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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关于当代置业（中国）有限公司

当代置业（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当代置业”，连同其附
属公司统称"本集团”）于2013年7月1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交所”）主板上市，具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一级房地产
开发资质。公司连续5年荣获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2018年更获标普全球
最高等级绿色评级认证以及香港质量保证局颁发“发行前阶段绿色金融认
证”，为内房股第一家获此殊荣的公司。公司设立于2000年1月11日，
始终秉承“科技建筑 ·品位生活”的开发理念，坚持“自然朴素、和谐健
康；简单专注、生生不息”的发展哲学，围绕“爱我家园行动”的主题思
想，为业主创造精诚所至、真实品位的生活体验，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公司倾注于“绿色科技+舒适节能+数字互联的全生命周期生
活家园”。成功打造中国绿色科技地产运营商标志性品牌－ ΜΟΜΛ。
ΜΟΜΛ由“Μ”“Ο”“Μ”“Λ”四个文字图形组成。两个“Μ”代表
我们的家园，“O”代表宇宙的始源；“Λ”代表人，组合而成的左半部
分图形象征建筑，右半部分图形象征生活，形象化地诠释了企业理念－科
技建筑，品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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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8月份销售表现

8月合约销售约人民币4,146.17百万元
当代置业(01107.HK)公布，8月份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4,146.17百万
元，同比增长51.86%。其中物业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4,116.24百万元，
车位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29.93百万元，物业合约销售面积约391,888
平方米，销售均价每平方米约人民币10,504元。

累计首八个月，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22,360.92百万元，同比增长
1.62%。其中物业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22,010.04百万元，车位合约销
售额约人民币350.88百万元，物业合约销售面积约2,154,699平方米，
销售均价每平方米约人民币10,215元。



III. 8月份拿地情况

IV.  8月份开盘热销亮点项目

8月新获取两个项目：

 太原当代著后续地块，位于小店区，地处太原主城区及太榆中心城区的核心位置，为城市新
中心，目前已形成高端住宅集中区。 项目周边配套完善， 高档资源汇聚，医疗、教育、交
通、商圈配套醇熟。

 贵阳清镇市项目，金清大道与金马大道交汇处。距贵阳观山湖区7公里，距贵阳市高铁北站
17km，距贵阳市主城区20km，距离清镇市老城区4km，距规划中的地铁S2号线清镇一中
站300米。位于观山湖区和清镇市之间，是城市重点发展方向。

【西安】当代境MOMΛ

2020年8月，西安当代境MOMΛ1#、7#楼盛大开盘，项目二批次产品于8月11日备案价格公示，
8月14日取得预售证，8月22日1#、7#楼实现开盘。项目共计推售精装修高层199套，线上意向
登记277组。
在面对项目备案价公示及预售证获取间隔时间短、蓄客周期短，区域市场低价盘同期竞争，客
户严重分流的市场背景下，项目团队同心协力，销策渠三条专业线合力，持续强化项目价值点，
深挖老带新及同行推介渠道；渠道线扩大拓客范围，进行异业资源整合；不断通过体验中心艺
术美学活动增加客户粘性，提升品牌形象。
截止8月31日项目共计来访3633组，客户到访量冠领浐灞。开盘后行销团队乘势而上，快速整
合资源，不断地将项目火爆的销售氛围在市场上发声，树立区域内火爆热盘的市场形象，助力
销售成交；截止8月31日，实现加推房源去化191套。



IV.  8月份开盘热销亮点项目

【北京】通州万国城MOMΛ

2020年8月16日，通州万国城MOMΛ2#宽景四居辉耀呈世，项目通过联合知名IP单向空间、诗
人及作家展开“漫游艺术空间”、高调性项目推广、高粘性的媒体互动向市场有效输出MOMΛ
当代品牌及项目产品价值点；面对竞品集中入市，通过精准的前端拓客，高水平品质案场感受，
多频次客户梳理以及多轮模拟开盘，邀约知音客户到访，启幕当日到访解筹率100%，完美绽放！
开盘后行销团队乘势而上，不断通过项目价值单图、热销视频，将2#楼销量、火爆销售氛围对
外释放，扩大项目知名度，树立2#高销产品的市场地位。

6

【太原】当代城MOMΛ

坚持“老带新三步走”策略执行
✓ 每周五执行“人间至味是归家”客户答谢宴活动；
✓ 分组、分置业顾问制定拜访任务及奖惩措施，深度维系客户；
✓ 借势工地开放日、七夕节点，线下客户维系互动。



* 以上奖项由当代置业及其关联企业获得

V.  8月份新增奖项

获奖
时间

奖项类型 奖项 颁奖机构

8月

人物奖
当代置业品牌专业总监李季--2020中国房地产企业年度优秀品牌运

营官
亿翰智库

公司奖 2020年中国房企综合实力TOP200：53名 亿翰智库

公司奖 2020年中国房企品牌价值TOP100：30名 亿翰智库

公司奖 2020中国房地产企业社会责任二十强 亿翰智库

公司奖 2020中国房地产企业稳健经营二十强 亿翰智库

公司奖 2020中国房地产企业城市高端产品系品牌十强 亿翰智库

公司奖 2020中国房地产企业雇主品牌十五强 亿翰智库

公司奖 2020首届上市房企财务强健大奖（陶朱公奖） 楼市资本论、亚布力智库

公司奖 2020中国美好生活贡献企业 乐居财经

项目奖 春风印月ΜΟΜΛ·星空小镇--绿色住区认证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人居环境

