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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日期 2013年7月12日

收市价
(30/7/2021)

0.640元

52周范围 0.600 - 1.200港元

总股数 27.95亿股

市值 19.56亿港元

*资料截止： 2021年8月31日

收益 95.43亿元

毛利 22.11亿元

期内溢利 6.77亿元

每股基本盈利 16.0分

每股摊簿盈利 16.0分

II. 8月份销售表现

8月合约销售约人民币4,211.78百万元
当代置业(01107.HK)公布，8月份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4,211.78百万元。
其中物业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4,107.60百万元，车位合约销售额约人民
币104.18百万元。物业合约销售面积约421,246平方米，销售均价每平
方米约人民币9,751元。

截至2021年8月31日止八个月，本集团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29,981.19
百万元，同比增长16.34%。其中物业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29,564.24百
万元，车位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416.95百万元。物业合约销售面积约
2,913,426平方米，销售均价每平方米约人民币10,1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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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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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保证局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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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8月份拿地情况

8月获取1幅地块，位于广东省佛山市。
地块位于狮山板块，紧邻禅城城北板块，是南海近年市政、经济重心转移热点板块。区域内地
铁3号线预计21年年底试运行，远端规划7号线，区内新建多所幼小中和商业地块，未来配套完
善，通过海五路延长线桂城5分钟可到达本案，通过海八路广州广钢板块客户30分钟可到达本
案，价差分别10000元/㎡和30000元/㎡，区域未来发展、升值潜力巨大。

IV.  8月份开盘热销亮点项目

【合肥】空港当代阅MOMΛ

空港当代阅MOMΛ项目持续劲销，销量稳居区域前列。线上推广通过对区域发展利好、配套
资源升级及产品价值的梳理，进一步提升客户认同。结合区域洋房的稀缺性、舒适性等特性，
持续输出产品信息，并配合火爆人气、空港热势等系列热销单图、视频，塑造“空港品质投资
红盘”形象。通过客户线上小游戏互动进行传播、线下领取奖品的方式，打通传播链路，增强
市场关注度。8月项目热势加推，空港当代阅MOMΛ，绿色、科技、健康人居，私藏自然胜景，
凝翠轻奢质感，时代傲人顶峰，品质之作，实力珍藏。

【洪湖】忆美当代城MOMΛ

洪湖忆美当代城MOMΛ项目持续蝉联销冠，项目在洪湖市场上，当代城MOMΛ红遍全城，项
目行销积极把握品牌优势，利用各类高费效比，广泛传播“绿色科技 智能美宅” 产品理念，
在保持高流速的同时，也保证溢价率，提高市场占有率。同步从产品设计、展示包装，体验服
务，行销推广等全方位、多维度打造洪湖最佳绿色科技地产，品质社区，营造良好的品牌美誉
度。



IV.  8月份开盘热销亮点项目

抚州当代阅MOMΛ项目在区域市场上持续火爆热销，，月度销售套数位列市场第一，领跑
市场，在保持高流速的同时，也保证了项目整体溢价率。整体推广结合抚州科技星级华宅的
概念，主推“抚州每1万人才能拥有一套”，以产品稀缺结合板块认可不断外溢价值；中后
期通过的产品自身价值点的深度挖掘及科技价值点的生活场景化传播，提升客户对产品的认
可度。同时线下通过开展“公益骑行”、“科技快闪”、“七星科技点亮抚州”等活动，形
成良好的传播度及案场人气氛围，高新正席 学府文脉 绿色健康家，最后一栋真洋房，全城
争藏。

【抚州】当代阅MOMΛ

【仙桃】交投·当代满庭春MOMΛ

交投·当代满庭春MOMΛ项目持续劲销领先仙桃南城，市场占有率较高，去化流速较快。通
过交投·当代满庭春MOMΛ项目联合本地媒体对仙桃南城新区地段的挖掘、炒作，吸引了大
批刚需客，同时进行产品持续性价值输出，同时针对南城企业单位进行大客户拓客，赢得了
仙桃市人民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加深了对项目的记忆点。线下通过各种节点活动，营造良好
的销售氛围。同时借势周边仙桃东站、南城客运站、市艺术中心、沔中教育综合体等市政项
目的动工，凸显项目后期发展优势。8月份，项目应市加推。交投·当代满庭春MOMΛ，占南
城热土、抢高铁红利、紧邻沔中教育综合体，打造仙桃人居标杆！



IV.  8月份开盘热销亮点项目

【潜江】恩杰当代上品MOMΛ

恩杰当代上品MOMΛ项目8月加推，线上持续通过对新品加推热销氛围进行营造，同时结
合品牌、物业、教育、公园、交通等方面进行线上持续发声，从而提升项目知名度；线下活
动通过双盘联动路演活动持续发布即将开售信息，推出老带新政策，持续搅动业主群体，通
过业主活动，关怀，奖励，撬动业主老带新，实现老带新转化，并与晓飞哥合作举办紫月湖
龙虾烹饪大赛等活动营造热销氛围，释放开售信息，降低获客费效，实现项目加推热销。



