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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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份销售表现

12月合约销售约人民币4,437.28百万元
当代置业(01107.HK)公布，12月份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4,437.28百万
元。其中物业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4,288.19百万元，车位合约销售额
约人民币149.09百万元。物业合约销售面积约334,405平方米，销售
均价每平方米约人民币12,823元。

累计首十二个月，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36,202.59百万元，同比增长
12.58%。其中物业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35,679.60百万元，车位合约
销售额约人民币522.99百万元。物业合约销售面积约3,380,685平方
米，销售均价每平方米约人民币10,554元。



III. 12月份拿地情况

IV.  12月份开盘热销亮点项目

12月新获取四个项目，分别位于：

 洪湖项目位于城市新区核心地段，地处城市发展带。北侧200米为洪湖市人民医院，距板
块内最好学校洪湖市第一中学50米，距洪湖市政府、人民广场1公里，紧邻武洪高速路口，
周边市政机关、教育、医疗机构配套完备，交通路网发达。

 株洲高科项目，东侧为时代商业广场和栗雨休闲谷，有良好的商业资源和自然景观资源，
南边为天元区政府，距离西侧的中国动力谷仅10分钟车程，整个栗雨板块处于城市向西发
展的必经之路。

 合肥新桥产业园项目位于新桥空港新城， 新桥空港新城为国家级滨湖科学城组团之一，以
新桥机场为核心,承接合肥产业转移，打造产城一体、宜业宜居的新城，区域承接全省自住
及投资客户，区域发展潜力较大。

 西安浐河项目位于浐灞生态区板块（浐河东路东，高科鹭湾国际社区一期以北），东面紧
邻东三环，交通优势明显。距离西安市政府16公里，西安站9.6公里，西安北站19公里，
机场35公里，区位优势及其显著。

【太原】当代著MOMΛ

2019年12月，太原当代著MOMΛ项目首开，项目团队以业绩为导向，坚持销拓一体，在太原市场遇
冷并持续下行 周期中不畏困难，“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坚持全城拓客，累计完成到访4110组，开盘
当日去化住宅92套，2020年百万方体量当代著MOMΛ必将厚积薄发、勇创佳绩！



IV.  12月份开盘热销亮点项目

【南昌】城投·当代·光明滨江上品MOMΛ

2019年12月7日，南昌滨江上品第三批次住宅加推，受市场整体下行及项目边公墓影响，认筹客户
到访不足，当月合计认购102套（前期认筹383组）；项目团队年末着重冲刺回款，每日盘点，细化
到每组客户，2020年南昌滨江上品行销团队必将努力拼搏，力保业绩达成！

【合肥】天鹅湖MOMΛ

2019年12月，天鹅湖MOMΛ项目二期车位开盘热销，项目团队在车位有着众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
抱着用于挑战、使命必达的决心，逐一梳理客户情况，解决客户抗性，在短短20天内，完成196组蓄
客，实现开盘当天去化车位182个。天鹅湖MOMΛ项目在住宅完美收官之际，车位大卖，业绩长虹！



IV.  12月份开盘热销亮点项目

【北京】通州万国城MOMΛ

2019年12月，通州万国城MOMΛ项目持续热销，项目团队以业绩为导向，以高效的执行力为基础，
以集团任务为核心，深挖区域客户，紧抓回款！！在市场冷淡的情况下，创造奇迹，2019年完美收
官！



V.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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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公司奖 2019年度绿色开发竞争力10强企业
2019中国绿色建筑产业链峰会
暨中国建筑设计院长论坛

公司奖 2019年度中国房地产绿色采购“金伙伴”奖
2019中国绿色建筑产业链峰会
暨中国建筑设计院长论坛

公司奖 绿色发展杰出企业 精瑞人居发展论坛暨精瑞人居奖

公司奖 2019中国上市房企社会责任奖 格隆汇·全球投资嘉年华·2019

公司奖 中经联盟品牌专业创始委员会创始共建单位
拥抱大运营——中经联盟第11

届年会

公司奖 2019中国品质城市建设领军企业
“未来之路”2019 China BCF 

城市创新峰会

公司奖 民生银行总行级“战略民企客户” 民生银行

人物奖 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中国房地产年度十大CEO
2019中国绿色建筑产业链峰会
暨中国建筑设计院长论坛

人物奖
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2019中国地产年度

CEO”30强

致敬追梦人·致远中国梦——
2019（第三届）中国地产新时

代盛典

人物奖
当代置业副总裁兼华中区域公司总裁殷峻岩--

2019中国地产经理人100强·武汉区域7强

致敬追梦人·致远中国梦——
2019（第三届）中国地产新时

代盛典

人物奖
当代置业集团副总裁兼安徽区域公司总经理涂礼军--

2019中国地产经理人100强·区域百强

致敬追梦人·致远中国梦——
2019（第三届）中国地产新时

代盛典

人物奖 第一物业总经理刘培庆--2019中国物业经理人年度100强
致敬追梦人·致远中国梦——

2019（第三届）中国地产新时
代盛典

人物奖
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2019中国房地产奋斗者

70人
拥抱大运营——中经联盟第11

届年会

人物奖
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首席技术官陈音--2019中国房地产

奋斗者70人
拥抱大运营——中经联盟第11

届年会

人物奖 当代置业副总裁韩飞宇--2019中国房地产奋斗者70人
拥抱大运营——中经联盟第11

届年会

人物奖 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搜狐焦点文旅智库
拥抱大运营——中经联盟第11

届年会

人物奖 当代置业研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张硕--绿色新锐人物
拥抱大运营——中经联盟第11

