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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日期 2013年7月12日

收市价
(31/5/2021)

0.780港元

52周范围 0.770 - 1.200港元

总股数 27.95亿股

市值 21.801亿港元

*资料截止： 2021年5月31日

收益 157.4亿元

毛利 37.85亿元

期内溢利 11.17亿元

每股基本盈利 26.4分

每股摊簿盈利 26.4分

II. 5月份销售表现

5月合约销售约人民币4,148.64百万元
当代置业(01107.HK)公布，5月份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4,148.64百万
元，同比增长23.87%。其中物业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4,102.54百万元，
车位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46.10百万元，物业合约销售面积约374,101
平方米，销售均价每平方米约人民币10,966元。

累计首五个月，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17,031.19百万元，同比增长
62.73%。其中物业合约销售额约人民币16,889.78百万元，车位合约
销售额约人民币141.41百万元，物业合约销售面积约1,651,996平方
米，销售均价每平方米约人民币10,2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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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5月份拿地情况

5月获取2幅地块，分别位于荆州市和苏州市。

 项目处于荆北高铁西约1300米，属荆北板块，处在城市主要发展方向，客户认可度高。

 地块位于沙家浜板块，为南部现代活力综合性乡镇，为南部新城重要组成部分，项目紧邻东
南开发区，交通便利。

IV.  5月份开盘热销亮点项目

【长沙】时代MOMΛ·云PARK

时代MOMΛ·云PARK城项目通过对绝版地段的挖掘、炒作，吸引了大批投资客，结合在线X仔的
新物种登录悬念广告及事件营销，赢得了长沙市民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加深了对项目的记忆点。
线下通过新潮活动的落地，营造良好的销售氛围。同时藉势周边成熟公寓、名宿、酒店租金、回
报率，夯实项目投资价值。 5月份，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时代MOMΛ·云PARK，占黄金区位、
黄金地铁、黄金商圈、黄金品质，是领跑整个长沙的王者公寓！



IV.  5月份开盘热销亮点项目

【常州金坛】乾亨当代府MOMΛ

2021年5月，乾亨当代府项目火热推售，在金坛市场上取得了不菲业绩！项目自售楼处开放以来
通过在线+线下宣传推广，强势蓄客，以保证首开目标的同时扩大项目知名度；同时通过对区块
升值潜力的挖掘炒作，更因3.12土拍大战，形成板块市场一片火热的态势，结合在线推广的积极
发声及线下活动举办，营造良好的销售氛围，首开前即完成定存1000组意向客户目标。



V.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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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人物奖
当代置业高级副总裁王强-2021中国上市房企金牌财务

官
2021第四届中国不动产金

融论坛

公司奖 2021中国上市房企百强第59位
2021第四届中国不动产金

融论坛

公司奖 卓越科技引领10强企业 2021年第十八届蓝筹年会

公司奖 品牌价值典范企业 2021年第十八届蓝筹年会

公司奖 2021中国上市房企综合实力榜第65名
2021中国房地产及物业上
市公司测评成果发布会

公司奖 2021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创新能力5强
2021中国房地产及物业上
市公司测评成果发布会

项目奖 合肥·当代天鹅湖MOMΛ-绿色建筑三星级运行标识 安徽建筑节能与科技协会

项目奖 合肥·当代天鹅湖MOMΛ-绿色建筑三星级设计标识 安徽建筑节能与科技协会



VI. 5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置业荣膺上市房企百强

5月27日，“2021中国房地产及物业上市公司测评成果发布会”在深圳举行。当代置业凭借稳步提
升的综合实力以及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获得权威肯定，位列“2021中国上市房企综合实力榜”第65
名，并荣膺“2021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创新能力5强”。同时，当代置业关联企业第一服务控股荣获
“2021中国上市物业服务企业TOP10”，“2021中国物业服务企业最具发展特色十强”、“2021
中国物业服务企业最具长期投资价值十强”。

合肥·当代天鹅湖MOMΛ荣获“绿色建筑三星级运行标识”

近日，经由安徽省建筑节能与科技协会审定，合肥·当代天鹅湖MOMΛ（备案名：凤曦府）荣获“绿
色建筑三星级运行标识”。至此，合肥·天鹅湖MOMΛ成功获得“绿色建筑三星级运行标识”和“绿
色建筑三星级设计标识”两大绿色建筑标识，是国家绿色建筑评价体系的最高级别，为安徽省星级
绿色建筑运行实力的提升做出突出贡献。这也是当代置业第6个绿色建筑三星级运行标识。



VI. 5月份新闻简讯

第二届GCH全装修品牌日暨企业标准“领跑者”论坛圆满举办

5月10日，以“聚焦双循环 引领新消费”为主题的第五个“中国品牌日”来临。当代置业受邀参会，
张鹏总裁发表总结致辞。

张鹏总裁出席第十二届华本企业家年会

5月16日，由华本创新工地主办的“2021（第十二届）华本企业家年会”在北京举办。张鹏总裁受
邀参加并发表主题演讲。 200余位房地产、金融、投资、文旅、大健康、教育、科技等行业知名企
业家、国内顶级专家学者同场进行智能的碰撞，围绕数字化、智能化、科技化三大方向展开，结合
当下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万物互联、大数据、新能源等新元素在不动产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寻求产
业链延伸的新机遇，为企业家提供战略启发与决策参考，共筑中国地产“可预见的未来”。



