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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半年业绩亮点

1. 克而瑞2021年TOP200房企权益销售金额排名
2. 按货值计
3. 尚未纳入土储
4. 净负债比率乃按借款总额（包括短期及长期借款）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包括银行存款、受限制现金以及现金及银行结余）再除以权益总额（剔除永续资本证券）计算
5. 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乃将总负债减去预收账款（包括合同负债）除以总资产（剔除永续资本证券）减去预收账款（包括合同负债）计算
6. 现金短债比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剔除受限制现金及银行存款）除以短期借款计算

合约销售

638.5 亿人民币

创上半年新高
完成近50%全年目标

同比+77%

全国排名¹ 23名

土地储备

3,114 万平方米

大湾区占比76%2

一线城市占比54%2

城市更新占比47%2

城市更新转化

113 万平方米

城市更新储备²

城市更新转化速度提升

转化货值近727亿元

湾区政策利好

逾5,370 万平方米
占地面积

213个城市更新项目

大湾区占99%2

收入 核心净利润 现金及银行存款

净负债率4

93.7%
较上年末-2.4百分点

剔除预收款后
的资产负债率5 现金短债比6

派息

三道红线

39.3 亿人民币

同比+29%

全部达标69.9%
较上年末-0.2百分点

1.53 倍

较上年末-0.03倍

中期股息

每股 4 港仙

300.7 亿人民币

同比+35%

487.4 亿人民币

较上年末+3%



2021年上半年运营回顾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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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盈利快速增长  发展态势稳固向前

 70,059 

 88,120 

 106,896 

 36,032 

 63,854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0上半年2021上半年

3,837 

4,642 

6,165 

2,119 

3,806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0上半年 2021上半年

合约销售同比增长77%达            
人民币638.5亿元

(人民币百万元) (千平方米)

年复合增长率: +15%

+77% 年复合增长率: +17%

+80%

19,065 

26,409 

11,386 
13,116 

9,657 

大湾区 长三角 华中 华西 环渤海

大湾区, 51%

长三角, 20%

华中, 7%

华西, 12%

环渤海, 10%

区域

按区域划分合约销售均价

合约销售面积同比增长80%至
380.6万平方米

全国排名

合约销售金额51%来自大湾区

u 克而瑞全国权益销售金额排行:

u 中指全国权益销售面积排行:

u 中指全国权益销售金额排行:

第 23 名，比2020年1上升1位

1. 2020年为全年排名

(人民币元/平方米)

第 20 名，比2020年1上升6位

第 21 名，比2020年1上升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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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销售金额快速增长增幅达34%

确认销售金额

一线, 56%

二线, 39% 三线, 5%

确认销售面积 确认销售均价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元/平方米)(千平方米)

36,081 

43,849 

51,194 

20,639 

27,666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0上半年2021上半年

2,097 

2,548 
2,828 

1,089 

1,441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0上半年2021上半年

+34%

17,206 17,209 

18,103 

18,958 
19,200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0上半年 2021上半年

确认销售金额56%来自于一线城市确认销售金额63%来自于大湾区

城市

大湾区, 63%

长三角, 16%

华中, 11%

华西, 10%

环渤海, 0.3%

区域

年复合增长率: +12%

年复合增长率: +10%

年复合增长率: +2%

+3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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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多维发力 价值转化保持领先  

213 个 5,370万平方米 1090 人

7个项目
占地面积： 280万m2 (占比5%)
可售面积： 470万m2 (占比4%)

惠州

深圳

24个项目
占地面积： 2,410万m2 (占比45%)
可售面积： 4,550万m2 (占比41%)

广州

13个项目
占地面积： 310万m2 (占比6%)
可售面积： 570万m2 (占比5%)

珠海、佛山及江门 珠海

深圳

肇庆

江门

惠州

中山

东莞

广州

佛山

香港

澳门

15个项目
占地面积： 490万m2 (占比9%)

