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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信息

股份代号 1862.HK

收市价 2.09港元

52周股价范围 1.88–2.89港元

市值 28.7亿港元

已发行股份 14.00亿股

上市日期 2013年10月31日

注：数据来自港交所官网，截至2020年9月30日

业绩摘要

2020年上半年
收入 人民币31.54亿元

毛利 人民币9.90亿元

净利 人民币3.45亿元

总资产(截至12月31日) 人民币541.13亿元

合约销售额 人民币76.70亿元

合约销售单价 24,029元/平方米

最新动态

联络我们

景瑞控股

投资者关系经理 方翊群小姐

电话：+852 2327 6858

电邮：fangyiqun@jingruis.com

皓天财经集团有限公司

公关经理 叶霭恩小姐
公关主任 李雪铱小姐

电话：+852 3641 1317 

电邮: jingruis@wsfg.hk

微信扫一扫
关注景瑞公众号

标普确认景瑞控股(01862.HK)
“B”长期发行人评级，上调展望至“稳定”

9月28日，标普将景瑞控股的展望由“负面”调整至“稳
定”，同时确认景瑞控股“B”的长期发行人评级以及“B-”
的高级无抵押票据长期发行评级。

“稳定”的展望反映出标普认为在未来12-24个月内，景瑞
控股将对其财务以及庞大的离岸债券到期管理保持审慎态度。
同时标普认为景瑞控股在未来1年，因大量补充土地而导致
资产负债表过度扩张的风险将降低。受益于其稳健的扩张策
略、审慎的财务管理以及在离岸再融资方面的良好记录，景
瑞控股稳定的财务指标将得到支撑，去杠杆化速度高于标普
在2019年给与的预期，债务/ EBITDA比率从2018年的8倍
降至6.3倍，未来12个月的景瑞债务不太可能出现实质性增
长。

基于7月和8月销售额的回升以及第四季度大量新项目的推
出，景瑞控股将在2020年实现其250亿人民币的总合同销售
目标。公司的业务运营可能会从上半年的放缓中恢复过来，
因为疫情过后，高线城市的市场趋于稳定。景瑞控股的土地
储备，包括一二线城市96%的可售资源，也应支撑了标普对
景瑞2020年销售稳定和2021年个位数增长的预测。标普预
计，景瑞过去12个月稳定的土地补充将足以支撑其未来两
年的合同销售。

此次标普提升公司评级，不仅体现了评级机构对景瑞控股经
营业绩、稳健的财务状况的认可以及未来发展的信心，同时
也将有助于获得市场的正向反馈，助力景瑞控股进一步优化
资产负债结构、降低整体融资成本、提升财务稳健水平。

mailto:fangyiqun@jingru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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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瑞控股获Beyond Wisdom多次增持持股比例升至44.48%

港交所权益资料显示，2020年9月，景瑞控股获Beyond Wisdom Limited多次增持，共增持6,868,000股，
其中最大笔增持为9月18日在场内以每股平均价2.07港元增持127.5万股，涉资约263.93万港元。增持后，
Beyond Wisdom的最新持股数目为622,889,613股，持股比例升至44.48%。

景瑞以22.12亿竞得常州武进地块

2020年9月11日 ， 景 瑞 以221,200万 元 夺 得 常 州 武 进
JWJ20200901地 块 。 该 地 块 为 住 宅 用 地 ， 地 块 面 积 为
68,809㎡，楼面价16,073元/㎡，以此进一步深化布局苏锡
常都市圈。该地块所属常州武进区湖塘老城区，是武进区发
展时间最久、最核心的板块，紧邻主干道聚湖东路，东侧邻
地铁1号线，出行非常方便。地块周边各项配套醇熟，人居
氛围浓厚。常州作为景瑞重要的战略发展城市之一，自
2006年正式进入常州，精筑14年，深耕步伐不止。

景瑞＋金科5.22亿元摘牌重庆西永纯居住地块

2020年9月11日，景瑞控股携手金科以总价5.22亿元成功获取
高新区西永组团L分区L66/06地块一宗地。地块占地面积67.4
亩，容积率1.5，建筑面积6.74万㎡。此次购地，是景瑞地产两
子齐布，大力响应重庆西向战略，提前布局西部科学城的深耕
之作。地块位于团歇路两侧，地块南侧为中建瑾和城，西侧为
桂语九里、金科项目。目前板块已经进入大规模开发期，前期
城建规划已经落实，部分楼盘已经交房并开始入住。大型居住
区正在逐渐形成，周边配套也正在逐步完善中。

景瑞以7.63亿元竞得无锡滨湖地块

2020年9月4日，景瑞以76,308万元夺得无锡滨湖区锡
国土(经)2020-42地块。该地块为纯住宅用地，计容建
面为42,393.12㎡，楼面价18,000元/㎡，以此进一步深
化布局苏锡常都市圈。该地块所属无锡滨湖区河埒口
板块，紧邻市中心，作为城市西郊入口，占据着城市
繁华地段。无锡作为景瑞长三角重要的战略发展城市
之一，此次继望府项目之后再下一城，深耕步伐不止。
今后将继续以敬畏之心与锡城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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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瑞物业荣获2020中国物业服务专业化运营领先品牌企业

