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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1. 銷售

弘陽地產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
中期業績摘要

營業額 人民幣12,964.5百萬元
毛利 人民幣2,730.2百萬元
核心淨利潤 人民幣904.9百萬元

12月31日收市價： 2.190港元；
52周範圍： 2.01–2.90港元；
市值： 73.78億港元；
已發行股份： 3,338,635,000股；
上市日期： 2018年7月12日

弘陽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企業融資及投資者關係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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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剛先生
聯席公司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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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2879 6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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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弘陽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01996.HK)
弘陽地產為深耕長三角，全國化佈局的綜
合性房企，專注於住宅物業開發、商業物
業投資與運營和酒店運營管理。恪守「在商
言人，誠者致遠」的核心價值觀，嚴格執行
「做透大江蘇、深耕都市圈，做強中心城」
的投資戰略，地產、商業雙輪驅動，協同
發展。堅持聚焦深耕、提質增效，以利潤
為導向，實現有質量的規模穩健增長。

聯絡我們

截至2021年12月份銷售表現

弘陽地產2021年累計十二個月合約銷售金額達人民幣872.2億元，十二
月份合約銷售金額為人民幣81.3億元

2021年12月份，集團合約銷售金額為人民幣81.3億元；銷售面積為495,252平方米；平
均銷售價格為每平方米人民幣16,417元

2021年1–12月，集團實現累計合約銷售金額為人民幣872.2億元；累計銷售面積為
5,164,934平方米；平均銷售價格為每平方米人民幣16,887元

月度合約銷售表

月度銷售（2020年1月–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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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健前行 弘陽摘得多項榮譽

悉心耕耘朝夕，收穫定有時。弘陽集團憑藉社會責任、產品力、服務力等多維度亮眼
表現，陸續收穫多個獎項：「2021中國十大地產年度品牌公益案例」、「2021年度社會
責任卓越貢獻企業」、「年度社會責任先鋒案例」、「2021超級產品力TOP30」、「2021
年服務類上市公司業主滿意十強」、「2021年服務類上市公司運營創新十強」、「2021
年商業地產領軍企業」，彰顯企業全方位高質量發展。

弘陽集團憑藉在助學助困方面做出的卓越貢獻，榮獲「2021中國十大地產年度品牌公
益案例」（樂居財經）、「2021年度社會責任卓越貢獻企業」（中國經營報）、「年度社會責
任先鋒案例」（國際金融報）。

弘陽公益以「讓孩子走出大山，讓知識改變命運」為使命，圍繞助學和助困兩大主線，
通過「向日葵計劃」、「夢想改造＋」關愛計劃，幫助更多困境中的孩子用知識改變命運。

匠心品質，穩健前行。弘陽地產以匠心深耕，收穫「2021超級產品力TOP30」（億翰智
庫）、弘陽地產廣東區域獲得「產品價值體系十強」（億翰智庫）。

2021年是行業充滿變局和突破的一年，弘陽始終秉持「在商言人，誠者致遠」的價值觀
和「雙輪雙翼」的發展戰略，踏實穩健前進，持續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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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節能 弘陽在行動

近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再次強調，要堅持節約優先，實施全面節
約戰略。在生產領域，推進資源全面節約、集約、循環利用。在消費領域，增強全民
節約意識，倡導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長期以來粗放式的發展，使得房地產行業資源消耗大污染重。隨著「雙碳」目標提出，
行業對於節能減排的重視程度也在不斷提高。弘陽是一家勇擔社會責任的民營企業，
在節能減排方面已經有所行動：

01.綠色辦公

弘陽提倡無紙化辦公，內部交流盡量線上傳遞；提倡雙面打印，減少彩色打印；倡導
人走燈滅，最後離開辦公區的同事隨手關閉本區域照明及空調。

02.節儉辦會

會議現場佈置簡潔，減少鋪張；減少簽名墻等一次性物料、物品配置，內部活動（包括
培訓和會議）不使用一次性紙杯和瓶裝水；會議儘量採用視頻會議，集中性的會議嚴格
控制參會範圍，壓縮會議日程。

03.節能改造

推廣應用節能燈具，及時更換地下車庫、樓層、辦公區域、設備房等區域的照明燈具，
降低電能消耗。公共區域照明設備安裝時控、光控裝置，可根據不同季節相應調整園
區照明；辦公區域設定合適的空調溫度，下班除必要設備耗電外，其他設備關機；會
議室增加活體監測傳感器，沒人情況下及時關閉設備。

04.光盤行動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光盤行動」不只是一句簡單的口號，也是全體弘
陽人應有的生活態度。弘陽引領旗下各產業積極參與打卡「光盤行動」，做好自有餐
廳、食堂、綜合部的工作引導，從源頭髮力，倡導新「食」尚，營造就餐區、茶水間等
區域的文明就餐氛圍。此外，弘陽食堂也在探索智能化升級。建立智慧食堂，打造用
數據管理後臺功能，進消存管理，採購食材無損耗，就餐客流監測，數據實施矯正，
減小能源消耗。