委员会



VI. 8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置业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

8月17日晚间，当代置业发布中期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10亿元，同比增24%。期
内毛利21.21亿元，同比增14%。期内毛利率24.4%。期内净利润5.56亿元，同比增4.8%。

当代置业再获国泰君安「收集」之评级

8月26日，当代置业再获国泰君安证券对集团维持「收集」之评级，目标价提升至1.40港元。国泰
君安证券分析指出，当代置业2020 年上半年业绩符合预期。公司总收入同比增长24.0%至人民币
87.10 亿元，核心股东净利同比增长12.1%至人民币4.21 亿元。虽然国内经济上半年疫情影响，但
得益国内严格的防控工作，项目复工及销售工作已经完全恢复。



VI. 8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置业获恒生银行信用贷款融资

2020年8月12日，当代置业正式收到由恒生银行发出的信贷函件，恒生银行向当代置业提供1亿港元
信用贷款融资，为期一年。这将有助当代置业优化现有债务结构、充实在手现金及降低利息成本，
同时也体现了当代置业整体信用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此笔境外银行信贷，进一步降低公司整体融资
成本，贷款将会作为日后公司运营资金使用。

当代置业成功发行首单购房尾款ABS

2020年8月5日，当代置业首单购房尾款ABS——“中山证券-当代置业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这是集团进一步创新融资渠道和融资产品、降低融资成本和强化现金流管理
的重要举措。



VI. 8月份新闻简讯

直击博鳌 | 张鹏总裁：科技加速实现美好生活

8月12日，由观点地产机构主办的“地产远见：重启的世界”2020博鳌房地产论坛在三亚举办。当
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先生以“科技语境下的美好生活”为主题发表演讲。并分别从“以绿色
健康科技提升生活品质”、“以全生命周期产业焕发社区活力”、“以可持续发展实践推动城市建
设”三个维度阐释观点。

当代置业贵州拿地

2020年8月20日，当代置业再度携手方源地产成功获取贵阳市清镇一中项目——贵阳·当代拾光里
MOMΛ，项目地处贵阳西进的桥头堡——清镇板块，区域更趋成熟，极具发展潜力。是继龙里当代
MOMΛ未来城项目、兴义当代上品湾MOMΛ项目后，当代置业在贵州落地的第三子。



VI. 8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置业荣膺五项绿色荣誉

由中国投资协会、华盛绿色工业基金会主办，全联房地产商会支持、第三方绿色评级机构标准排名
承办的“科技创新引领绿色发展”第六届中国绿色智慧地产论坛近日在线上顺利召开，当代置业荣
获“2020中国绿色地产（住宅）TOP10”、“2020中国绿色地产运行指数第2名”、“2020中国绿
色楼盘第1名”、“2020中国绿色地产TOP10”、“2020中国绿色地产民企第3名”等5项荣誉。

当代置业荣膺2020中国房地产业战略峰会7项殊荣

2020年8月18日，2020中国房地产业战略峰会在上海举行，当代置业斩获“2020年中国房企综合实
力TOP200：53名”、“2020年中国房企品牌价值TOP100：30名”、“2020中国房地产企业社会
责任二十强 ”、“2020中国房地产企业稳健经营二十强 ”、“2020中国房地产企业城市高端产品
系品牌十强 ”、“2020中国房地产企业年度优秀品牌运营官 ”、“2020中国房地产企业雇主品牌
十五强”等7项荣誉。



VI. 8月份新闻简讯

春风印月MOMΛ·星空小镇荣获绿色住区

8月8日晚，绿色住区发布盛典拉开帷幕。发布会现场，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名誉副会长苗乐如先生、
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先生、伟光汇通川渝地区总经理田俊杰先生，分别上台发表致辞。中
国房地产业协会人居环境委员会秘书长朱彩清女士，上台宣读专家评审决定：决定接受春风印月
MOMΛ项目为中国人居环境绿色住区共建项目。

当代置业荣膺“陶朱公奖”

8月25日，首届中国上市房企财务强健大奖暨“陶朱公奖”在北京隆重颁布，评选出中国上市房企财
务强健TOP50强，当代置业荣获此项殊荣。据了解，陶朱公奖评委会从业绩规模、盈利水平、成长
能力、现金流质量、股东回报等角度，从上市房企中筛选出“中国上市房企财务强健50强”。
具体评选指标包括：较高的利润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的业绩，稳健的现金流，注重股东回报及债务
风险和商誉风险可控，五个维度。当代置业正是基于持续稳健的业绩增长、行业领先的信用评级以
及境内外多元化融资渠道等优势条件摘得此项大奖。



VII. 投资者活动日志（01107.HK)

序号 日期 地点 投资者活动

1 21/8 香港 美国银行组织的业绩路演

2 21/8 香港 股票投资人业绩路演

3 20/8 香港 德银组织的业绩路演

4 19/8 香港 招银国际组织的业绩路演

5 18/8 香港 国泰君安组织的业绩路演

6 8/7 香港 中国房地产高收益债券投资人公司日

7 26/6 香港 瑞银非交易路演

8 18/6 香港 巴克莱非交易路演

9 15/6 线上 汇丰线上债权投资人峰会

10 12/6 线上 摩根史丹利线上峰会

11 9-10/6 电话会 美国银行非交易路演

12 11-13/5 线上 2020美国银行亚太线上投资者峰会

13 8/4 线上 德银债券投资者路演

14 30/3 香港 业绩路演

15 27/3 线上 当代置业2019年度业绩发布会

16 9/1 深圳 智通财经港美股新春策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