2020年9月10日，由中国房地产TOP10研究组和中国指数研究院共同
主办的“2020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研究成果发布会暨第十七届中国房
地产品牌发展高峰论坛”盛大举行。景瑞物业凭借持续提升的品牌价值
和独具特色的“专注理想生活”物业品牌，不负众望，连续三年荣获
“2020中国物业服务专业化运营领先品牌企业”称号。为满足客户日
益增长的服务需求，景瑞物业不断在努力，现已发展成为具备高度专业
品质的智慧型物业服务企业，在制度化、智能化、规模化方面形成了特
有的管理和发展模式。此次荣誉的获得是我们努力付出和收获肯定的光
辉见证，景瑞物业实至名归。

景瑞物业1996年于上海成立，是景瑞控股旗下专注物管领域的平台，是
景瑞服务的品牌载体，深耕一线核心城市，布局大中华，截止至2020年
8月14日，布局全国36个城市，合同管理面积近3000万平方米。在传统
物业做好“保洁、保安、保修”的服务基础上，景瑞强调从“屋”到
“人”到“生活”的一体化全程服务模式，专注为客户提供理想生活服
务。

景瑞地产荣膺“2020中国长三角城市群房地产公司品牌价值TOP10”

2020年9月10日，由中国房地产TOP10研究组主办的“2020年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研究成果发布会暨第十七
届中国房地产品牌发展高峰论坛”在北京国贸大酒店盛大举行。大会发布了2020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研究
最新成果以及2020年中国房地产优秀品牌企业名单。景瑞地产凭借出色的客户需求洞察力及卓越的产品定
制服务，在本次品牌价值研究中荣膺“2020中国长三角城市群房地产公司品牌价值TOP10”的殊荣。

27年来，景瑞地产秉承深耕核心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战略，布局已覆盖长三角、西南地区、中部地区，
以及环渤海地区19个城市，精筑107个地标级作品，成就了70000余户家庭的居住梦想。景瑞始终坚定大资
管战略转型方向，旗下业务平台在夯实各自核心业务的基础之上，不断强化提升综合能力，多元化的业态助
力景瑞实现价值最大化。

2020年3月，为进一步打开成长空间，景瑞控
股将原公寓和办公业务整合升级为景瑞不动产
平台；为顺应行业趋势、提升运营服务的价值
定位，将景瑞物业升级成为景瑞服务平台，集
聚资源发展服务事业。五大平台迭代升级为景
瑞地产、优钺资管、景瑞不动产、景瑞服务、
合福资本。业务的迭代升级，推动了景瑞地产
由传统房企向轻资产运营的转变，促使五大业
务平台能更好的贯通地产上下游产业链，进一
步释放资源价值，进而完善落实景瑞控股的大
资管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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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瑞物业喜获“2020物业服务企业综合实力500强”等5项大奖

2020年9月28日，全国物业管理行业媒体工作交流会”、“2020物业管理行业发展指数报告发布会”、
“全国物业管理行业抗疫先进事迹报告会”三大盛会在郑州隆重举行。会上，景瑞物业凭借稳健的发展战
略和品牌表现，荣获“2020物业服务企业综合实力500强TOP87”、“2020物业服务企业品牌价值TOP100”、
“2020华东品牌物业服务企业TOP20”、公司官方刊物《景瑞生活》荣获“物业管理刊物影响力TOP50”，公
司官方微信平台景瑞生活荣获“物业管理微信公众号影响力TOP100”。

物业企业作为站在第一线的服务业窗口，服务品质与
企业品牌美誉度打造相辅相成。景瑞物业一直重视自
身品牌建设，通过不断完善服务品质标准，迭代升级
特色化服务，打造品牌的传播力、引导力、公信力、
影响力及社会责任感。以荣誉为证，未来，景瑞物业
将坚守初心，与时代共前进，与城市共发展，以更加
开放、包容、合作的姿态，主动拥抱新技术，赋能借
力，创新发展，持续提升品牌价值，唯有不断超越，
物业专业服务才能凸显它的价值。

景瑞不动产悦樘公寓荣获2020年金砖价值榜
「年度最具影响力公寓运营商」大奖

9月18日，由《中国房地产金融》杂志、金砖传媒主办的2020年第
九届金砖论坛暨2020金砖价值榜颁奖礼在上海隆重召开。景瑞不
动产悦樘公寓凭借其品牌综合实力的增长和卓越表现 ，荣获
“2020年度最具影响力公寓运营商”殊荣 。景瑞不动产持有物业
的管理能力持续提升，2020年上半年租金收入达1.15亿元（包含
公寓、办公项目），同比增长46%，公寓项目平均出租率达93.6%。
面对上半年的疫情冲击，景瑞不动产悦樘公寓不退反进，实现收
入出租率双双逆势增长，展示出了深厚的企业底蕴。