可售面积： 1,560万m2 (占比14%)

中山

城市更新项目1个数 占地面积² 城市更新团队

大湾区城市更新项目分布³

15 个

新增城市更新项目

逾 99%
大湾区储备占比

深圳

129个项目
占地面积： 1,540万m2 (占比28%)
可售面积： 3,209万m2 (占比29%)

深圳

深圳

24个项目
占地面积： 340万m2 (占比6%)
可售面积： 720万m2 (占比6%)

东莞

1. 尚未纳入土储
2. 对应可售面积预计达1.1亿平方米，视乎最终政府批复及拆赔安排
3. 未计入浙江宁波一幅占地面积42万m2，预计可售面积约95万m2之城市更新项目



新增土地项目

总 1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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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补充土地储备  城市更新转化加速

一线城
市, 50%

二、三线
城市, 50%

按权益
代价计

大湾区, 
63%

长三角, 
12%

华中, 
18%

环渤海, 7%

按权益
面积计

成功转化

3 个 
城市更新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地点 改造方向

1 深圳横岭旧村项目 深圳龙华区 住宅

2 广州石溪项目 广州海珠区 住宅及商业

3 湛江佳兆业悦伴湾 湛江赤坎区 住宅及商业

收并购, 
10%

收并购, 
22%

招拍挂, 
66%

招拍挂, 
45%

城市更
新, 24% 城市更

新, 33%

2020上半年 2021上半年

权
益
建
筑
面
积

246万平方米281万平方米

城市更新↑9%城市更新转化
同比占比

更高

u 权益建筑面积: 246万平方米

u 权益比: 79% 按建筑面积计

u 项目货值: 人民币1,031亿

u 权益代价: 人民币252亿

u 项目土地面积: 186万平方米

u 已转化可售面积: 113万平方米 u 可售货值: 人民币727亿 u 100% 位于大湾区

连续三年被评为
中国房地产城市更新优秀

企业TOP1



在建, 60%

持作未来开发, 
35%

已落成未售, 
4%

已落成已销售未结转, 1%

3,114 万平方米

土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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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线优质充裕土地储备支持增长

沈阳

大连

上海

青岛

南京
郑州

成都

重庆

武汉

佛山

中山

长沙

徐州

绍兴

苏州

珠海

三亚

广州
惠州

宁波

深圳

香港

昆明

贵阳

北京

洛阳
合肥

区域
土储建筑面积

(千平方米)
(占比%)

土储货值
(人民币百万元)

(占比%)

大湾区 19,234 (62%) 557,954 (76%)

深圳 3,485 (11%) 199,961 (27%)

广州 3,308 (11%) 145,512 (20%)

香港 116 (<1%) 30,073 (4%)

长三角 2,355 (7%) 65,660 (9%)

华中 4,021 (13%) 44,316 (6%)

华西 3,054 (10%) 43,367 (6%)

环渤海 2,481 (8%) 23,364 (3%)

合计 31,145 (100%) 734,661 (100%)

按工程
进度计

76%4

大湾区2占比

67%1

土储权益比

54%4

一线城市3占比

734,661
百万人民币

土储货值

47%4

城市更新占比

东莞

1. 按建筑面积
2. 含2个海南项目
3. 含香港项目
4. 按货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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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科技支撑运营  精细管理再上台阶

数字科技及精细管理运营成效

平均约 4.81%
同比下降  87 个基点

营销费用率

平均约 2.52%
同比下降  83 个基点

管理费用率

积极拓展数字营销线上平台

佳兆业天猫官方旗舰店
2021年1月，佳兆业天猫好房直播平台创下
单日30.8万观览量，刷新了单日拍劵数
2,220组、对应货值金额约人民币25.6亿元

线上销售交
易额, 20%

线下销售交易额, 
80%

2021年上半年合约销售金额：
人民币638.5亿元

销售额
占比

置业佳APP
自研平台
完成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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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乡村振兴责任  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u 首发《2021佳兆业乡村振兴白皮
书》，以基建提升、兴文助教、产
业协同「三位一体」的乡村振兴模
式推进实现农业产业现代化

