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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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荣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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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份销售表现

7月合约销售约人民币2,605.28百万元
当代置业(01107.HK)公布，7月份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2,605.28百万
元。其中物业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2,574.49百万元，车位合约销售额
约人民币30.79百万元。物业合约销售面积约259,975平方米，销售均
价每平方米约人民币9,903元。

累计首七个月，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19,273.58百万元，同比增长
20.10%。其中物业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19,124.06百万元，车位合约
销售额约人民币149.52百万元。物业合约销售面积约1,828,445平方
米，销售均价每平方米约人民币10,4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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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7月份拿地情况

IV. 7月份开盘热销亮点项目

2019年7月新增两幅土地，分别位于天津宁河区和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

 位于天津宁河区，总占地面积12.4万平方米，处于天津市划定的永久性生态湿地保护区，
拥有良好的水源条件等独特的自然景观。

 位于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总占地面积19.3万平方米，距离菏泽市政府1.5公里，火车站3
公里，配套设施齐全，紧邻菏泽市重点中学，区位绝佳。

天鹅湖ΜΟΜΛ

面对市场下行、政府限购限价、银行放贷紧缩的恶劣环境，实行“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的策略，
外场狠抓线下渠道，内场制定严格的奖惩措施，主动出击，以回款为第一目标，动用一切力量，不畏
困难，积极促进回款，7月累计成功认购近1亿元、回款约1.87亿元，超额完成回款任务，领销全城！



IV. 7月份开盘热销亮点项目

当代城ΜΟΜΛ

面临市场竞争恶化，在各项目到访成交持续下滑的态势下、项目坚持维老拓新策略，自创营销节点，
继续刷新顺销单盘成交记录，7月累计实现到访2052组，成交破2.5亿，逆势热销，独秀市场！

通州万国城MOMΛ

在北京住宅市场供求失衡，大量房企项目入市量价量产的冲击竞争红海下，客户观望态度高涨，此
时项目强化推广方式以及卖点，抢收市场中有限的客户群体，强推德系精装科技住宅，创造网红售
楼处等热议话题，连续登顶通州区周度、月度成交销冠，7月累计实现到访500余组，成交金额1.7亿，
通州标杆项目霸榜住宅市场！



IV. 7月份开盘热销亮点项目

北京当代西山上品湾MOMΛ

在限竞房集中入市，楼市整体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中，在当代原有绿色科技体系的基础上，结合百年住
宅相关技术体系，形成了具有当代特色的新型绿色科技产业化住宅，打造出北京首个绿色科技系统和
百年住宅相结合的百年住宅产品。还未入市便得到业内人士及市场客户的高度关注及认可。



V. 7月份新增奖项

获奖
时间

奖项类型 奖项 颁奖机构

7月

公司奖 当代置业 --“2019北京营销领导力品牌” 中经联盟

公司奖 当代置业 --“2019中国绿色地产运行典范第一名” 标准排名

公司奖 当代置业 -- “2019中国绿色地产TOP10” 标准排名

公司奖 当代置业 -- “绿色运营示范品牌”
2019 奇点（中国）绿色商

业生态价值论坛·凤凰网
凤凰网房产

公司奖 51VR -- “中国科创企业百强”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

公司奖 51VR -- “2019中经联盟10大城市更新项目” 中经联盟

公司奖 倍格生态 -- “2019中经联盟10大城市更新项目” 中国建筑学会

公司奖 倍格生态 -- “西安市青年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共青团西安市委员会

人物奖
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 -- “华谊兄弟星剧场美好生活综合体

荣誉专家”
华谊兄弟星剧场

人物奖
当代置业投资发展中心总经理于大燕 -- “华谊兄弟星剧场美好生活

综合体荣誉专家”
华谊兄弟星剧场

人物奖
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首席技术官陈音 -- “2019中经联盟绿色建筑杰

出人物”
中经联盟

* 以上奖项由当代置业及其关联企业获得



V. 7月份新增奖项

获奖
时间

奖项类型 奖项 颁奖机构

7月

人物奖 当代置业副总裁倪群亮 -- “2019中经联盟城市更新榜样” 中经联盟

人物奖 51VR创始人兼CEO李熠 -- “2019中经联盟城市更新榜样” 中经联盟

人物奖 倍格生态创始人兼CEO周贺 -- “2019中经联盟城市更新榜样” 中经联盟

项目奖 西山上品湾MOMΛ -- “2019中经联盟10大绿色建筑榜样” 中经联盟

项目奖 恐龙3号净零能耗建筑 -- “2019中经联盟10大绿色建筑榜样” 中经联盟

项目奖 当代通州万国城MOMΛ -- “2019中经联盟营销榜样奖” 中经联盟

项目奖 当代垣着ΜΟΜΛ -- “中国人居环境绿色住区共建项目”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人居环

境委员会

项目奖 当代垣着ΜΟΜΛ -- “绿色建筑二星设计标识”
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

项目奖 通州万国城ΜΟΜΛ -- “2019中国绿色楼盘TOP10” 标准排名

* 以上奖项由当代置业及其关联企业获得



2019下半年，行得远！扎得深！打得赢！

7月5日——7日，“行得远 扎得深 打得赢”当代置业2019年上半年五书评估及2019年下半年五书制定
流程与运营工作会议在北京当代ΜΟΜΛ·HOTEL MOMC蔓兰酒店圆满召开。

