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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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9月份销售表现

9月合约销售约人民币3,112.26百万元
当代置业(01107.HK)公布，9月份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3,112.26百万
元。其中物业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3,101.06百万元，车位合约销售额
约人民币11.20百万元。物业合约销售面积约296,377平方米，销售均
价每平方米约人民币10,463元。

累计首九个月，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25,116.13百万元，同比增长
10.03%。其中物业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24,904.44百万元，车位合约
销售额约人民币211.69百万元。物业合约销售面积约2,383,376平方
米，销售均价每平方米约人民币10,44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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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9月份拿地情况

IV.  9月份开盘热销亮点项目

9月新获取两个项目，均为首次进入的城市，分别位于河南许昌和江苏常州：

 许昌项目位于魏都区、老城区及新片区交界处，板块成熟度高，紧邻健康路小学。
 常州项目位于钟楼区荷园板块，是常州打造的核心区域。

2019年9月20日，当代置业在温州正式落地两大绿色代建项目，两个项目均为政府建
设保障性住房：

 项目地块位于温州瓯海南白象街道南湖单元，总用地面积87726.2平米，约131.59
亩。

 项目地块位于温州瓯海梧田街村（瓯海大道以南）和老殿后村，总用地面积63587
平米，约95.38亩。

【太原】当代城MOMΛ

2019年9月太原当代城MOMA项目面临各大竞品项目不断开盘出现，市场竞争环境十分严峻的情况，
围绕拓销一体、维老拓新策略，借势焕新当代全国56盘联动的概念，不断进取，突破自我，9月成交量
遥遥领先，轰动太原市场！



IV.  9月份开盘热销亮点项目

【安徽】临泉当代城MOMΛ

2019年9月12日，临泉当代城MOMΛ（122）地块13#、15#、16#盛大开盘！面对市场变化、客户
分流严重、蓄客周期过长等困难，项目团队积极应对，迅速调整营销思路，制定相应客户销售政策，
全面拓客、保节点、抢开盘；最终不负众望！开盘当天去化率达95%，总销金额2.23亿！再次大捷，
热销全城。

【西安】当代上品湾MOMΛ

2019年9月，当代上品湾MOMΛ项目，借势西安主城区限购升级政策客群外溢。在线强势持续广泛宣
传造势，线下管道及分销强力整合客源，在线线下结合实现项目热销大卖。实现一月双开，推售66#、
62#共去化428套房源，开盘大捷，热销全城。



IV.  9月份开盘热销亮点项目

【湖州】当代上品学府MOMΛ

2019年9月，湖州上品学府项目积极创新，借势沪苏杭投资外溢，启动分销。在线强势站位大规模
推广，线下分销抢占先机，在线线下结合强势爆破，表现优异。



VI. 9月份新增奖项

* 以上奖项由当代置业及其关联企业获得

V. 9月份新增授信

截止2019年9月30日，新增澳门国际银行30亿和厦门国际银行30亿。

获奖
时间

奖项类型 奖项 颁奖机构

9月

公司奖 当代置业 -- 2019中国房企绿色信用指数TOP50 中国投资协会

公司奖
当代置业 -- 2019中国房地产住宅开发专业领先品牌价值

TOP10-绿色科技地产
中国房地产TOP10研究组

公司奖 当代置业 -- 2019中国房地产公司品牌价值TOP30 中国房地产TOP10研究组

公司奖 第一物业 -- 2019中国物业服务特色品牌企业-绿色科技物业 中国房地产TOP10研究组

公司奖 第一物业 -- 2019中国物业服务专业化运营领先品牌企业 中国房地产TOP10研究组

公司奖 当代置业 --国鼎奖2019中国城市建设贡献大奖 中房网

人物奖 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 -- 2019中国房地产品牌贡献人物 中国房地产TOP10研究组

项目奖 当代晋江万国城ΜΟΜΛ -- 绿色建筑创造力样本 中国投资协会

项目奖
中共当代置业（中国）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 非公党委2019年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中荣获优秀组织奖
中共东直门街道非公党委

项目奖 当代ΜΟΜΛ -- 2019中国房地产精品项目品牌价值TOP10 中国房地产TOP10研究组

项目奖
当代合肥天鹅湖万国府ΜΟΜΛ -- 第16届精瑞人居奖住宅全装修

项目

2019第三届全装修产业
领袖峰会暨内装工业化国

际论坛

项目奖
九华山莲花小镇项目 -- 第16届精瑞人居奖酒店式公寓全装修项

目

2019第三届全装修产业
领袖峰会暨内装工业化国

际论坛



当代置业完成1500万美元优先票据回购及注销

9月3日，当代置业(中国)有限公司(1107.hk)发布公告，公司回购2018年3月票据本金总额累计1500万美
元，并进行了对应部分债券注销，对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有重要意义，也彰显了公司的财务能
力。未来，当代置业将继续积极优化资本结构，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保驾护航。

