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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銷售

弘陽集團有限公司

截至2021年7月份銷售表現

弘陽集團2020全年業績摘要

弘陽地產2021年首七個月合約銷售金額達人民幣560.1億元，七月份合約銷
售金額為人民幣68.63億元

營業額
毛利
淨利潤

人民幣215.27億元
人民幣50.54億元
人民幣10.4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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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陽創立於1996年，主營業務涵蓋商業運
營、地產開發、物業服務、資本運營等，
致力於成為受人尊敬的美好生活創造者。
集 團 旗 下 弘 陽 地 產(01996.HK)和 弘 陽 服 務
(01971.HK)在香港主板上市。
弘陽集團秉持「商業地產雙輪驅動、物業資
本兩翼並舉」的「雙輪雙翼」發展戰略。雙輪
著重發揮商業與地產的協同效應，相互賦
能、相互促進，打造差異化競爭能力，雙
翼以助力商業與地產雙主業，打造更加完
整的產業生態閉環。

2021年7月份，集團地產合約銷售金額為人民幣68.63億元；銷售面積為440,443平方米；
平均銷售價格為每平方米人民幣15,583元
2021年1–7月，集團地產實現累計合約銷售金額為人民幣560.1億元；累計銷售面積為
3,345,239平方米；平均銷售價格為每平方米人民幣16,7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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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韶華 弘心向黨│弘陽集團慶祝建黨100週年主題活動圓滿
舉行

弘陽集團2020全年業績摘要
營業額
毛利
淨利潤

人民幣215.27億元
人民幣50.54億元
人民幣10.4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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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奮鬥百年路，啟航新徵程！中國共產黨迎來百年華誕。
弘陽集團用一種特殊的方式，回顧黨所走過的光輝歷程，緬懷無數革命先烈浴血奮戰
的革命精神，讚美在黨的領導下所取得的輝煌成績，高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
大旗幟，繼往開來，砥礪前行。
7月1日，弘陽集團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在燦爛的陽光下」主題活動在南京弘
陽廣場舉行。
江北新區經濟發展局黨工委副書記趙余高、江北新區泰山街道黨工委副書記、泰山街
道辦事處主任郭禮華、江北新區泰山街道黨工委組織委員、橋北商圈「紅色聯盟」副主
席邰中、江北新區泰山街道工業園區黨總支書記、橋北商圈「紅色聯盟」秘書長董光勝
等政府領導蒞臨指導。弘陽集團有限公司執行總裁王世雄、弘陽集團黨委書記葛春華、
弘陽商業集團副總裁、南京大弘陽廣場總經理曾子熙、弘陽集團黨委副書記林永革亦
參加了此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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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以助力商業與地產雙主業，打造更加完
整的產業生態閉環。

今年是弘陽成立的第25年。25年來，弘陽集團堅持「做負責任的企業公民」，走進貴州
黎平、甘肅張掖、酒泉、陜西延安等地區，修建學校、捐贈圖書館，開展了「十省十校
百村百圖」、「向日葵計劃」、「夢想小屋」、「馳援湖北」等系列公益品牌活動，累計向
社會捐資捐物總額達2億元。另外，弘陽集團在浦口區橋林街道陡崗小學建立「春蕾
班」，從關注貧困女童到資助留守兒童、獎勵優秀少先隊員，已經持續20年。
弘陽黨員，在各自崗位上發光發熱。
在本次活動上，弘陽集團對部分「黨員示範崗」、「黨員示範商戶」代表和全部「黨員突
擊隊」進行授牌和授旗，在這個光輝的節日到來之際，弘陽人面對黨旗重溫入黨誓詞，
繼承革命傳統，牢記光榮使命。
歷史和現實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光榮、正確、偉大的黨，是一個一切為了人
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始終是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共創幸福美好生活的核心力量。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定不移地跟著黨
走，我們的國家才能富強，人民才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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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陽集團有限公司

