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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信息

股份代号 1862.HK

收市价 2.58港元

52周股价范围 1.99–3.02港元

市值 36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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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1日

业绩摘要

2019年上半年
收入 人民币21.86亿元

毛利 人民币5.67亿元

净利润 人民币3.54亿元

总资产(截至6月30日) 人民币546.48亿元

合约销售额 人民币101.36亿元

合约销售单价 21,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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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颖投关公关顾问公司

副总监 Kristy Tsang 小姐

电话：+852 2530 8110

电邮: kristy.tsang@newsmilehk.com

微信扫一扫
关注景瑞公众号

克而瑞证券《景瑞控股首次覆盖报告》

2019年12月11日，克而瑞证券有限公司首次全面覆盖景瑞控
股有限公司。

1. 公司概况

根据克而瑞发布的2019年1-11月《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排行
榜单》，景瑞控股位列销售操盘金额榜单第91名，维持了
2018年的排名。2018年公司的全年销售金额在此榜中相比
2017年提升7位。

2. 销售增速趋缓，土储质量高，有合理的利润空间

公司销售金额及面积增速趋缓，主要集中在长三角二线城市，
整体利润空间较合理。2019年H1景瑞控股拿地多为长三角京
津冀地区的二线城市，继续深耕长江中游地区（武汉），在
一线城市机会获地。

公司目前土地储备未来利润空间较合理。截至2019年11月，
公司延续其发展长三角、京津冀及长江中游地区的方针，在
上海、宁波、太仓、天津、武汉、南京、杭州7个城市新购得
9个地块，合计总建筑面积为117.3万平方米，平均楼板价为
6565元/平方米（地上面积口径）。

3.营收稳定，盈利水平上升，财务风险改善

景瑞控股营收保持稳定，主要盈利指标上升，少数股东权益
占比较高。三费占营收比较高，管理及销售费用占比较稳定
权益乘数与存货周转率下降。

4.负债结构较为合理，偿债压力不大

景瑞控股2019年H1相比2018年同期经营性现金流转正，投
资规模减少，偿还部分债务，筹资现金流转负。截至2019H1，
公司货币资金规模为111.1亿元，同比上升337.4%，相比
2018年整年水平下降5.2%。未使用银行授信额度明显增加，
截至2019年6月30日，仍有231.5亿余额。存量债方面，公司
2020年共有有5.5亿美元债务到期。

5. NAV测算5.24元/股，相对板块的PE较稳定

NAV测算5.24元/股，股价折价50%以上，提升结转速度，则
有望提升PE估值的水平。

6. 尝试多元化发展，收益仍有待观察

加码轻资运营，基金化项目增加；积极的股权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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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睿和研究：景瑞张江中心——300天打造写字楼资管标杆

截至12月，锴瑞办公旗下首个独栋存量改造项目——景瑞张江中心，在全市18%空置率，区域空置率接近
30%的背景下，通过改造及多样性的租户组合，实现95%出租率，坪效较同区域提升20%，在市场下行的
环境下展现出对经济冲击超强的抗击力，成为锴瑞办公在不动产资产管理领域迈出的坚实一步。

区位优势：上海张江高科技产业园区，与陆家嘴、金桥和外高桥开发区同为上海浦东新区四个重点开发区
之一。2019年12月1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上海新一轮的科技创新示范项目
将围绕上海张江高科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展开。

小区位产业聚集效应
两公里范围内，高科技企业、研发中心环绕。“景瑞张江中心”适时提供更为灵活的办公方式，辅之以完
善的生活配套和商业配套，项目有效满足区域内高科技产业链上中小型服务企业的办公需求。

项目历史及更新过程
前身是建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上海科苑大楼。2017年7月景瑞控股完成对该物业的股权收购，年底将该物
业作为“种子项目”移交给锴瑞办公。2018年4月项目正式启动更新，8月如期完成内部改造，2019年3月
完成外立面改造，并正式亮相。

经过全面改造后，外立面以太空灰和银白色为基准色彩；大楼设施全面升级，优化室内空间格局。办公区
遵循极简原木风格的设计理念，打造高效的现代开放式办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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锴瑞办公 | 城智云汇行，共话创新方法论

所属商圈同业竞争
同业竞争选取了张江新区的德国中心、张江大厦、展想中心作为对比标的，这几个独栋写字楼各具优势，且
在同一区域，具有一定代表性。通过《办公之家》对4个项目出租价格的对比，景瑞张江中心与德国中心相
对坪效较高。该项目因周围生活配套更完善，对入驻企业有一定辐射作用，德国中心因入驻外企较多，故坪
效比稍高。

配套交通对比
景瑞张江中心周边300m以内有4个重要公交站台，且距地铁站较近，故在交通指数上排名第一。

周边配套及对比
景瑞张江中心毗邻的餐饮、便利店、药店等生活配套设施都在100m以内，故生活指数略高。在其他因素相
同的情况下，景瑞张江中心距星巴克与银行都更近一些，故商务指数排名第一。

运营特色：联合办公与传统办公相辅相成
锴瑞办公在资产收购前期便深入洞察区域特性与发展趋势，在业态布局上引入联合办公，不仅能够在区域产
业型、总部型办公格局的基础上形成差异化竞争，高效服务于科技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型企业；亦与传统办
公相辅相成，有效丰富了区域内的办公形态。