VI. 5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置业受邀第十七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

5月18日-19日，“2021（第十七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暨新技术与产品博览会”在成都·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召开。在5月18日的大会开幕式上，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首席技术官陈音发表了
《绿色建筑助力中国实现碳中和宏伟目标》主题演讲。他强调，房地产及建筑行业从业者有义务承
担碳减排责任，“碳中和”目标需要顶层设计和标准先行，近零能耗建筑、建筑可再生能源标准及
法规的制订将有力推动建筑行业“碳中和”。目前，当代置业在所有有条件的项目中尝试实施零能
耗建筑设计建造，并对所有建成项目长期跟踪监测能耗与碳排放。

总裁授课中清商学院：房地产的"三生三势”

5月21日，由中清商学院主办的“成长型房企转型升级组织变革研讨班”在北京正式开课，当代置业
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当代置业高级副总裁、当代管理CEO张世红，当代置业高级副总裁兼研发设
计院总经理韩飞宇受邀分享主题演讲。来自各大房企的30余位学员参加本次研讨班。



VI. 5月份新闻简讯

2021中国房地产业碳达峰发展高峰论坛在北京当代MOMΛ举办

5月26日上午，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主办的“2021中国房地产业碳达峰发展高峰论坛”在北京当代
MOMΛ顺利召开。张鹏总裁在《碳中和目标引领，房地产的“三生三势”》主题演讲中指出，在三
道红线、两道红线与供地双集中的背景之下，房企未来应锻造三种能力，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一
是低杠杆下的高增长能力，第二是低成本下的高质量能力，第三是低容错下的高利润能力。

监利市常务副市长袁玉琢一行莅临当代置业

5月21日，监利市政府袁玉琢常务副市长一行莅临当代置业集团总部，进行参观考察与沟通交流，并
就日后相关合作事宜进行沟通与交流。



VI. 5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置业与网库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5月19日，网库集团董事长王海波带领高管团队一行莅临当代置业集团总部进行参观考察，同时，当
代置业与网库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这是继当代置业与网库集团就荆州项目达成意向合作后，双
方的合作再升级。根据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助支持，在产业未来双方将在包括但不
限于浙江省、江苏省、江西省、福建省、湖北省、安徽省、山东省、四川省等地展开项目合作。

当代置业与贵州思达集团战略合作共同开发系列项目

5月24日，贵州思达集团总裁赵东正带领高管团队一行莅临当代置业集团总部。同时，当代置业与贵
州思达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将发挥各
自优势，在贵州区域目标地块的投资、开发、运营过程中实现互利共赢。。



VI. 5月份新闻简讯

当代置业与北京工商大学达成战略合作

5月28日，北京工商大学教授葛红玲、 北京工商大学国际经管学院金融科技系副主任于明哲和北京
工商大学金融学硕士研究生一行到访当代置业集团总部进行参观交流，同时，当代置业与北京工商
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当代置业与中亿丰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5月27日，中亿丰集团董事长宫长义带领高管团队一行莅临当代置业集团总部进行参观交流与考察，
同时，当代置业与中亿丰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在江苏区域目
标地块进行合作。



爱在时光里，诗颂母爱

5月9日，当代时光里盛启“爱在时光里，诗颂母爱-暨中经汇朗读者俱乐部三周岁生日”，赞颂伟大
母爱。中经汇第12任轮值主席、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优铺网董事长、中经汇秘书长陈云
峰，朗读者主席、月亮会副主席、润泽御府营销总监贾涛，大悦城控股纪委办负责人、月亮会副主
席、朗读者副主席客立宏，著名配音演员、朗诵解说艺术家周扬，当代绿健养老产业集团总经理刘
杰等30余位行业领袖齐聚一堂。

VI. 5月份新闻简讯



序号 日期 地点 投资者活动

1 28/5 在线 美银美林亚洲投资人峰会

2 20/5 在线 第四届中国不动产金融论坛

3 3/5 在线 UBS 投资人峰会

4 19-20/4 在线 瑞士信贷债券投资人会议

5 15-16/4 在线 UBS 债券投资人会议

6 12/4 在线 海通证券债券投资人会议

7 23-25/3 在线 美国银行证券投资人路演

8 22-23/3 在线 德银欧洲投资人路演

9 19/3 在线 国泰君安亚洲债投资人路演

10 18/3 在线 2020年度业绩发布会

11 4/2 在线 美国银行非交易路演

12 2/2 在线 瑞士信贷非交易路演

13 29/1 在线 招银国际非交易路演

14 25/1 在线 美银证券非交易路演

15 15/1 在线 巴克莱非交易路演

VII. 投资者活动日志（01107.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