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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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投资及物业管理。现从
传统地产开发拓展至中国青创社区运营商，致力打造旗下发
展项目成为青年安居乐业的社区生态圈，为城市打造未来。 
 

• 截至2019年1月24日，集团旗下的土地储备组合约提供总建筑
面积2,400万平方米，包括在建项目、已签约的待开发项目及
潜在储备，包括： 
 
 9个现有在建项目，其总可建面积合共约598万平方米： 
  

广州洲头咀天誉半岛                   重庆弹子石项目 
广东中山天誉虹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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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安宁林溪谷项目(1期) 
南宁檀府．印象 
 

 2个待开发项目，待发展证照取得后开始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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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及桂林、江苏省徐州及云南省
昆明当地政府或第三方签订了若干合作协议，待政府完成
征地及平整等工作后，将通过公开拍地形式取得总可建面
积共约1,087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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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重庆持有6个
已建成或在建物业，可租面積合共约28.8万平方米作租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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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集团的盈利能力及现金流
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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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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股權權益

已发行股数 约79.2亿股

市值 约89.5亿港元

股价52周波幅 0.39 – 2.03港元

每手买卖股数 2,000

股份资讯（最后更新于2019年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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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附近为工业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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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正进行最后竣工验收外，其他部份已竣工完成。可
售面积约为81,000平方米亦已交付及分成给合作方港务
局。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累计销售金额约为¥55.8亿
(出售面积约117,000平方米)，尚余少量物业(面积约18,000
平方米及800个车位)正待售中。另外，集团保留800个停车
位作长期出租用途及A1幢(可售面积约10,500平方米)作酒店
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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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数据更新 

 
•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连同其合营企

业的销售金额约为¥93.7亿，与原有的2018年年度的销售目标
¥80亿比较，超出17%。 

(千元人民币) 2018年H1 2017年 2016年

收入 4,072,628 4,080,514 1,507,971

毛利 828,832 883,127 311,331

凈利溢-公司 424,365 550,460 92,918

每股盈利(¥) - 基本* ¥0.162 ¥0.210 ¥0.038

总资产 20,183,395 16,252,454 13,920,633

资产净值或权益总额 2,790,134 2,378,627 1,799,968

毛利率 20.4% 21.6% 20.6%

净债务比率 65.0% -4.9% 28.0%

* 每股盈利按自2018年10月22日生效的股份拆细前股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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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最新进展（续上） 
 
广州洲头咀天誉半岛 (续上) 
 
 
 
 
 
 
 
 
 
 

 
 

 
 
 
 
 
 
中山天誉虹悦 

 
• 位于广东省中山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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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00平方
米)，包括地下面积约为16,000平方米。建筑工程预计于2020年完成。 
 

• 共建14幢住宅及商业配套，全部大楼已封顶。2018年9月开始首批预
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已出售住宅面积约36,000平方米，累计销
售金额约为¥5.9亿。 

 
 
广西南宁天誉花园 

 
• 「南宁天誉花园」及「南宁天誉东盟创客城」两项目统称命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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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地区典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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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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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000平方米

(可售面积约为65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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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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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物业于
2016年末至2019年分期交付。 

 
•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全部65幢楼的余下3幢楼已进入最后竣工阶

段，预期整个项目在2019年全部竣工完成。目前，总可售面积约697,000
平方米已售，其销售金额约为¥46.2亿。此外，在第4、6及7区内的可售
面积合共为245,000平方米已竣工完成并计划于2019年内全部交付予原居
民作为回建房安置，并己从区政府收取销售所得款项合共¥9.9亿。 
 

南宁天誉花园效果图 

广州天誉半岛-实景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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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天誉虹悦效果图 

中山天誉虹悦第34栋 

南宁天誉花园第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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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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区包括一幢楼高346米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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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期间完
成。 

 
• 首批住宅及公寓已于2018年第4季度开始交付予买家。截至2018年

12月31日止，住宅及商业单位之可售面积约为634,000已推出市场预
售。累计销售金额约为¥69.2亿 (出售面积约为625,000平方米)。 
 
 

南宁檀府印象  
• 集团与两间本地发展商组成一间合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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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面积约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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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筑工程于2018年3月已展开，预计于2021年分期完成。首期预售
已于2018年9月初开盘发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累计销售金
额约为¥12.9亿 (出售面积约为110,000平方米)。 
 

南宁天誉东盟创客城效果图 

南宁东盟创客城之西地块3号楼、16号楼 

南宁东盟创客城之东地块1号楼天誉东盟塔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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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檀府印象效果图 

 
 

 

南宁檀府印象6号楼 



 

