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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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1.29百万元

超额完成2020年销售目标
当代置业(01107.HK)公布，12月份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5,251.29百万
元，同比增长18.34%。其中物业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5,120.55百万元，
车位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130.74百万元，物业合约销售面积约
457,395平方米，销售均价每平方米约人民币11,195元。

累计首十二个月，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42,211.54百万元，同比增长
16.60%。其中物业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41,603.45百万元，车位合约
销售额约人民币608.09百百万元，物业合约销售面积约4,069,068平
方米，销售均价每平方米约人民币10,224元。



III. 12月份拿地情况

IV.  12月份开盘热销亮点项目

12月共获取6幅地块，来自石家庄、衡水、太原，以及重庆、武汉和咸阳项目二期。其中：

 石家庄地块位于长安区翟营大街与北二环西北角。地块周边基础生活配套缺乏，地铁4号线
目前规划中，或将2022年开工,2026年通车，将拉升区域价值。

 衡水地块位于冀州区东部新区东湖大道东侧，清水路南侧。冀州区属次核心区位，交通便利，
环境优越，客户对区域价值认同度较高。

 太原地块位于小店区汾东商务区，为城市“南移”的重点发展高地，承接城市转型发展 ，在
政策和交通导向下具有良好成长性；项目紧邻汾东大街与规划中的地跌 2 号线，距离太原南
站 10.3km ，武宿机场 8.1km 。

北京【通州】万国城MOMΛ

2020年12月，通州万国城MOMΛ项目利用“双十二”、圣诞节等关键时间节点，线上通过媒体
传播项目价值，及官微开放活动预约入口，线下通过打造创意节点营销活动，吸引人群关注，
聚集人气，增大有效客户到访，集中导客，促进项目成交。同时12月临近年底，项目开展业主
维系活动，同步贯宣老带新政策，提高项目老带新到访量，增加成交机会。在12月，项目业绩
指标完成，在通州市场上取得了不菲业绩！



IV.  12月份开盘热销亮点项目

【苏州】当代著家MOMΛ

2020年12月25日，苏州当代著家MOMΛ项目首开，12月项目业绩超额完成，项目跃居相城片
区TOP1，成为冬天里的一把火，霸屏苏州热搜榜！项目开盘前蓄水，线上通过电台、朋友圈定
投。安居客等锁定目标客群，积极宣传发声；线下渠道导客和现场活动双联动，以“Heng美生
活感恩季” 为年终节点，用礼品、抽奖等作为诱点，短期内实现增量，提高现场人气，增加项
目关注度，从而促进客户的积累，快速实现逼定客户冻资定存增量，实现开盘成交。

【贵阳】当代拾光里MOMΛ

2020年8月，入黔第三子当代拾光里MOMΛ项目正式落地，通过线上线下通力协作，做到8月拿
地、12月开盘，76天打造体验中心，3个月达到区域内成交价格最高，当月单盘销售去化量第一
的业绩；12月5日项目首开，当天去化302套，截止12月31日，全年认购392套，签约198套；
超额完成认购任务及回款任务，在贵阳区域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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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 -- 2020中国房地产年度

风云人物

中国房地产报、中国
房地产网、中房报新

媒体、中房智库

人物奖
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 -- 2020（第四届）中国

十大地产年度CEO

乐居财经主办，新浪
财经、中国企业家、
中房网、中物研协联

合主办

人物奖
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 -- 中经联盟房地产创新

大学联席校长
中经联盟

人物奖
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 -- 2020中国房地产绿色

建筑卓越实践奖
中经联盟

人物奖
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首席技术官陈音 -- 中经联盟荣誉

顾问
中经联盟

人物奖
当代置业高级副总裁、华北当代区域公司总裁杨光 --

2020（第四届）中国地产经理人100强

乐居财经主办，新浪
财经、中国企业家、
中房网、中物研协联

合主办

人物奖
当代置业副总裁、西北当代区域公司总裁谢鑫 -- 2020

（第四届）中国地产经理人100强

乐居财经主办，新浪
财经、中国企业家、
中房网、中物研协联

合主办

人物奖 当代置业员工朱锦绣—2020年度地产态度人物大奖 网易房产

人物奖 当代置业员工单夏丽—2020年度创新销售人物大奖 网易房产

公司奖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突出贡献会员企业 全联房地产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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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奖 2020年中国房地产卓越品牌奖 中经联盟

公司奖 2020年度行业引擎大奖 网易房产

公司奖
当代置业·陕渝区域 -- 2020中国房企理念创新力标杆区

域TOP5
亿翰智库

项目奖
春风印月MOMΛ星空小镇 -- 精锐科学技术奖住区规划

与设计优秀奖
全联房地产商会

项目奖
当代·MOMΛ -- 2020中国房企住宅产品线理念创新力

TOP10
亿翰智库

项目奖 贵阳当代拾光里MOMΛ -- 2020年度十佳品质华宅奖 凤凰网房产

项目奖
石家庄当代府ΜΟΜΛ -- 2020年中国房地产绿色精品建

筑奖
中经联盟

项目奖 太原当代著MOMΛ -- 2020年度十大绿色项目
中国房地产报、中国
房地产网、中房报新

媒体、中房智库

项目奖
太原当代著ΜΟΜΛ -- 2020年中国房地产绿色健康住区

奖
中经联盟

项目奖 通州万国城MOMΛ -- 2020年度区域领导力大奖 网易房产

项目奖 西山上品湾MOMΛ -- 2020年度品质创造力大奖 网易房产

项目奖
咸阳·国润当代境ΜΟΜΛ -- 2020年中国房地产绿色康居

典范奖
中经联盟



VI. 12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置业多笔债券获汇丰银行及美银证券买入推荐

12月9日，当代置业(中国)有限公司(“当代置业” 、“公司”)，连同其附属公司(统称“集团”)，股
份代号：1107.HK，宣布近日汇丰银行发布2021年中国房地产展望报告，报告中推荐当代置业海外
债券，同时公司也收到了来自美银证券的认可。

