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陽通訊

基本信息

1. 銷售

弘陽集團有限公司

截至2021年3月份銷售表現

弘陽集團2019全年業績摘要

弘陽地產2021年首三個月合約銷售金額達人民幣195.1億元，三月份合約銷
售金額為人民幣79.91億元

營業額
毛利
淨利潤

人民幣162.6億元
人民幣44.8億元
人民幣14.2億元

聯絡我們
企業融資及投資者關係
電郵 :
touzizhe@rsun.com
李達輝先生
香港公司副總經理
+852 2879 6988
derek.lee@rsun.com
謝琨女士
投資者關係專業副總監
+852 2879 6988
sophie.xie@rsun.com
耿林林女士
財務經營管理部證券事務專員
021–60556333–87087
genglinlin@rsun.com

關於弘陽集團有限公司
弘陽集團有限公司成立於1996年，是一家
以商業運營、地產開發、物業服務三位一
體 的 協 同 發 展 的 多 元 化、綜 合 型 集 團 公
司。24年來弘陽集團秉承「在商言人」的核
心價值觀，穩健發展，創新求變。連續八
年蟬聯中國企業500強 、位列中國房地產
百強、中國商業物業價值40強、中國社區
服務商50強。弘陽集團在戰略定位中逐步
向地產金融投資集團發展，以差異化的投
資策略，多元化的投資模式，推進「做透大
江蘇、深耕都市圈、做強中心城」的區域佈
局策略。展望未來，弘陽集團矢志成為行
業領先的城市生活服務品牌。

2021年3月份，集團地產合約銷售金額為人民幣79.91億元；銷售面積為457,989平方米；
平均銷售價格為每平方米人民幣17,448元
2021年1–3月，集團地產實現累計合約銷售金額為人民幣195.1億元；累計銷售面積為
1,223,733平方米；平均銷售價格為每平方米人民幣15,939元

月度合約銷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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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弘陽集團新聞

弘陽集團有限公司

關注事實孤兒 捐贈1,000萬
弘陽集團助力「夢想改造+」關愛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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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
毛利
淨利潤

人民幣162.6億元
人民幣44.8億元
人民幣14.2億元

聯絡我們

為切實改善事實孤兒成長環境，共青團江蘇省委、江蘇省政府扶貧辦、江蘇省青年聯
合會、江蘇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等單位聯合推出「夢想改造+」關愛計劃，構建「1+3+6」
服務體系，通過建設1間「夢想小屋」、落實3項結對機制、實施6個關愛項目，精準服
務困境青少年健康成長。
弘陽集團聯合江蘇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獨家聯合執行「夢想改造+」計劃，捐贈1,000
萬，助力完善事實孤兒關愛幫扶體系。創立25載，弘陽集團始終不忘肩負的社會責任，
以實際行動點亮青少年的希望與夢想。

企業融資及投資者關係
電郵 :
touzizhe@rsun.com
李達輝先生
香港公司副總經理
+852 2879 6988
derek.lee@rsun.com
謝琨女士
投資者關係專業副總監
+852 2879 6988
sophie.xie@rsun.com
耿林林女士
財務經營管理部證券事務專員
021–60556333–87087
genglinlin@rsun.com

關於弘陽集團有限公司
弘陽集團有限公司成立於1996年，是一家
以商業運營、地產開發、物業服務三位一
體 的 協 同 發 展 的 多 元 化、綜 合 型 集 團 公
司。24年來弘陽集團秉承「在商言人」的核
心價值觀，穩健發展，創新求變。連續六
年蟬聯中國企業500強 、位列中國房地產
百強、中國商業物業價值40強、中國社區
服務商50強。弘陽集團在戰略定位中逐步
向地產金融投資集團發展，以差異化的投
資策略，多元化的投資模式，推進「做透大
江蘇、深耕都市圈、做強中心城」的區域佈
局策略。展望未來，弘陽集團矢志成為行
業領先的城市生活服務品牌。

3月24日，2021年江蘇省「夢想小屋」集中建設推進會在宿遷召開。共青團江蘇省委書
記司勇，中國青年報社社長劉健，共青團江蘇省委副書記潘文卿，宿遷市委常委、組
織部長高飛等出席了會議和相關活動，部分省級機關、國有企業團委書記，各設區市
團委書記、分管書記、希望辦負責人，各縣（市、區）團委書記及部分愛心企業、新聞
媒體代表、社會組織負責人代表參加活動。
會議現場舉辦了捐贈簽約授牌儀式。為助力「夢想改造+」關愛計劃實施，弘陽集團捐
贈1,000萬元，將捐資建設600間「夢想小屋」，未來還將組織企業員工按屬地長期結對
幫扶冠名小屋的孩子，每年通過愛心慰問、公益活動等形式，長期關愛呵護孩子們健
康成長。

基本信息

2. 弘陽集團新聞

弘陽集團有限公司

在授牌儀式現場，共青團江蘇省委書記司勇代表江蘇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特別為弘
陽集團頒發了獨家聯合執行單位的榮譽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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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陽集團自創立以來，在傳遞社會正能量的道路上不斷前行，公益足跡遍佈6省15市，
近十年累計向社會捐贈1.2億元。其中，對困境青少年的幫扶，是弘陽集團公益活動的
重要組成部分。
早在2002年，弘陽集團就在南京浦口區陡崗小學開辦「弘陽春蕾班」，定向資助家庭經
濟困難學生，至今已堅持了20年。
扶貧先扶智。弘陽集團通過捐建學校、助學、支教等舉措，助力貧困地區素質教育的
實施與普及。弘陽集團「向日葵計劃」，以「讓孩子走出大山」為使命，重點面向貧困山
區青少年開展教育扶貧事業，籌建了貴州黎平歸雙弘陽小學；
「雙十雙百」公益計劃，
在全國建設十所弘陽小學，走進一百個村落，建設一百座圖書館。
2020年，弘陽集團還成立了自己的公益基金會，這是弘陽公益事業的新起點。弘陽用
點滴善舉，為更多的人帶去希望和力量。弘陽集團深知，企業的公民責任是推動企業
健康發展的源泉之一，是企業擁有長久生命力的動力。弘陽集團在為每一座城市鑄造
人居生活時，從未忘記做一個有擔當的企業公民。未來，弘陽集團將秉承「在商言人誠
者致遠」的價值觀，繼續為公益事業添磚加瓦，向社會傳遞企業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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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陽集團有限公司

綜合實力TOP47、成長速度TOP2！弘陽集團穩健前行

弘陽集團2019全年業績摘要

3月16日，由中國房地產業協會、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中國房地產測評中心聯合主
辦的「2021中國房地產開發企業綜合實力500強測評成果發佈會」在上海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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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陽地產榮膺「2021中國房地產開發企業綜合實力TOP500」第47名；同時發佈的還有
「2021中國房地產開發企業成長速度TOP10」，弘陽地產位列第2名；弘陽商業榮獲「2021
年中國房地產開發企業商業地產綜合實力TOP50」第1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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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發佈的《2021中國房地產開發企業綜合實力TOP500測評研究報告》指出，目前我
國房地產行業的發展邏輯正經歷著深刻變化。隨著房地產融資政策持續趨緊，行業金
融紅利逐漸消失；市場交易結構逐步偏向一、二線城市；在交易金額不斷提高的前提
下，交易面積增速明顯放緩，行業分化愈加明顯。
「三道紅線」要求提出後，房企多措
並舉降低槓桿，企業從高速增長轉變為高質量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