 

 

 

4 

项目最新进展（续上） 

 
重庆弹子石项目 
 
• 于2018年1月及3月，通过并购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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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坐
落中央商务区及金融核心区，拥有两江四岸风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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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弹子石项目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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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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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于
2021年底前约分四期完成。建筑工程于2018年第2季度已展
开，首期预售已于2018年11月开盘发售。 
 

•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累计销售金额约为¥27.3亿 (出售面积
约为241,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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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展开。首批预售于2017年7月开盘推
出。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可售面积约322,000平方米的
住宅及商铺单位已推出市场预售，累计销售金额约为¥20.3
亿(出售面积约303,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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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部
完成。建造工程将于2019年初正式展开。首批预售将于
2019年第2季展开。 

 
 

重庆天誉．智慧城效果图 

重庆弹子石天誉·智慧城（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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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天誉时代城效果图 

徐州天誉时代城 
第1期5/6/7号楼 

徐州天誉雅园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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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最新进展（续上） 

 
昆明安宁林溪谷项目(1期)  
• 集团于2018年9月通过项目合作协议以利润分成形式，取得「昆明安宁林溪谷」项

目一期不少于40%项目利润分成权益，一期占地约190,800平方米，计划可建面积约
为336,000平方米(可售面积256,000平方米)，包括别墅、住宅及配套商业设施。建筑
工程预计于2021年分期完成。 

 

昆明安宁 
林溪谷项目 
效果图 

 
• 建造工程于 2018年 11月展

开。首批预售将于2019年第
2季末展开。 
 
 

昆明安宁林溪谷 
项目一期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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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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66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 
 
拟定的土地招拍挂 
 
集团已与南宁、桂林、徐州及昆明的地方政府及第三方订立若干框架协议，待政府完成征地及平整等工作后，将透过预定于2019年或
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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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1,087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 
 
通过上述两个渠道，集团的土地储备估计将增加总建筑面积约1,747万平方米。 
 

 
 
 
 
 
 
 
 
 
 
 
 

已与当地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尚待土地招拍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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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1,000 - 2,481,000

总计 10,865,000 6,603,000 17,468,000

地点

估计项目可建地上面积  (平方米 )

待开发项目 

 
下述项目在达成若干未达成条件(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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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可开始发展工作。集团正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请及进行
商议，两项目预计可为集团带来总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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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主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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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政府同意购买项目发展作安置
房的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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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or Relations: 

投资者关系: 
天誉置业（控股）有限公司 

Skyfame Realty (Holding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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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新闻报道 

集团新闻﹕天誉置业(00059.HK)完成每1股拆细为3股（ 2018年10月22日-格隆汇） 

天誉置业公布，每1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已发行及未发行股份，拆细为3股每股面值三分之一港仙的拆细股份已完成，
2018年10月22日，结存股份数为约79.11亿股。 

集团新闻﹕天誉·智慧城项目获得重庆市南岸区城乡建设委员会表彰的喜讯（ 2018年11月5日） 

天誉·智慧城项目在2018年11月5日获得重庆市南岸区城乡建设委员会颁发“重庆市在建工程品质城市先进项目”，并在
全区范围内通报示范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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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天誉·智慧城以654套的成交数量，位居南岸区单盘销售
冠军（数据来源乐居），该数据反映出天誉·智慧城项目超高的
市场认可度。同时天誉·智慧城作为体量超百万方的大盘，其背
后的价值逻辑值得深究。 
 
 

集团新闻﹕天誉·智慧城：占位弹子石CBD 揭开大盘背后的价值
秘密（ 2018年11月15日-界面） 

业界普遍认定，体量在100万方及以上的楼盘，才能称得上是

大盘。业内资深人士告诉界面楼市重庆站：“大盘地产的开发
非常考验开发商实力，包括开发企业的背景、融资能力、客户
认知度、品牌影响力，以及是否具备带动整个项目持续性的开
发、运营及后期管理的能力”。在该人士看来，“大盘项目属
于持续性的开发，构建起真正的全生命周期空间，在资源、配
套、居住氛围等方面成熟度更高，能够满足不同阶段的需求，
匹配市场发展”。 
 
探索天誉·智慧城“四维”大盘价值 
 
兼具种种利好的优势资源，以及越发减少的存量，大盘项目的价值显得更为稀缺。天誉·智慧城，以总建筑面积约129万
方，涵盖高端住宅、甲级写字楼、SOHO公寓、商业集群等多种业态为一体的大型城市商业综合体，占位弹子石CBD核
心，在面积体量、企业实力、区位配套等方面的价值，都具备大盘属性，也有其自身独特的稀缺价值。 
 