央媒點贊！弘陽300間夢想小屋集中交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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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一盞透徹生命的明燈，照亮許多被陽光遺忘的角落。每一個孩子都是一個天使，
需要以愛守護溫暖前行。一間小屋，圓一個夢想，這是孩子追逐夢想的原點，也是孩
子放飛未來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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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學黨史踐初心辦實事」— 2021年江蘇省「夢想小屋」集中交付暨結對關愛服務啟
動儀式在南京召開，全省4,710間「夢想小屋」集中交付，其中包括弘陽集團參與建設的
300間。
今年年初，江蘇省政府就將建設5,000個事實孤兒「夢想小屋」列入民生實事項目中。自
3月份以來，全省各級組織積極聯動、合力攻堅、明確幫扶對像、廣泛募集資源、規範
建設流程、狠抓建設質量，全力推進「夢想小屋」建設。截至目前已建成4,710間「夢想
小屋」，完成年度建設目標的94.2%。每一間小屋都傾注了各級團幹部的辛勤和付出，
凝聚著愛心人士的奉獻和關愛。
「夢想小屋」是弘陽集團公益3.0戰略規劃落地的重點公益項目。2021年3月，為關愛青
少年困境兒童，助力江蘇鄉村振興戰略，弘陽集團向江蘇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捐贈
1,000萬元，聯合執行「夢想改造+」關愛計劃，建設600間「夢想小屋」，結隊幫扶600個
孩子，助力完善「事實孤兒」關愛幫扶體系。
社會各界對於「夢想小屋」的改造，給予了高度關注和支持。人民日報、學習強國、中
國青年報、江蘇共青團等官媒、政府機構相繼進行了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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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孩子都值得被關懷，每一個孩子都應該被看見。經官方精細摸排，江蘇建立事
實孤兒數據庫近萬名。關愛事實孤兒已寫入江蘇兩會民生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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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民營企業、媒體及社會各界力量的推動下，夢想小屋正為越來越多的孩子帶
去希望。共青團江蘇省委書記司勇表示，「夢想改造+關愛項目的初心和使命十分明
確，就是讓事實孤兒擁有屬於自己的一片小天地，並在團組織的持續關愛下，得到快
樂、健康成長。這是一項久久為功的事業，不是一兩天就能看到成效的，需要掘井及
泉、深耕細作，未來我們將實現從物質幫助到精神關愛、從學業扶持到身心健康的拓
展進階，將關愛持續引入小屋、送到孩子身邊，做到幫扶365、關懷每一天，確保對事
實孤兒持續幫扶，一幫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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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陽集團有限公司

打響「三防」戰役｜弘陽全力出擊，筑牢防疫、防汛、防颱「安全
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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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7月20日，祿口國際機場突如其來的9份陽性病例打破了南京的寧靜。弘陽服務第一時
間啟動緊急防疫預案：針對100多個南京在管項目進行疫情數據更新及防控工作部署，
在常態化開展疫情防控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防控力度。
7月21日，南京新冠疫情聯防聯控指揮部發布通告，在全市範圍內進行全員核酸檢測。
弘陽服務在管的所有項目積極響應政府號召，火速組織人員，維護檢測秩序，加班加
點，竭盡全力配合政府及街道，開展核酸檢測工作，目前弘陽服務已經配合政府完成
兩輪全員核酸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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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以來，弘陽服務多次發佈防颱、防汛工作通知，以戰為練，防患未然，開展防汛
應急預案演練；備足防汛物資、清理易淤堵點、維護設施設備，多措並舉，全面做好
各項防汛工作，確保安全度汛。
颱風來襲，防患未然。通過業主微信群提醒業主關好門窗，注意高空墜物隱患；檢查
小區內的路燈桿、監控桿牢固程度；對樓宇頂層避雷設施進行了檢查，提醒業主回收
物品，弘陽服務多項舉措積極應對颱風的到來。從7月24日開始，所有物業人員全員上
崗，時刻關注天氣變化，及時處理颱風所帶來的影響
冒雨排查管網，堆積防汛沙袋。颱風「煙火」帶來的江浙滬地區的大雨，7月26日成都
也發佈暴雨黃色預警，暴雨來臨前，弘陽服務各公司提前做好管道疏通等防汛工作，
用雙手全面排查管道疏通情況，堆積防汛沙袋，全員上崗備戰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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