u 自2010年起，佳兆业集团连续11年
参与「广东省扶贫济困日活动」，
荣获「广东省乡村振兴突出贡献爱
心企业」及「广东省脱贫攻坚先进
集体」

u 白皮书总结集团多年乡村帮扶工作
及110多个落地项目经验

以扶贫、公益、教育为目标的持续行动

u 捐赠达人民币2.5亿元至不同的慈善
组织包括教育、扶贫及公益领域

u 佳兆业集团主席郭英成荣登2021福
布斯中国慈善榜第19名

u 通过广东省慈善总会捐赠1,000
万元驰援河南防汛救灾，捐赠
将主要用于保障当地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采购救灾物资和灾
后重建工作

u 荣获“第十八届深圳关爱行动”

十大关爱企业奖

u 发行首份独立ESG报告“佳兆业
2020可持续报告”

u 新增18个获绿色建筑认证项目及
298万平方米绿色建筑面积，累计
项目62个、面积858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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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市场认可及嘉许

u 境外评级: 穆迪 B1/ 标普 B/ 惠誉 B, 展望稳定
u 境内评级: 中诚信 AA+/ 联合资信 AA+/ 大公国际 AA+, 展望稳定

奖项及认可 颁发机构

2021中国上市房企百强第19位
亿翰智库

2021中国上市房企投资价值十强
2021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第24位

中指研究院、中国房地产TOP10研究组
2021中国房地产城市更新优秀企业第1位

2021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运营效率10强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
2021中国房地产企业品牌价值TOP100第15位 中国房地产报
2021最佳城市运营商 澎湃新闻
第五届时代金融金桔奖高质量发展上市公司奖 时代周报



2021年下半年发展策略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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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经营利润提升  深入推进精细化管理

ü 加快项目周转
ü 提高合同销售额和收入

1 2

3 4

ü 加速城市更新转化
ü 通过加大城市更新贡献提高

盈利能力
ü 把握利好城市更新政策

城市更新合约销售

成本控制和风险管理 现金流

ü 谨慎选择投资机会
ü 加强成本控制和风险管理
ü 持续优化数字科技及精细

管理

ü 专注于加强流动性
ü 持续去杠杆



一线, 38%二线, 53%

三线, 9%

大湾区, 55%

长三角, 16%

华中, 9%

华西, 7%

环渤海, 13%
住宅
86%

公寓
6%

办公楼及其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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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下半年可售货值充裕  预计全年销售目标可达标

 人民币 1,270 亿 690 万平方米

城市 区域 产品
类别

116 个

2021年上半年完成度, 49% 2021年下半年
有待完成, 51%

2021年销售目标: 
人民币1,300亿

2021下半年预计可售货值 2021年下半年预计可售面积 项目数量

可售货值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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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城市更新转化  加速项目差异化突破

*视乎政府最终批复及拆赔安排

序号 项目 地点 改造方向 可售面积*                                     
(千平方米)

周边项目均价                
(人民币元/平方米)

预计可售货值               
(人民币百万元)

1 深圳上雪项目 深圳龙岗区 工业 180 54,000 9,720
2 深圳建大厂项目 深圳龙岗区 工业 455 45,000 20,475
3 广州海南村项目 广州荔湾区 住宅及商业 917 48,000 44,016