首先从项目的开发商来看，天誉具备打造大盘的实力与运营、管理经验。天誉深耕南中国各大城市22年，一直致力于

打造城市标杆，现已成功打造了广州天誉半岛、广州天誉花园等诸多高端住宅项目，以及天誉大厦、天誉威斯汀酒店
等多个城市的CBD项目，从品质到规模，赢得业界和社会的赞誉。有诸如天誉半岛的城市级标杆项目声名在外，此次天
誉·智慧城作为天誉的入渝首作，自然广受关注。 

集团新闻﹕开工前落盘——059天誉置业低位反弹（ 2018年12月5日-头条名家本周心水 - 彭伟新） 

天誉置业(059)于内地多个一、二线城市及直辖市发展地产项目，更参与广州及深圳的旧城改造，而手上所持有的土
地储备达到1746万平方米，可供未来超过5年的发展及销之用，而且集团上半年的毛利率仍然达到20.4%，而且集团
于今年才大幅度利用财务杠杆，净债务比率处于健康水平，即使明年8月底需要归还一笔3000万美元的债务，以现
时集团的现水流情况来看，仍然可以轻松面对。 
 
股价在11月受到其他细价股急跌拖累，并一度跌至0.39元后，股价已经回稳及作出反弹，股价急跌期间，大股东未
有作出减持，显示对股份仍然有信心。 

http://www.tianyudc.com/
http://www.tianyudc.com/
http://www.tianyudc.com/
http://www.tianyudc.com/
http://www.tianyud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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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而瑞数据显示，2018年南宁商品房成交总金额为1415.47亿元，

同比上涨11.30%；成交总面积1322.74万㎡，同比上涨3.05%；

成交均价10701元/㎡，与2017年的9907元/㎡相比，上涨8.01%，

市场整体表现为量升价稳。在单盘销售榜中，金额榜TOP20入

围门槛同比上涨7.87%，市场占有率为30.96%；面积榜TOP20入

围门槛同比上涨5.86%，市场占有率为28.90%。不难看出，金额

榜、面积榜TOP20市场集中度均保持较高位。 

金额榜前三，卖了近95亿元货值 

2018年南宁单盘销售金额排行榜前三强，由天誉城、阳光城丽

景湾、保利领秀前城三盘包揽，销售金额分别为38.31亿元 、

29.17亿元 、26.91亿元，共计94.39亿元。其中，五象新区地铁

大盘天誉城以38.31亿元成交金额领跑，表现抢眼。 

“双料王”天誉城，销售面积超30万㎡ 

2018年南宁单盘销售面积排行榜前三名被天誉城、中海国际社

区、阳光城·丽景湾夺得，销售面积分别为33.13万㎡、26.52万

㎡、25.83万㎡，共计85.47万㎡。其中，五象新区地铁大盘天

誉城无疑是2018年的“双料王”，继夺得单盘金额榜第一后，

以33.13万㎡销售面积拿下面积排行榜第一。 

 

集团新闻﹕ 天誉置业荣获“2018年度中国房地产行业优秀企业”的喜讯（2019年1月7日） 

天誉置业（控股）有限公司荣获“中国房地产行业
管理协会”颁发的“2018年度中国房地产行业优秀

企业”之殊荣。“中国房地产优秀企业”是中国房
地产行业奖。代表了获奖单位在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诚信经营、管理创新等方面已达到国内房地产
行业先进水平。多年来，天誉始终秉承“让城市更
年轻”的信念和初心，精筑城市标杆，创造城市价
值。新的一年，等待天誉人去谱写的，是更为光辉
的篇章。站在新的起点上，前路任重道远，天誉将
锐意进取、高瞻远瞩，以高端地产领跑者的姿态立
足于神州大地，以多元发展的理念宗旨开创辉煌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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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新闻﹕2018年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TOP200排行榜（ 2018年12月31日-新浪财经） 

由克而瑞研究中心发布的《2018年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TOP200排行榜》中，TOP100房企销售规模增长35%。 

 

按其销售金额及面积排名，天誉置业分别为全国第182及167位。 

集团新闻﹕2018南宁楼市单盘销售榜出炉，TOP20卖了438个亿（ 2019年1月2日- 南宁微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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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新闻报道 

   