当代置业荣获全联房地产商会2020年会三项荣誉

12月13日，“全联房地产商会四届五次理事会暨2020年会”在北京召开。全联房地产商会副会长、
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受邀参会，并在城市更新融合发展领袖圆桌主题对话环节中发表观点。
会议期间，全联房地产商会还授予当代置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突出贡献会员企业”荣誉称号。



VI. 12月份新闻简讯

张鹏总裁荣获“中国十大地产年度CEO”

12月12日，“2020（第四届）中国地产新时代盛典”的思想盛宴现场，来自地产物业家居三大行
业百位大佬举行13场《见地时间》主题直播。张鹏总裁荣获“2020（第四届）中国十大地产年度
CEO”。

当代置业连获中经联盟9项荣誉

12月20日，2020年12月20日，以“披荆斩棘 乘风破浪”为主题的中经联盟第12届年会在北京隆重
举行。本次活动由中经联盟、富力集团、当代置业联合主办，中经联盟第12任轮值主席、常务主席、
董事沙龙主席、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以主题演讲《开发塑形 科技成势——房企的三生三势》
破题，解码房地产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VI. 12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置业荣获2021网易地产冠军榜盛典5项大奖！

2020年12月22日，“严选好房，拥抱回归暨2021网易地产冠军榜盛典”在北京盛大召开。在网易
地产冠军榜颁奖现场，当代置业共获5项大奖：当代置业荣获2020年度行业引擎大奖、北京·通州万
国城MOMΛ荣获2020年度区域领导力大奖、北京·西山上品湾MOMΛ荣获2020年度品质创造力大奖，
以及2位优秀职员分别获得2020年度地产态度人物大奖和2020年度创新营销人物大奖。

2020中国房地产总评榜大会

12月8日，一场围绕行业新发展的“ 2020中国房地产总评榜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由中国房地产
报、中国房地产网、中房报新媒体、中房智库主办。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荣获“2020中国
房地产年度风云人物”，太原当代著MOMΛ荣获“2020年度十大绿色项目”，第一人居荣获
“2020年度绿色建筑设计咨询竞争力10强企业”。



VI. 12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置业与成都交投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2020年12月1日，当代置业与成都交投集团在成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诚实守信、依法依规、共谋发展的原则，充分发挥各自
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资源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依法依规在房地产开发、物业开发及运营等
方面进行合作。

当代置业与四川云朝风尚达成战略合作

12月1日，当代置业与四川云朝风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成都达成战略合作。基于各方友好协商，
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目标地块拟合作开发之事宜,一致达成条款，以资共同遵守。



VI. 12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置业与365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12月23日，叁陆伍网络科技集团董事长于树中一行莅临当代置业集团总部，并同当代置业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均表示，叁陆伍网络科技集团和当代置业在城市综合开发运营等方
面各具优势，拥有广泛的合作基础和空间。双方企业高度重视与对方的合作关系。均同意推动双方
更深层次、更广泛的战略协同和优势互补，构建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

中经联盟绿色全装修创建行动大会在蔓兰酒店召开

2020年12月27日，由中经联盟主办的“绿色全装修创建行动”——2021年中经联盟第十二届年会
之全装修成品房专委会+招标采购专委会联合行动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行业内的专家学者、企业高
管在会上就绿色全装修宏观政策、房地产市场、企业发展、建筑营造、装饰建材等方面展开深入讨
论与解读。中经联盟常务主席、第12任轮值主席、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出席会议并发表主
题致辞。



VII. 投资者活动日志（01107.HK)

序号 日期 地点 投资者活动

1 17/12 线上 渣打银行债券投资人会议

2 11/12 线上 野村债券分析师会议

3 25/11 线上 巴克莱非交易路演

4 3/11 北京 股票投资人参访集团及通州项目

5 29/10 线上 野村2020亚洲高收益公司日

6 20-21/10 香港 摩根大通亚洲市场信贷会议

7 12/10 香港 美银证券2020年亚洲信贷会议

8 24/9 香港 国泰君安国际2020年地产峰会

9 9/9 北京 股票投资人北京通州万国府项目参访

10 21/8 香港 美国银行组织的业绩路演

11 21/8 香港 股票投资人业绩路演

12 20/8 香港 德银组织的业绩路演

13 19/8 香港 招银国际组织的业绩路演

14 18/8 香港 国泰君安组织的业绩路演

15 8/7 香港 中国房地产高收益债券投资人公司日

16 26/6 香港 瑞银非交易路演

17 18/6 香港 巴克莱非交易路演

18 15/6 线上 汇丰线上债权投资人峰会

19 12/6 线上 摩根史丹利线上峰会

20 9-10/6 电话会 美国银行非交易路演

21 11-13/5 线上 2020美国银行亚太线上投资者峰会

22 8/4 线上 德银债券投资者路演

23 30/3 香港 业绩路演

24 27/3 线上 当代置业2019年度业绩发布会

25 9/1 深圳 智通财经港美股新春策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