V. 8月份新增奖项

* 以上奖项由当代置业及其关联企业获得

获奖
时间

奖项类型 奖项 颁奖机构

8月 项目奖 第五届ELA国际景观大奖最佳示范区景观奖 媒体ARCHINA建筑中国

8月 项目奖 2021年法国NDA设计奖金奖
2021法国Novum Design 

Award



VI. 8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置业2021年中期业绩发布

8月16日，当代置业披露2021年半年度业绩报告。
报告期内，当代置业收益增加至约人民币95.43亿元，较2020年同期增长约9.6%。毛利达至约人民
币22.10亿元，较2020年同期增长约4.2%。期内溢利达至约人民币6.76亿元，较2020年同期增长约
21.6%。归属股东净利润4.47亿元，同比增12.43%。

当代置业获恒生银行绿色贷款融资1亿港元

2021年7月5日，当代置业宣布获由恒生银行有限公司（“恒生银行”）发出的信贷函件，恒生银行
向当代置业提供为期不超过364天的1亿港元定期绿色贷款融资，这是当代置业首次获得境外银行绿
色贷款，也是继其成功实现境外债券全部绿色化后的又一靓丽里程碑，这体现了恒生银行对当代置
业在绿色科技地产领域成绩的肯定。



VI. 8月份新闻简讯

春风印月MOMΛ·星空小镇荣获年度最佳示范区景观大奖

8月，由媒体ARCHINA建筑中国发起的国际级景观设计类专项奖项——第五届ELA国际景观大奖评
奖结果正式揭晓。春风印月MOMΛ·星空小镇从300余个项目中脱颖而出，斩获年度最佳示范区景观
奖。

重庆当代城MOMΛ斩获2021年法国NDA设计奖金奖

8月，2021法国Novum Design Award获奖名单震撼揭晓，重庆当代城MOMΛ凭借高质量的呈现
从全球众多室内设计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得到评审专家的一致肯定，强势获得金奖殊荣。



VI. 8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置业与首金资本达成战略合作

8月25日，当代置业与首金资本在北京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携手，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
地产投融资、绿色产业深耕等领域加强合作，实现金融、产业、城市发展的和谐共赢。

当代置业与陕建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8月26日，当代置业与陕建集团在北京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正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长效
合作机制，资源整合、互惠互利，开展全方位、多元化、综合性的合作。



VI. 8月份新闻简讯

东城区王兆康主任带队走访调研当代置业

2021年8月25日上午，北京市东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兆康，东城区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办公室
主任鲁建华，东直门街道办事处主任张波，东直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黄斌，东城区财政局副局长李
军耀，东城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李巍，东城区金融办副主任尧西·班·仁吉旺姆，东城区投促
中心副主任杨金戈，东城区税务局副局长曹忠，东城区发改委科长杨睿夫，东城区物业指导专班负
责人穆磊，东城区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办公室干部刘旭，东城区金融办干部黄瑾等领导莅临当代置
业集团总部进行走访调研。

东江当代阅MOMΛ正式开工

8月12日，东江当代阅MOMΛ在惠州东江科技园正式扬土奠基。这意味着，当代置业在惠州绿色科
技人居与城市发展践行上，再添精彩一笔。



VI. 8月份新闻简讯

中翔城发当代首望府ΜΟΜΛ体验中心开放

8月14日，中翔城发当代首望府ΜΟΜΛ城市阅读体验中心惊艳亮相，众多客户朋友们慕名而来。现
场人潮涌动，人气高涨。当天，正遇七夕浪漫之际中翔城发当代首望府ΜΟΜΛ，精心准备了玫瑰花
和茶歇，让美好爱意蔓延。



序号 日期 地点 投资者活动

1 31/8 线上 瑞信业绩路演

2 27/8 线上 瑞银业绩路演

3 24/8 线上 汇丰银行业绩路演

4 19-20/8 线上 德银欧洲投资人业绩路演

5 17-18/8 线上 国泰君安业绩路演

6 22/6 线上 HSBC债券投资人峰会

7 28/5 线上 美银美林亚洲投资人峰会

8 20/5 线上 第四届中国不动产金融论坛

9 3/5 线上 UBS 投资人峰会

10 19-20/4 线上 瑞士信贷债券投资人会议

11 15-16/4 线上 UBS 债券投资人会议

12 12/4 线上 海通证券债券投资人会议

13 23-25/3 线上 美国银行证券投资人路演

14 22-23/3 线上 德银欧洲投资人路演

15 19/3 线上 国泰君安亚洲债投资人路演

VII. 投资者活动日志（01107.HK）



序号 日期 地点 投资者活动

16 18/3 线上 2020年度业绩发布会

17 4/2 线上 美国银行非交易路演

18 2/2 线上 瑞士信贷非交易路演

19 29/1 线上 招银国际非交易路演

20 25/1 线上 美银证券非交易路演

21 15/1 线上 巴克莱非交易路演

VII. 投资者活动日志（01107.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