基本信息 2. 弘陽地產新聞

弘陽地產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
中期業績摘要

營業額 人民幣12,964.5百萬元
毛利 人民幣2,730.2百萬元
核心淨利潤 人民幣904.9百萬元

12月31日收市價： 2.190港元；
52周範圍： 2.01–2.90港元；
市值： 73.78億港元；
已發行股份： 3,338,635,000股；
上市日期： 2018年7月12日

弘陽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企業融資及投資者關係
電郵：
touzizhe@rsun.com

李永剛先生
聯席公司秘書
+86 21 60556333–80018
liyongg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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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弘陽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01996.HK)
弘陽地產為深耕長三角，全國化佈局的綜
合性房企，專注於住宅物業開發、商業物
業投資與運營和酒店運營管理。恪守「在商
言人，誠者致遠」的核心價值觀，嚴格執行
「做透大江蘇、深耕都市圈，做強中心城」
的投資戰略，地產、商業雙輪驅動，協同
發展。堅持聚焦深耕、提質增效，以利潤
為導向，實現有質量的規模穩健增長。

聯絡我們

05.環保施工

項目施工上嚴格遵守國家和地方城市標準。弘陽制定了《工程考核管理制度》，要求供
應商嚴格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制，定期開展安全教育、安全培訓；制定消防措施和制度
及配備滅火器材；採取防止泥漿、污水、廢水外流或堵塞下水道和排水河道措施；考
核供應商現場住宿區劃分，以及宿舍保暖、防煤氣中毒、消暑和防蚊蠅等措施；對供
應商的保健救急、社區服務、防粉塵、防噪音、防光污染措施及施工不擾民等措施進
行檢查，確保工程建設與環境、社會層面友好關係。

06.技術創新

圍繞工業化建造體系、綠色建築、智慧運維、生態環境、可再生能源、廢棄物處理等
方面深入開展研究，以創新理念和創新成果促進人居、生活、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未
來，弘陽將努力把該研發平臺打造成更加開放的研發、轉化、落地平臺，與優質研發
資源共同推進技術創新與落地應用。

未來，弘陽將繼續推進精細化管理運營，助力房地產行業綠色發展和「雙碳」戰略的實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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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美弘秀場│安慶弘陽廣場招商大會完美落幕

2021年12月10日，「皖美弘秀場」安慶弘陽廣場招商大會在安慶栢景酒店成功召開。政
商各界領導、200家品牌商代表和多家媒體代表等匯聚一堂。安慶弘陽廣場以「皖美秀
場、秀啟未來、秀致賓朋、弘秀之薈」四個篇章主題為現場嘉賓呈現了一場的美輪美奐
的繁華商業盛宴！

當然，城市商業環境的繁榮，離不開代表商業體的引領與優質品牌的支撐。會上有超
200位品牌商家到場，幸福藍海影城開發總經理張睿上臺致辭，從自身發展角度出發，
暢聊與安慶弘陽廣場未來合作的期待與信心，為安慶這座歷史文化名城輸送更新「現
代影音新文化」的美好願景。

在所有嘉賓的共同見證下，未來世界、幸福藍海影城、天潤髮超市、KKV、金寶貝、星
巴克、KFC、屈臣氏、勝道體育、滔運動、蔚來汽車、伊芙麗、潮宏基、老鳳祥、蘋
果、華為、咔叮卡丁、超港等知名品牌代表現場上臺簽約，為「精彩生活新主場」的逐
步兌現，再助力。

安慶弘陽廣場北臨白澤路、南臨迎賓東路、緊臨獨秀大道，處新城主動脈中軸。距安
慶市政府2km、高鐵站3km、距安慶市老商圈5km。商業體量9.1萬方，以「藝術人文型
的主題歡聚空間」、安慶「屬地文化」的生活體驗中心為設計初衷。每層不同主題，負
一樓「品質生活」、一樓「時尚臻選」、二樓「潮樂薈聚」、三樓「親子時光」、四樓「歡聚
盛宴」、五樓「天空之城」以場景與品牌結合，以故事化演繹沉浸式體驗空間，以匠心
精神打造高品質購物空間。

安慶弘陽廣場順時而來，遵循了城市發展的歷史軌跡與地域變遷，強勢入駐安慶東部
新城，打造商業4.0全齡段超級生活中心，與這座城市的精神、商業、建築文明深度融
合，始終做到「因地制宜」，始終保持與城市文化相得益彰。未來必將在安慶「東興」的
歷史發展宏圖之下，發展成為傳承安慶精神文化的又一里程碑！必將在這片土地上深
耕安慶商業新格局，並對安慶商業的精彩呈現貢獻更多創造力！安慶弘陽廣場計劃于
2022年9月16日開業，主體結構早前已完成封頂。薈聚弘陽，秀啟未來，安慶向東，煥
新一個中心！此時此刻，讓我們與弘陽一起，為皖美髮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