同时，锴瑞办公边改造边运营，秉持“客户第一”原则，团队实时沟通租户需求，因地制宜、量身定制，以
客户需求为业态运营导向，持续输出优质服务。在市场下行的背景下，以软实力抵御市场风险，助力资产价
值提升。作为景瑞控股商办资管平台，锴瑞办公以资产价值提升运营的战略高度来布局每一个项目，聚焦一
线及新一线城市“存量低效资产”，通过挖掘、重塑、使建筑焕发新生，实现资产价值跃升。

2019年12月19日-20日，以“破界 ·融合”为主题的「城智履行 年终复盘」之旅来到上海，50余位论坛理事
单位成员、行业头部操盘手、“2019城市更新论坛十佳案例”运营者，共同组成履行团，寻找更新的2020，
为城市探寻更多创新方法论。

作为年底压轴考察的城市更新重要站点，景瑞控股旗下锴瑞办公投资、操盘的城市综合体项目——“云汇天
地”迎来50余位嘉宾的来访参观。锴瑞办公各条线负责人与来宾密切互动，深入沟通关于投资、改造、运营
各环节情况与心得，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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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智履行团实地体验了根据不同的办公类型与需求而打造的样板空间；同时，亦在项目18层的高位俯视观察
整个项目周边的区位、交通条件。履行团的代表陈方勇先生点评道，改造中的“云汇天地”，其改造方案和
工程现场让我们看到一个房地产基因的资产管理者在创新和精细化运作方面的双重优势。

“云汇天地”总建筑面积约11万方，由两栋办公塔楼及一座商业裙楼组成。操盘方锴瑞办公打造“城市客
厅”，实现个体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共荣共生。改造后的 “云汇天地”突破单一功能，转变为融合写字楼、联
合办公、商业、酒店为一体的多元业态，现已获得LEED铂金级预认证以及PARKSMART银级预认证。锴瑞
对项目的改造升级已不仅满足于形态和空间上的更新，更关注运营后的物业价值提升。在11月下旬落下帷幕
的2019中国城市更新论坛中，锴瑞办公荣膺“城市更新锐意进取奖”，“云汇天地”项目亦因创新突破被授
予“城市更新推动进步奖”。

优钺资管 | 荣获中国房地产私募基金排行榜10强

仲量联行（JLL）发布中国房地产私募基金排行榜。景瑞控股旗下优钺资管首次上榜，荣获中国房地产私募
基金排行榜资产管理规模10强。优钺资管此次上榜，印证了自2017年成立以来快速增长的基金业绩，同时
也体现了行业对其私募基金管理能力的认可，更看到了景瑞坚定践行大资管战略，加码轻资运营的成效逐渐
显现。

优钺资管致力于打造“端到端”的一体化资产管理服务体系，立足于景瑞控股战略高度，以整合内、外部资
源，充分发挥景瑞地产、悦樘公寓、锴瑞办公及合福资本等兄弟公司的专业优势，建立强大的市场研判、投
资并购和主动资产管理能力，为实现稳健、持续的基金投资回报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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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量联行（JLL）认为当前国内房地产私募基金正处于从债权投资转向股权投资的过程中，而优钺资管从设立
之初就明确了走“真”股权地产基金之路。优钺认为：真股权基金能够更早、更深地介入到项目开发管理过
程中，更有利于项目管控和投资人利益的保护。随着项目销售或运营资金的回笼，基金可快速实现投资收回，
投资人获得稳健回报和超额收益的机会更大。

成立3年来，“真”股权基金已经成为了优钺资管的标签，“优钺模式”也得到了广大同行和投资人的一致认
可。众多信托、基金等金融机构，以及大中型企业、高净值个人投资者与优钺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持续
地投资于优钺所发行的专项基金、母基金。截至目前，优钺已累计发行地产股权基金10余只，基金管理规模
超过65亿元人民币。

景瑞控股荣获格隆汇“2019中国上市房企商业创新奖”

12月12日，由格隆汇主办的2019“高屋建瓴”房地产高峰论坛在深圳隆重举行。景瑞控股(01862.HK)荣获
“2019中国上市房企商业创新奖”。

本次评选覆盖资本市场已上市的百余家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公司，通过“专家评审团审议+大数据分析”的方式，
进行综合评选得出的最终结果。



2019年12月企业通讯

6

投资者关系活动

景瑞此次获奖表明公司在国际形势与国内资本的新情况下，奋力前行，锐意进取，具备强烈的创新意识，坚
持进行商业创新。

景瑞控股受邀参加国信证券2020年度策略报告会

2019年12月12日，景瑞控股受邀参与由国信证券主办的2020年度策略报告会。景瑞控股投资者关系团队与
大会特邀行业资深专家、业界大佬、明星分析师及众多优质上市公司高管，共同分析和探寻2020年科技创
新大时代”下的投资机遇。

景瑞控股应邀参加格隆汇房地产峰会路演

2019年12月12日， 格隆 汇 “ 高屋 建 瓴” 房 地产 高 峰 论坛 在深 圳 举办 ， 这 是格 隆 汇·全 球 投资嘉 年
华·2019“第二天活动。景瑞控股受邀参与此次盛会，与在场多位房地产大咖、数十家上市房企代表探讨房
地产行业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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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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瑞地产、锴瑞办公、悦樘公寓、优钺资管及合福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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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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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合约签约销售额 2019年合约签约销售额 2018年合同销售均价 2019年合同销售均价

景瑞控股于2019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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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8亿元，同比增长25%；合同销售面积约为216,516平方米，合
同销售均价约人民币20,913元╱平方米。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十二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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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59亿元；
合同销售面积约为1,208,504平方米，合同销售均价约人民币20,819元╱平方米。

2019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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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2019年12月)

http://www.jingrui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