筑物“东
盟塔”，同时引进世界顶级酒店服务品牌威斯汀酒店，共筑南宁新未来。

l 城市创新动力：青创社区运营商
20年砥砺前行，让城市更年轻。随着青创社区战略开展，天誉将以中国青创社区运营商的角色和担当，更深层地影响城市发展。目前天誉已
成功打造广州3W coffice 、天誉青创社区、南宁众创中心、南宁鱼先生的社区、南宁鱼先生的世界、徐州鱼先生的社区，并在深圳、中山、
重庆再启青创蓝图新篇，聚合各座城市的活力新生力量，焕发城市新生。
据悉，天誉和HPE目前正在全国多个城市进行考察，并计划于6月中下旬落地首个社区范本。这是HPE在完成了一系列拆分后，在中国市场的
一次重大亮相，硅谷的PC巨头，又将给中国带来怎样的惊喜与震撼？

HPE简介：
HPE是一家全球技术领先企业，拥有最全面的产品组合，对技术的未来发展有着独到的愿景。HPE业务范围涵盖了云计算、物联网、大

数据、移动、安全等领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IT新形态和业务新型态的解决方案和服务，让客户能够从边缘到核心再到云端无缝地采集、分
析和处理数据，帮助客户推动新的业务模式、创造新的用户体验以及提高现在和将来的运营效率来加速业务成果。

集团新闻﹕HPE携手天誉青创社区链接中国千万年轻人（2018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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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新闻﹕载“誉”而行天誉·智慧城落位重庆弹子石
（2018年6月25日 –《华龙网》）

信誉的高度，造就建筑的高度，更是一个企业的立身之本。天誉，始终以信誉
为重，自1996成立以来，经岁月20余载的淬炼，已成为国内领先的城乡建设与

生活服务商，一路走来，务实稳健、信誉为本、开拓创新、渴望基业常青的箴
言，始终是天誉的永恒追求。

信誉缔造精品，初心从未遗忘

天誉牢记地产责任，以创造精品项目为己任，构筑和谐人居，通过优良先进的
设计、一流的施工工艺、与生活艺术共融的建筑理念，成就一系列家喻之作。
天誉置业在广州、佛山、南宁、永州、贵阳五大城市深耕细作，秉承20余年的
人文铸造理念，至今共计开发超500万方地产项目，以上乘品质赢得了业界和
社会的美誉。

集团新闻﹕致献重庆天誉·智慧城擎起城市发展未来（2018年6月26日 –《腾讯大渝网 [微博]》）

自1996年创立以来，天誉置业短短10年成为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从创立之初，天誉将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以德为先的品格始终
作为企业的发展理念，从居住到商业，天誉皆顺应城市的发展需求，以品德和信誉立足于社会。

精耕细作，筑建信誉高峰
从首个房地产项目——广州天誉花园，再到天誉大厦、天誉威斯汀酒店、天誉半岛，天誉置业自始以开发优质地产为使命，不断追
求卓越。凭借打造高端宜居环境与创新社区服务运营，稳居广邕，辐射南中国。
天誉置业在广州、佛山、南宁、永州、贵阳五大城市共计开发面积超500万平方米。每一个项目开发，天誉皆遵循社会的发展需求和
城市肌理，深耕细作，铸造一个个精品佳作。

竖立青创风向标
擎起重庆城市发展未来
天誉置业承载着20年的辉煌业绩，如今进驻国家中心级城市——重庆。

重庆拥有悠久的文脉底蕴，也拥有最为年轻的直辖史，作为一座年轻化的现代大都市，正得益于重庆千年文化脉络，使得这座城市
在蒸蒸日上的发展途中，愈发显得沉稳。重庆发展年轻化与天誉置业的战略方向极其吻合。

效果图

匠造重庆弹子石青创新未来
天誉置业携天誉·智慧城，雄踞南岸区弹子石CBD，是以商业街为主体，涵盖高层、SOHO公寓、甲级写字楼等业态的超百万方大城。
项目将打造成为重庆最具国际范的青年潮流商业，吸引全城年轻群体，代言城市新中心。

得青年
将掌握城市发展脉络
随着人口比例变化及消费升级，青年群体渐渐成为城市消费的中流砥柱，重庆的格局也随着青年群体的消费力在不断的转变。

2015年，天誉提出新战略，打造“创新、生活、居住”三位一体的青创社区，并以中国青创社区运营商的角色和担当,更深层地影响
城市发展。先后打造了广州3Wcoffice、南宁鱼先生的社区徐州鱼先生的社区等六座青年生活体。天誉·智慧城作为第七座青创社区，
将延续以往基因与经验为城市吸附大量精英人才，推动城市创新活力腾飞，让城市更年轻。

2016年1月，天誉置业提出“天誉青年创业社区”发展战略，致力打
造居住、生活及创业“三位一体”的创新型产品——“鱼先生的社

区”，其目标在于，做中国最好的青创社区，致力发展成为青创社
区细分市场运营龙头，聚焦青年社区细化市场，差异化发展，实现
青年“安居乐业”一体化。

雄踞于重庆南岸区弹子石总部新区内的天誉·智慧城，将延续以往基
因与经验，为城市吸附大量精英人才，推动城市创新活力腾飞。

天誉·智慧城，也将以链接青年为目的，规划布局为新型综合体，以

全新的商业体验吸附年轻人，助力弹子石成为青年消费聚集地，逐
而成为重庆商业新核心。

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