景瑞不动产旗下悦樘臻选上海中山公园店荣获
“CREDAWARD地产设计大奖优秀奖”

由地建师|DJSER发起的第六届CREDAWARD地产设
计大奖·中国正式揭幕了获奖榜单，由中国最有影
响力的学术代表和TOP50强开发商总建筑师联袂担
任评委，从1616份作品中最终评选出442个优秀奖
项目。景瑞不动产旗下悦樘臻选｜上海中山公园
店荣获第六届CREDAWARD地产设计大奖·中国“公
建项目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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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钺资管荣获“2020中国房地产基金优秀品牌企业TOP10”

2020年9月10日，由中国房地产TOP10研究组主办的“2020年中国
房地产品牌价值研究成果发布会暨第十七届中国房地产品牌发展高峰
论坛”在北京国贸大酒店盛大举行。大会发布了2020中国房地产品
牌价值研究最新成果以及2020年中国房地产优秀品牌企业名单。景
瑞控股旗下专注于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业务的资产管理平台优钺资管
荣膺“2020中国房地产基金优秀品牌企业TOP10”，位列第7位。
2017年，景瑞正式确立大资管的战略转型方向，明确打造以“客户
价值”为导向的双轮驱动业务模式，优钺资管应运而生。此次优钺资
管获此殊荣，充分印证了自成立以来其快速增长的基金业绩，以及行
业内对优钺基金管理能力的认可。

优钺资管设立景凯股权基金并完成项目投资

2020年9月28日，优钺资管作为投资管理人，联合洛德基金完成了发起设立景凯基金，基金总规模5亿元，
主要投资于住宅开发，并完成首次项目投资。本次合作，也是优钺资管与洛德基金战略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本次投资标的项目为景瑞上海松江中山街道项目。该项目位于松江区松江新城板块，松江新城为上海总体规
划中的五大新城之一，沪杭廊道上的综合节点城市，上海服务长三角南翼以及虹桥开发的重要门户枢纽，亦
是松江区的政经文中心。

优钺资管再度携手Century Bridge Capital合作投资景瑞太仓城厢项目

2020年9月29日，优钺资管作为投资管理人，联合境外股权投资基金Century Bridge Capital完成房地产基
金项目投资。本次投资标的资产是位于苏州太仓的景瑞城厢项目，该项目位于太仓市主城区城厢镇，距离市
政府9km，板块属于科教新城西部产业组团配套居住区，距科教新城核心天境湖7km。周边产业人口数量庞
大，医院、文体、生活配套等公建配套等一应俱全，位置得天独厚。

投资者关系活动

时间 活动 形式 地点

8.31-9.4 中期业绩非交易路演 线上 香港/新加坡

9.23-9.25 中期业绩非交易路演 线下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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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景瑞

景瑞控股是中国长江三角区域领先的住宅物业开发商之一，于1993年成立于上海。2017年，景瑞先
后顺利进军北京和武汉，至此，景瑞已战略布局中国四大直辖市，共计在中国18个城市设立业务。
景瑞坚持以改革创新赢得市场机遇，不断优化发展理念，及时调整战略布局，于2016年初步实现
「客户洞见+轻资运营」双轮驱动的战略转型升级，强调以「客户洞见」为核心的价值设计能力和
以基金化运作的轻资运营模式，助力规模增长。目前，景瑞控股已形成五大业态的综合性平台——
优钺资管、景瑞地产、景瑞不动产、景瑞服务及合福资本，以「轻资产、精细化、重运营」为方向，
贯通地产上下游产业链，推动景瑞由传统开发商向资产管理服务商转型。更多详情，请浏览
http://www.jingruis.com。

免责声明
本通讯所载之资讯仅供阁下参考之用，并不打算亦不构成任何投资意见。本通讯所载之资讯，包括有关景瑞控股有
限公司(「本公司」)的合同销售或土地储备的资讯，可能因本公司就开发、销售及投资过程中作出更改而有所调整，
且未必能一致地反映在财务报告中。本公司明确地否认阁下因依赖本通讯之资讯或由此而招致之任何损失及损害的
任何负责。

签约销售
2020年9月未经审计之营运数据

合约签约销售额
（人民币亿元）

合同销售均价
（人民币元/平方米）

景瑞月度合约销售(2019年1月–20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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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合约签约销售额 2020年合约签约销售额 2019年合同销售均价 2020年合同销售均价

景瑞控股于2020年9月的合约签约销售额（连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的销售
额）约为人民币24.63亿元；合同销售面积约为113,809平方米，合同销售
均价约人民币21,640元╱平方米。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个月，本集团
累计合约签约销售额（连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的销售额）约为人民币
156.38亿元，合同销售面积约为701,970平方米，合同销售均价约人民币
22,277元╱平方米。

http://www.jingrui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