集团新闻﹕ 天誉置业(0059.HK)：无利空的暴跌背后，我们还要留意什么？（2018年11月22日-格隆汇） 

一、基本面未出重大变故，天誉置业缘何躺枪？ 
 
正值天誉置业(0059.HK)这个月进入港股通之际，11月15日公司在资本市场迎来至暗时刻，在港股市场多只股票出现断崖式暴跌的情况下，天誉置
业盘中也一度跌近70%，而截至当日收盘股价有所回升最终仍跌49 %，近乎腰斩。分析来看，这次港股市场多只细价股暴跌，市场焦点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此前10月底有消息称，中国证监会限制在港中资券商经营财务业务，要求停止新增业务，现有项目也须待合约到期后结束。有分析认为，若

合约无法续期、到期未能缴清欠款或带来斩仓压力，也可能带来香港的三四线股份斩仓潮。对此市场还有消息指出此次部分细价股暴跌均与金利
丰(01031.HK)有关，因金利丰大量持股。而早在9月香港证监会还曾冻结金利丰的客户资产，而该案亦被传牵涉到华融案。 
 
此外市场亦有消息称，暴跌的细价股与"李姓投资者"有关。有熟悉细价股仓位的市场人士表示，这次出事者专门炒卖中国海景及北京燃气蓝天等
俗称"北京系"的股份，并且有互控股份的情况，在个别股份暴跌下出现连环爆仓、多只股份齐被强平。紧接着在11月18日天誉置业发布公告称，
公司股份交易的异常波动与公司的经营或财务状况无关，自2018年6月30日以来，公司的经营或财务状况并无重大不利变动，公司同时表示并没

有知悉导致价格和成交量波动的任何原因。由上来龙去脉不难看出，此次天誉置业的暴跌基本已经锁定与基金资金链断裂导致股票连环爆仓有关，
而公司的基本面并没有出现重大变化。 
 

面对这种情况往往持仓的投资人会表现的较为恐惧，毕竟股价一泻千里，如若贸然出清，必然损失惨重，如若相信价值不会迟到而继续等待，估
计也将要承受漫长的内心煎熬。现在不妨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看看天誉置业这家公司究竟成色如何？ 
 
二、小而美的精品地产，要做城市更新先行者 
 
天誉置业创立于1996年，前身为广州市天誉房地产开发公司，公司于2006年成为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过往天誉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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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阶段公司已经开始从传统地产开发迈向成为中国青创社区运营商，致力建立青
年安居乐业的社区生态圈。 
 
回顾公司发展历程，天誉自创立之初即以"做城市高端房地产服务"作为企业发展理念。公司从首个房地产项目广州天誉花园出发接连打造了包括
天誉大厦、天誉威斯汀酒店、天誉半岛等在内的广州CBD中轴的多个城市标杆项目，并赢得了业界和市场的美誉。 
作为一家有着20多年历史的地产公司，天誉置业以商业和住宅业务双轮驱动的模式稳健发展。从主营业务来看公司，公司大部分收入都来自于物

业销售，其中少部分来自租赁业务和物业管理业务，虽然这两部分的业务体量较小，但却给公司带来了较高的利润率，同时也在公司整体发展过
程中起到了较好的协同效应。 
 

既然主业是房地产开发，衡量这类企业的最重要的两个维度当属销售和土储。 
 
从销售情况来，公司合约销售规模近年来保持较高速度增长。2017年全年公司合约销售达58亿，同比增长38.6%。而今年首6个月公司合同销售也
已达累计月度目标近90%，下半年在多个新盘项目推出市场的背景下公司也将迎来销售高峰期，由此天誉也将大概率完成今年80亿的销售目标。 
 

从销售规模来看公司相较于龙头房企并没有太大优势，不过，规模虽小也并不意味着像这类小型房企就没有突围的机会。首先要注意到公司此前
项目的定位多为高端住宅项目，而这些项目往往毛利率都很高，同样的规模下创造的效益和利润空间也更大，而在品牌效应下公司积累的势能也
更足。另外再观之天誉这几年的发展势头，表现也非常强劲，公司正处在快速上升阶段，由此如若能持续维持高毛利和高利润率的姿态，公司的
潜力也就会更为明显。实际上公司20多年稳打稳扎的运营经验已经基本让其在高端地产开发领域有了足够的优势，如若搭配上足够的土储水平，
公司未来发展就会有一定保障。 
 
由这我们再关注到公司的土储情况。目前公司现项目组合估计总建筑面积共约2400万平方米。其中有9个现有在建项目总可建面积合共约598万平
方米；2个待开发项目估计项目总可建面积合计约26万平方米；7个已与市政府及第三方签署合作协议的待开发项目估计项目总可建面积约1087万