届年会



V.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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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人物奖
当代置业研发设计院副总经理刘南会子--中国地产“产品

向美”杰出总设计师
拥抱大运营——中经联盟第11

届年会

人物奖
当代置业品牌专业总监李季--中经联盟品牌专业委员会常

务理事
拥抱大运营——中经联盟第11

届年会

人物奖 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2019年全经联创新模范 第十一届全经联年会

人物奖
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2019中国品质城市建设

影响力人物
“未来之路”2019 China BCF 

城市创新峰会

项目奖 蔓兰酒店--2019年度金环奖 Gold Circle Award
Agoda安可达2019年度金环奖

Gold Circle Award

项目奖 当代西山上品湾MOMΛ--2019年度十大绿色项目
2019中国绿色建筑产业链峰会
暨中国建筑设计院长论坛

项目奖 西山上品湾MOMΛ--绿色社区 精瑞人居发展论坛暨精瑞人居奖

项目奖 当代时光里--养老与适老化改造 精瑞人居发展论坛暨精瑞人居奖

项目奖 贵州当代ΜΟΜΛ未来城--健康社区 精瑞人居发展论坛暨精瑞人居奖

项目奖 当代MOMΛ科技AI社区--数字社区创新实践 精瑞人居发展论坛暨精瑞人居奖

项目奖 恐龙3号北京云境净零能耗建筑--室内设计 精瑞人居发展论坛暨精瑞人居奖

项目奖 当代九华山莲花小镇--酒店式公寓全装修 精瑞人居发展论坛暨精瑞人居奖

项目奖 当代合肥天鹅湖万国府MOMΛ--住宅全装修 精瑞人居发展论坛暨精瑞人居奖

项目奖
当代置业万国城系--2019年中国房企产品系品牌价值100

强榜单TOP40

致敬追梦人·致远中国梦——
2019（第三届）中国地产新时

代盛典

项目奖 武汉英赫当代城ΜΟΜΛ--绿色建筑创新实践奖
拥抱大运营——中经联盟第11

届年会

项目奖 太原当代著ΜΟΜΛ--绿色建筑创新实践奖
拥抱大运营——中经联盟第11

届年会

项目奖 九华山莲花小镇--中国地产“产品向美”榜样项目
拥抱大运营——中经联盟第11

届年会

项目奖 西山上品湾ΜΟΜΛ--中国地产“产品向美”榜样项目
拥抱大运营——中经联盟第11

届年会



当代置业总裁张鹏荣获CIHAF2019年度十大CEO

2019年12月4日，由中国房地产报、中国房地产网、中房智库、中房绿采主办“绿中国·芯地产
CIHAF2019第21届中国住交会”平行论坛——2019中国绿色建筑产业链峰会暨中国建筑设计院长论坛
在北京召开。作为绿色科技地产的代表性企业，当代置业凭借精准的布局与差异化的产品线，公司规模
实现稳步增长，品牌价值不断提升，荣获四大奖项！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荣获中国房地产年度
十大CEO。

VI. 12月份新闻简讯

张鹏总裁发表“绿色可持续发展语境下的房地产思考与实践”主题演讲

12月6日，由贵州省房地产业协会主办的“首届贵州房地产暨生态链发展交流论坛”在贵阳国际生态会
议中心隆重召开。本次论坛主题为“新时期 新突破”，论坛目的旨在通过经验分享和交流探讨启发新时
期贵州省房地产行业发展新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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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
次论坛，并发表了“绿色可持续发展语境下的房地产思考与实践”主题演讲。



韩飞宇副总裁获聘《华夏时报》地产顾问专家

11月26日，“稳·变·进 2019年华夏房地产投融资高峰论坛暨金瓴奖颁奖盛典”在北京举行。此次活动由
华夏时报主办，新浪财经大V频道、水皮杂谈联合主办，人民大学国发院、华夏时报地产专家委员会提
供学术指导。在本次峰会上，当代置业副总裁韩飞宇被聘请为《华夏时报》地产顾问专家并颁发证书，
同时出席“变·房地产人居创新模式实践探讨”论坛环节，与在场嘉宾共同探讨如何推进行业绿色转型与
高质量发展，面向未来创造美好居住生活。

VI. 12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置业与北新建材达成了战略合作

12月9-10日，在全国工商联指导下，全联房地产商会2019年会在北京举行。精瑞（中国）不动产研究
院院长张雪舟，全联房地产商会秘书长赵正挺，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鲁勇，全联房地产商会会
长张力出席会议。在本次年会上，当代置业还与北新建材达成了战略合作，并在现场进行签约，共同推
进中国房地产行业高质量发展。



