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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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2.70港元

市值 29.26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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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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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瑞控股成功完成债务结构优化
持续发展前景可期

景瑞控股成功完成2021年到期的9.45厘优先票据的交换要
约，并于11月16日成功发行2023年到期的2.4亿美元、年利
率14.5厘的优先票据。景瑞及附属公司担保人与国泰君安国
际、海通国际、上银国际、巴克莱、中金公司、万盛金融、
信银国际、天风国际及民银资本就根据同步新票据发行而发
行新票据订立购买协议。拟将同步新票据发行的现金所得款
项净额用于对其现有债务进行再融资。

景瑞此次发行新票据部分，市场认购踊跃，最终账簿规模超
额认购达5倍，其中：亚洲投资者占比78%，欧洲占比15%，
美国境外占比7%。此次债券的成功交换及发行，将优化景
瑞控股的债务结构，拉长债务期限，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景瑞控股此次债务管理，获多家国际评级机构积极评价。标
普认为，本次提出的交换要约和新票据发行是景瑞控股积极
主动的财政管理的一部分。截止到今年上半年，景瑞控股的
账上现金余额有120亿元人民币，足以支付包括拟交换票据
在内的短期债务。并且景瑞控股一直保持着审慎的投资风格，
倾向于使购买土地的速度与合同销售额的增长相匹配，以保
持足够的流动性偿还债务为目标。

穆迪给予该债券“B3”评级，和给予景瑞控股“B2”的企
业家族评级（CFR）。穆迪也认为本次发行债券将改善景瑞
控股的流动性状况，不会对其信用产生不利影响。另外穆迪
还从景瑞控股经营上做了更具体的分析，穆迪指出，景瑞控
股在2020年前10个月合同销售总额同比增长7.7%，达到
189亿人民币。并且认为景瑞控股拥有充足的可销售资源、
核心市场强劲的住房需求以及在中国经济活动复苏的背景下，
未来12~18个月内，公司的合同销售额将达到270亿人民币。
由于对景瑞控股经营成绩以及在一二线城市布局的乐观预期，
穆迪预计景瑞控股的利息覆盖率在未来12~18个月将从
2020年6月的1.9倍上升至2.0至2.2倍。

股票二级市场方面，从今年5月份起，公司控股股东兼董事
局联席主席闫浩先生持续增持公司股份，已经于二级市场增
持 股 份 合 共 7,129.6万 股 ， 持 股 比 率 由 39.47%增 加 至
44.56%，显示了其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而此次景
瑞控股成功发行债券，有效优化了公司债务结构，为公司业
务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未来发展更加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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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瑞地产首进成都 喜获温江区两幅优质地块

2020年11月，景瑞地产首入成都，于温江区光
华新城成功获取一幅优质土地，并于温江凤溪
大道再添新子。双子齐耀，深耕四川，共筑蓉
城温江之蓝图。进一步深化布局川渝两地，响
应国家西部城市发展战略。去年，温江区一举
拿下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美丽宜居城区、中国
最具投资价值城区，而且它还连续8年位居中国
综合实力百强区！国际花园城市、国际人居奖、
联合国全球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杰出成就奖……
温江的“国际化”早在十多年前就已彰显！而
光华新城板块，属城市重点发展区，更是区域
内的佼佼者。随着“南城北林”、“城市向东”
的空间格局，城市向东与成都老城区的青羊区
和武侯区连成一体。

景瑞携手友商联合竞得扬州西区新城地块

继9月18日成功竞得扬州东南新城GZ212地块后，
景瑞地产11月26日携手恒通集团、江苏景宇三家
共同竞得扬州GZ230地块。深耕扬州，双子齐耀，
再续区域新华章。项目GZ230地块地处西区新城，
京华城与蜀冈板块交界，距京华城2.5km、瘦西
湖4.0km、文昌阁5.7km。该地块占地约7.9万方，
起拍楼面地价8000元/㎡，起拍总价达11.3亿元。
周边配套有万达广场，同时该地块南倚京华城商
圈，还能享受京华城商圈辐射：京华城、R-Mall、
昌建广场、五彩世界。区域内交通、教育资源、
医疗资源、景观资源等配套成熟，优质资源汇聚，
板块未来发展不可估量。

近两年随着区域板块持续升温，众多名企品牌纷纷入驻，
项目周边配套成熟，聚集政府中心、大型商超、完善的
教育、医疗、景观配套，加之两条地铁线加持，承接成
都西区外溢，板块能级很高。距已通车4号线及2020年
底通车17号线换乘站仅500米，可快速到达成都主城区，
交通优势明显。

2020年，景瑞地产集27载地产开发经验，相继落子蓉
城，深耕四川，助力城市发展。未来，景瑞将充分践行
客户需求，发挥产品创新研发优势，针对客群需求，打
造多元化的理想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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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瑞地产荣膺2020中国房地产最佳房企奖

11月18日，由广东时代传媒集团主办，时代周报、时代财经、时代数据承办的2020中国地产时代百强论坛
在广州W酒店三楼宴会厅盛大启幕。本次2020中国地产时代百强论坛围绕“双循环新机遇：找寻内生力量”
的主题，共同探讨当前地产行业最前沿的话题，为房地产企业的转型寻找道路。