2019年下半年，公司将继续聚焦业绩预控，聚焦计划预算。无论是团队还是个人，坚持律己服人、轻财
聚人、身先率人，正心，正道，正影响。个人与组织共同行得远，扎得深，打得赢！

VI. 7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置业与百益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7月9日，当代置业与百益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达成在广西南宁共同开发优质项目的合作事项，幷将在今后围绕多领域进行更
加广泛、深入、持续的业务合作。



当代置业上市六周年：有料，有爱，有温暖

7月12日，“原绿当代·绽蓝未来”当代置业上市六周年庆暨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圆满举办。

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表示，每一年所有的MOMΛ家人都在一起坚定绿色科技初衷，共同推动企业
与社会前行。同时，每一年我们也在不断地思考、改善和坚持，幷且通过爱我家园行动来承担更多的社会
责任。

活动上，当代置业副总裁张世红发布了当代置业《2018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报告》。同时，当
代置业携手中华慈善总会小彩象梦想基金，2019年爱我家园行动公益活动“MOMΛ盒子奇幻记”正式启动。

VI. 7月份新闻简讯

中经联盟年中盛典，当代置业深入研讨未来行业新方向

7月13日-14日，中国房地产经理人联盟（以下简称“中经联盟”）“机遇·策略·进化”年中盛典，在为期
两天的10场专业论坛中，由当代置业主办的“唤醒活力，重构价值”城市更新论坛和“绿色科技赋能健
康人居”绿色健康人居论坛，深度剖析了中国绿色建筑事业发展以及城市更新进程的痛点和未来走向。



当代置业携手多家合作伙伴，绿色科技，合作共赢

7月13日，当代置业与柒壹资本、伟光汇通、优铺、京汉股份、新龙脉控股、明源云、亿翰智库、北新
建材多家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多方企业的力量汇聚下，绿色科技事业将共赢共生！

VI. 7月份新闻简讯

中经联盟董事沙龙正式成立

7月13日-14日，中国房地产经理人联盟（以下简称“中经联盟” ）“机遇·策略·进化”年中盛典在北京
盛大举办。为更好地嫁接行业沟通桥梁，此次会议上，中经联盟董事沙龙宣布正式成立。

中经联盟主席、中经联盟董事沙龙主席、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先生表示，董事沙龙的发起，就
如同一个发心的种子聚集了有能量的人共同做一点事，希望为社会，为我们的未来做一点点正能量的事，
同全体中经联盟的成员一起“正心、正道、正影响” 。



VI. 7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垣着ΜΟΜΛ获评“中国人居环境绿色住区共建项目”

7月17日，“当代垣着ΜΟΜΛ”项目成功入列“中国人居环境绿色住区共建项目”，同时获得“绿色建
筑二星设计标识”认证，从绿色建筑、交往空间、城市融合等多个层面引领张家口绿色人居转型升级。

当代置业荣获“2019中国绿色地产运行典范第一名”

7月18日，“科技创新引领绿色发展”第五届中国绿色智慧地产论坛（2019）在北京成功举办。当代置业荣
获“2019中国绿色地产运行典范第一名”、“2019中国绿色地产TOP10 ”，通州万国城MOMΛ荣获
“2019中国绿色楼盘TOP10 ”。



VI. 7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置业与湖北交投产城控股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7月19日，当代置业与湖北交投产城控股集团在武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将在湖北仙桃地区合作开发优质项目，同时在今后将发挥彼此优势，整合相关资源，共同推动湖
北省内产业发展、产业新城、生态旅游等业务的发展。

中经联盟健康住区专委会走进西山上品湾MOMΛ

7月21日，中经联盟健康住区专委会走进当代置业西山上品湾MOMΛ。“科技赋能百年，共鉴人居未
来”，围绕新版《绿色住区标准》实施以来的首个申报项目：西山上品湾MOMΛ，探讨新人居品质时
代下绿色科技住宅建设理念，促进行业深度交流。



VI. 7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置业成功发行8.8亿境内公司债

7月23日，当代置业（中国）有限公司附属境内全资子公司当代节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完成公司债
的发行。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8.8亿人民币，票面利率7.8%，期限3年（2+1），附2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当代置业荣获“绿色运营示范品牌”称号

7月26日，“破而立·喻新生”为主题的 2019 奇点（中国）绿色商业生态价值论坛在京成功举办。
当代置业荣获“绿色运营示范品牌”称号。



VI. 7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置业荣获“中国管理创新先进单位”称号

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主办，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企业管理创新研究所承办，北京新闻文化研究所，
发现杂志社联办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管理创新成就盛典暨第十二届中国管理科学大会”会上，当
代置业荣获“中国管理创新先进单位”称号，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先荣获“中国管理创新先
进个人”称号。



序号 日期 地点 投资者活动

1 22/5-24/5 西安、太原 分析师反向路演

2 23/4 北京 巴克莱举办 - 北京投资者反向路演

3 17/4 苏州 美银美林举办 - 苏州投资者反向路演

4 25/3 香港 绿色金融认证计划颁授典礼暨论坛2019

5 28/3 北京 2019中国债务资本市场峰会

6 27/2-28/2 新加坡 第十六届年度花旗亚太投资者峰会

7 8/1 香港 巴克莱亚洲投资者峰会

VII. 投资者活动日志（01107.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