当代置业与绿碧地产达成战略合作

12月19日，绿碧地产领导一行参观访问当代置业，双方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达成战略伙伴关系未来，
双方将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投资合作，在合作项目的开发/运营等领域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并在国家政策、
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合作项目内的物业开展顾问咨询、产业运营、地产开发、金融服务等业务合
作。

VI. 12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置业入围民生银行总行级战略民企客户名单

12月27日，民生银行总行级“战略民企客户”授牌仪式在北京举行。当代置业作为中国民生银行长期以
来的战略合作伙伴且入围民生银行的34家总行级战略民企客户名单，双方将开启深入合作、多方位交流、
互助共赢的新篇章。



举办倍格生态与鹏博大厦项目合作签约仪式

2019年12月12日，倍格生态与鹏博大厦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在北京倍格•本源隆重举行。陕西省西安市碑
林区招商局副局长王隽，科技局副局长高蓉，文艺路街道办副主任徐丽；西安惠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少华，总裁魏昂；西安鹏博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国庆，总经理胡鹏；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
倍格生态董事长张鹏；第一资产常务副总裁、倍格生态董事龙晗；第一资产运营管理中心总经理陈东东；
倍格生态创始人兼CEO周贺等领导出席本次签约仪式。

VI. 12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置业与基准方中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11月29日，当代置业（中国）有限公司与基准方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全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基准方
中总部顺利举行。当代置业副总裁韩飞宇与基准方中集团副董事长、联席CEO章玉华代表双方企业正式
签约，双方形成良好沟通体系，谋求全新发展高度，并希望达到以下目的：搭建整体研发体系，达成公
司顶层设计愿望；互为集团层面的超级客户；施工图层面精准扎实落位，有效完成基础性工作达成速度；
双方也将在标准化产品研发体系上加强合作，共同迭代提升。



VI. 12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置业举办基于“人性的产品策略及研发”策略沟通会

11月29日，当代置业举办基于“人性的产品策略及研发”策略沟通会暨涪陵项目定位沟通会。在本次沟
通会中，当代置业与基准方中集团相关领导专家，就“人性的产品策略及研发”进行了深入沟通交流及
观点分享。

九华山莲花小镇蔓兰酒店荣耀启幕

11月30日，“莲开九华蔓兰共启”九华山莲花小镇蔓兰酒店开业盛典正式拉开帷幕。 九华山风景区管
委会副主任江龙珠、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出席开业盛典。Hotel MoMc蔓兰酒店，源自美国的
轻奢酒店品牌，致力于为客户营造细心尽意、舒适如归的旅居生活 。九华山莲花小镇，近邻九华山核心
景区，承接九华山千万客流，致力于打造一站式文化旅居目的地，为游客带来全新的旅居生活，实现依
山的诗意栖居。



VI. 12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MOMΛ春风印月·玖樽“东方美学空间样板”惊艳绽放

12月8日，当代置业再次焕新了苏州理想人居方式，当代MOMΛ春风印月·玖樽“东方美学空间样板”惊
艳绽放。本次盛典，当代置业副总裁、研发设计院总经理韩飞宇，当代置业行销管理中心副总经理朱锦
绣，苏南当代区域公司执行副总经理侯庆存以及苏州各大主流媒体、春风印月业主家人汇集一席，共同
观礼。

河北媒体到访北京当代ΜΟΜΛ参观交流

12月23日，河北媒体代表团走进北京当代MOMΛ进行参观交流。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华北区域公
司区域总裁张弢对河北媒体记者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进行了密切交流。代表团记者在讲解员的解说和带
领下参观北京当代MOMΛ园区及当代置业品牌馆，了解当代置业的发展历程及绿色科技理念。



VII. 投资者活动日志（01107.HK)

序号 日期 地点 投资者活动

1 12/12 深圳 格隆汇2019投资嘉年华

2 4/12 香港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年会

3 3/12 香港 国泰君安圣诞酒会

4 7/11 香港 野村债券峰会

5 22/10 香港 摩根大通组织的债券投资者峰会

6 7/10 北京 美银美林组织的债券投资者北京通州万国府项目参访

7 19/9 深圳 全景网深圳投资者峰会

8 10/9 香港 汇丰银行第三届亚洲信贷峰会

9 3/9 新加坡 全球借款人和投资者论坛

10 21/8 新加坡 非交易路演

11 19/8-20/8 香港 非交易路演

12 22/5-24/5 西安、太原 分析师反向路演

13 23/4 北京 巴克莱举办 - 北京投资者反向路演

14 17/4 苏州 美银美林举办 - 苏州投资者反向路演

15 25/3 香港 绿色金融认证计划颁授典礼暨论坛2019

16 28/3 北京 2019中国债务资本市场峰会

17 27/2-28/2 新加坡 第十六届年度花旗亚太投资者峰会

18 8/1 香港 巴克莱亚洲投资者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