平方米。另外公司还致力于做城市更新先行者，积极参与到广州及深圳的旧改项目，在潜在土地储备方面，公司旧区改造重建项目估计项目总可
建面积达到约660万平方米。由上不难看出无论是当下的项目情况还是未来的潜在土地储备，公司都还是有足够的资源支持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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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绩增长基础和风险控制能力 
 

从近年来销售合约的表现我们已经看到公司的增长姿态，而聚焦到具体的业绩指标，天誉置业的表现也同样不乏亮点。从最新财报情况来看，今年
上半年公司录得收益40.73亿元，较2017年同期增长52.7%，而2017年全年公司收益也才40.81亿，相当于半年内即已经完成了去年全年的收益水平。 
 
另外今年半年内，天誉置业溢利达4.86亿元，较2017年同期增长26.4%，并接近去年全年的近九成，公司拥有人应占溢利4.24亿元，较2017年同期增
长6%。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的毛利率也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一方面这得益于公司低成本的拿地策略，尤其是在旧改这一块的优势，另一方面也与公司专注
核心城市的优越地带和潜力良好的新兴城区的布局有关，往往这类区域的价格随着时间推移会有更多的提升机会，同时销售状况也会不错溢价能力
也较强。此外公司专注于高端地产的运营模式及过往的开发成绩带来的良好口碑也让公司在定价能力上具有优势，公司能够实现差异化定价来提升
产品的盈利水平。 
 
再来关注到公司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6月30日天誉债务总余额为71.4亿，其中84%的债务到期日为一年以上，整体还债压力可控，另外公司融资成
本居于行业中等水平，2017年的平均融资成本为8.4%而今年上半年则在8.5%的水平。总结来看，公司财务情况表现良好，且经营稳定、收入及利润
增长势头较为强劲，债务风险可控，整体基本面表现仍然不错。 
 
四、青创社区产品战略 智慧赋能引领新未来 
 

随着地产黄金十年的过去，传统的拿地、生产、销售的固有模式在大环境中已经开始面临瓶颈，由此各路房企们也纷纷开启了转型之路。对于中小
型地产而言，在强者恒强的达摩利斯之剑之下，更需要有勇于转型的魄力与勇气。 
 
面对市场的变化，天誉置业开启了地产新商业模式，公司以青创社区产品为战略重心，致力于发展成为青创社区细分市场运营龙头。天誉"青创社区
"通过融合孵化型创新创业资源和生活型资源，形成资源交互式良性循环，实现人与资源之间的链接，打造一一个"链接年轻创新体资源平台"。 
 
在此基础上，公司还构架出"三位一体"的先进发展模式，主要涵盖"三朵云"如下： 
 
另外公司整个战略还分为两大阶段：一是，3年内要完成总建筑面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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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
十年内完成总建筑面积7500万平方米，拥有100万住宅单元，300万以上居住人口，1000万以上青年用户的商业网络。 
 
从目前情况来看，天誉已成功打造广州天誉青创社区、南宁青创YUWO-PARK、南宁鱼先生的社区、南宁鱼先生的世界、徐州鱼先生的社区，并还在

深圳、中山、重庆相继开启一系列相关青创项目。公司通过小户型、低总价、低门槛置业，多重生活配套服务等产品特性，为年轻人提供适合创业、
居住、生活的聚集地。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4月公司还与世界五百强HPE（惠普企业集团）达成战略合作，携手升级天誉青创社区，在全球知名科技公司的助力下，天誉青创
社区未来还将注入一系列科技元素，不断丰富和优化社区场景，更快速的连接年轻人才，更多维度地整合创新资源。 
 
总结来看，公司在青创社区上战略清晰明确，布局势头强劲，随着各大项目不断落地，公司有望占据"青创"这一全新领域的龙头位置，并成功连接
千万用户、在万亿级市场规模的青创蓝海或有望闯出一片新天地。 
 
五、总结 
 

整体来看天誉置业无论是销售规模还是土地储备都不算大，但其却不失为华南地区一个小而精美的地产公司。从过往表现来看公司专注高端地产业
务给公司带来了较高的毛利率和利润率，规模虽小，盈利能力却一直不俗。而随着公司近年来开始进入高速扩张期，前期多个标杆项目已经进入收
成期价值不断释放，公司也将迎来发展的新阶段。 
 

另外公司在旧改项目的优势，无论是现已有的庞大的潜在土储亦或是在低成本获取优质核心地段土地的能力及城市更新的经验上都将让其难以被同
行轻易复制。而公司战略布局青创社区，全面进军城市千亿蓝海，未来有机会被赋予更大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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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新闻：天誉置业(0059.HK)：无利空的暴跌背后，我们还要留意什么？（续上，2018年11月22日-格隆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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