凭借着良好的经营韧性、独具一格的定制理念创新和稳健的财务管控能力，景瑞地产荣膺“2020中国房地
产最佳房企奖”。

随着客户对产品需求的觉醒，个性化定制开始受到认可。景
瑞地产很早就觉察到了这一趋势，并在2015年向“定制化”
进军，开创性地提出了“ePLUS 定制体系”。景瑞地产是行
业内为数不多将定制化真正融入到战略中的房企。通过不断
实践，景瑞地产在2019年推出了超级IP“Space me精彩
家”。至此，景瑞地产构建起完整的数字化平台与供应链体
系。今年5月以来，景瑞地产紧跟数字化发展浪潮，通过线上
售楼处瑞享+平台推出了以“精彩生活+”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通过“主题活动”和“销售活动”两条主线，继续着自己的
“触网”摸索。

深耕做强地产开发主业的同时，景瑞控股也在积极转型升级，
探索多元化业务，旗下优钺资管、景瑞地产、景瑞不动产、
景瑞服务和合福资本五大平台并肩前行、高效协同，助力了
景瑞控股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亦因此，标普全球评级
上调景瑞控股的评级展望至“稳定”，并确认了景瑞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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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普此举不仅体现了评级机构对景瑞控股的认可，更
展示了资本市场对景瑞控股审慎财务管理和稳健业绩增长，
以及对五大业务平台未来发展的信心。

景瑞控股荣获“格隆汇·2020年度最佳信息披露奖”

11月16日，由格隆汇主办的“大中华区最佳上市公司·2020”颁奖典礼在成都隆重举行。景瑞控股由于在
信息披露方面展现出高度可靠性，荣获 “年度最佳信息披露奖”。“年度最佳信息披露奖”则是对企业过
去一年里的信息披露的整体表现情况进行分析，包括信息披露、收集资本市场反馈等多项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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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表彰整个中国资本市场中具备
最佳信息披露能力的上市公司。

据评委会介绍，景瑞控股重视投资者关系，将其作为未
来公司资本战略的重要布局，积极主动做好自愿性信息
披露，是此次获奖的关键因素。本次景瑞控股荣获该奖
项，说明其披露的信息具有高度可靠性，而这些信息有
助于投资者、分析师、基金经理等深入了解公司，理解
公司的战略、运营等方面的部署，对投资决策具有十分
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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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瑞不动产荣获“2020中国商业资产存量运营表现大奖”

11月3日，由观点地产机构主办的“2020年观点商业年会”在上海静安香格里拉
大酒店盛大开幕。本次活动以“商业重生 聚合的力量”为主题，齐聚国内外众
多房企行业精英以及商业金融一线专家，共同谈论商业地产前路。

景瑞不动产在当中荣获“2020中国商业资产存量运营表现大奖”，代表着过去
半年其突出表现得到了最佳表彰与证明。2020年是景瑞不动产成立元年，作为
行业新秀，面对疫情导致的行业整体承压的大环境，景瑞不动产持有物业的管理
能力依旧持续提升，业绩逆势增长，展现出沉稳果敢的运营风格。景瑞不动产凭
借自身突出的业绩，屡屡斩获业内各项大奖，可谓蓄势而立。

华夏资本-优钺-景瑞三全公寓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转售成功

该计划于2020年8月28日启动第一次固定开放程序，并将第2个三年
票面利率调整为5.5%。本次固定开放程序转售安排由华夏资本、中
泰证券担任财务顾问，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取得投资人的高度认可，
并获得超额认购，顺利完成转售工作。作为北京首单长租公寓CMBS
产品，“华夏资本-优钺-景瑞三全公寓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成功转
售，是资本市场积极响应国家中央“房住不炒”政策号召、支持长租
公寓事业发展的又一体现，同时，也是资本市场对景瑞审慎财务管理
和稳健业绩增长的认可，更是景瑞大资管战略的又一阶段性成果。

“华夏资本-优钺-景瑞三全公寓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是以景瑞旗下悦樘公寓优质项目之一的北京三全公寓
作为标的资产，在深交所挂牌交易的CMBS产品。该计划由景瑞地产发起、华夏资本作为计划管理人，中
泰证券担任主承销商，昆仑信托作为信托受托人，于2018年7月31日正式成立，成立规模7.2亿元，期限为
12年（3+3+3+3年）。

景瑞控股荣获“行业引领”和“创新发展”两项表彰认可

11月26日， “上海市工商联房地产商会2019·2020年会——十五周年庆典会暨长三角房地产商会高峰论
坛”圆满举办，本次大会以“凝心聚力15载，稳中求进谱新篇”为主题，由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上海市
民政局指导，上海市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主办，长三角相关房地产商会代表，以及各商会会员单位代表共同
参加。

为表彰2020年度会员企业在行业引
领、创新发展、社会责任、党建工
作等方面的成绩与贡献，以及对商
会工作的支持，主办方特颁发表彰
认可，景瑞控股收获行业引领奖、
创新发展奖两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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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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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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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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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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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5亿元；合同销售面积约为161,187平方米，合同销售
均价约人民币19,325元╱平方米。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十一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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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95亿元，合同销售面积约为1,023,438平方米，合同销售均价约人民
币21,491元╱平方米。

http://www.jingrui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