VII. 9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置业受邀The Global Borrowers Investors Forum

由 Euromoney 主 办 并 由汇 丰 银行 、 渣 打 银 行、 穆 迪 、标 普 等 赞 助的 论 坛 The Global Borrowers
Investors Forum在新加坡举行，亚洲各地发行商、投资者、投行机构、评级机构出席。当代置业香港董
事会办公室董事总经理崔寒凌先生受邀出席，并对话“中国境内外投资机会”论坛。



《一切如你》在MOMΛ温暖点映

9月12日，当代置业及关联企业当代绿健养老产业公司携手安馨养老，在北京当代MOMΛ百老汇电
影院，举办“所愿时光•一切如你” —电影《一切如你》点映仪式和专场观影会。现场温暖放映，主
创团队谈创作心得，观众如泣如诉，感触颇深。所愿时光，一切如你。

VII. 9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置业受邀第十一届中国房地产科学发展论坛

9月1日-3日，以“数字化与未来居住”为主题的第十一届中国房地产科学发展论坛在上海召开。中国房
地产业协会名誉副会长、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在数字生活分论坛主题演讲，当代置业总裁助理
兼北京当代区域公司总经理孙帆在绿色健康智能宜居分论坛主题演讲，经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研究决定，
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先生特聘担任中国房协人居环境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一人居总经理贾岩特
聘担任中国房协人居环境委员会副秘书长。



千人共鉴菏泽当代城MOMΛ绿色住区发布盛典

9月15日，“科技建筑·绿色家园·城市向美” —当代城MOMΛ绿色住区发布盛典暨群星公益演唱会如约而
至。遇见菏泽，共同瞩目菏泽首个人居环境绿色住区顼目一菏泽当代城MOMΛ。远见未来人居趋势，创享
未来绿色家园生活，菏泽当代城MOMΛ将焕新菏泽城市力量!

VII. 9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置业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为庆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成立70周年，9月11日，由中共当代置业(中国)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当代置业
(中国)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当代风华，红歌嘹亮”—当代置业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活动
成功举办。



当代置业即将打造“当代艺术创意基”

9月，当代置业也正式宣布即将打造“当代艺术创意基地”，这对于当代置业来说又将是一个全新的页面。
为打造“当代艺术创意基地”，当代置业拟邀请来自包括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及其他优秀国内设计公司
的5位优秀建筑师及其团队共同进行集群设计，通过整体规划分块设计，实现最终目标。并将拟于十月份
举办当代艺术创意基地顼目集群设计竞赛，通过邀请竞赛与集群设计的方式，确定当代艺术创意基地的
设计单位及最终实施方案。

VII. 9月份新闻简讯

华为与51VR合作，发布新一代智慧运营中心

9月18日，华为全联接大会在上海举办。在本次大会上，华为新一代园区智慧运营中心首次重磅亮相。当
代置业关联企业51VR作为此次智能运营中心的优选生态合作伙伴，全面助力华为园区管理从二维到三维
的智慧升级。



VII. 9月份新闻简讯

第三届全装修产业领袖峰会圆满举办

9月20-22日，第三届全装修产业领袖峰会暨内装工业化国际论坛举办。全联房地产商会副会长、全联房
地产商会全装修产业分会会长、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先生发表《数字建筑 数字家园 数字城市》
主题演讲;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首席技术官陈音先生现场帯来住宅全装修评价标准解读；当代置业西山上
品湾MOMΛ、通州万国城MOMΛ被授予住宅全装修预评价五星级证书；当代合肥天鹅湖万国府MOMΛ
荣获第16届精瑞人居奖住宅全装修顼目，九华山莲花小镇顼目荣获第16屇精瑞人居奖酒店式公寓全装修
项目。

MOMΛ首进温州，两大绿色代建项目落地

9月20日，MOMΛ首进温州，两大绿色代建顼目落地，均为政府建设保障性住房。项目一位于瓯海南白
象街道，总用地面积约131.59亩；项目二位于瓯海大道以南，总用地面积约95.38亩。9月28日，南湖
未来小区一期正式开工。



序号 日期 地点 投资者活动

1 19/9 深圳 全景网深圳投资者峰会

2 10/9 香港 汇丰银行第三届亚洲信贷峰会

3 3/9 新加坡 全球借款人和投资者论坛

4 21/8 新加坡 非交易路演

5 19/8-20/8 香港 非交易路演

6 22/5-24/5 西安、太原 分析师反向路演

7 23/4 北京 巴克莱举办 - 北京投资者反向路演

8 17/4 苏州 美银美林举办 - 苏州投资者反向路演

9 25/3 香港 绿色金融认证计划颁授典礼暨论坛2019

10 28/3 北京 2019中国债务资本市场峰会

11 27/2-28/2 新加坡 第十六届年度花旗亚太投资者峰会

12 8/1 香港 巴克莱亚洲投资者峰会

VIII. 投资者活动日志（01107.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