 预计2021年下半年可转化项目 1,552 　 74,211

4 深圳大鹏第二工业区项目 深圳大鹏新区 工业 200 45,000 9,000
5 深圳美奇工业区项目 深圳龙华区 工业 128 35,000 4,480
6 深圳罗屋围项目 深圳龙华区 住宅、商业 68 50,000 3,400
7 广州陈涌项目 广州番禺区 住宅及商业 1,076 43,000 46,268
8 佛山白中项目 佛山南海区 住宅及商业 135 20,000 2,700
9 江门西荷里项目 江门新会区 住宅及商业 80 13,000 1,040
10 深圳龙岗GK项目 深圳龙岗区 住宅 82 42,000 3,444
11 广州新庄项目 广州黄埔区 住宅及商业 665 27,000 17,955
12 昆明沙沟尾项目 昆明高新技术区 住宅及商业 385 15,000 5,775
13 深圳薯田埔留用地项目 深圳光明区 住宅 29 65,000 1,885
14 深圳平湖红朱岭项目 深圳龙岗区 住宅 300 53,000 15,900
15 深圳平湖松元村项目 深圳龙岗区 住宅 60 48,000 2,880
16 深圳坂雪岗04项目 深圳龙岗区 住宅 620 44,000 27,280

预计1-2年可转化项目 3,828 　 142,007

总计 5,380 　 216,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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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新兴事业发展  增加收入渠道

9月份深圳市华朗学校开学

ü 佳兆业首家十二年制学校9月份开学

ü 深圳市华朗学校是一所十二年制学校，总占地面积
5.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6万平方米

ü 学校采用小班化、全寄宿的管理体系，由名校长团
队领航，三套优师精心培养，实施“个性化，导师
制，每生一案”的培养模式

9月份佳兆业国际乐园主题公园开业

ü 佳兆业金沙湾国际乐园是位于深圳大鹏金沙湾的
世界级海滨度假胜地，包括5大主题场馆、5家国
际豪华度假酒店、购物商场及滨海顶豪公寓等。

ü 主题乐园包括水世界、火世界、儿童世界、海洋
世界和冰雪世界。

ü 5大主题场馆共引进了100多项高
规格游乐设施，包括世界唯一
360度地下观光剧场



04. 2021年上半年财务管理及债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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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稳步上升  盈利持续增长

 2,693 
 3,051 

 3,932 

2019上半年 2020上半年 2021上半年

核心净利润同比上升29%达人民币39.3亿元

(人民币百万元)
+29%

营业收入同比上升35%至人民币300.7亿元

(人民币百万元)

+13%

 20,105 
 22,297 

 30,065 

2019上半年 2020上半年 2021上半年

+35%

+11%

净利润率维持于10.2%稳定水平

13.8%
10.6% 10.2%

2019上半年 2020上半年 2021上半年

强劲收入和稳定利润率为主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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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控资金风险  现金储备增长

高速动比率1现金及银行存款: 人民币487.4亿元

1.0x

1.3x
1.1x

2.0x
1.9x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上半年

(人民币百万)

1. 速动比率乃现金、短期银行存款及受限制现金总和除以短期借款

 22,924 

 36,978 

 47,113  48,736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上半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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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健康  规模效益增长

2021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 变动%

收益 30,065 22,297 +34.8%

物业销售确认收益 27,666 20,639 +34.0%

毛利 9,278 7,539 +23.1%

毛利率 30.9% 33.8% -2.9 ppts

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12,296 8,420 +46.0%

净利润 3,079 2,359 +30.5%

本公司持有人应占溢利 3,003 2,769 +8.5%

净利润率 10.2% 10.6% -0.4 ppts

本公司持有人应占溢利率 10.0% 12.4% -2.4 ppts

ü 强劲的收入即核心利润增长
ü 稳健的利润率
ü 规模性的增长

2021年上半年 2020年 变动%

 总资产 319,112 309,899 +3.0%

现金及银行存款 48,736 47,113 +3.4%

其中：受限制现金 5,787 6,249 -7.4%

其中：长期及短期银行存款 4,586 4,786 -4.2%

总权益 81,450 78,719 +3.5%

其中：永续资本证券 1,350 1,350 -

合同负债 51,545 49,706 +3.7%

总借款 123,778 121,471 +1.9%

净借款 75,042 74,358 +0.9%

资产负债率1 74% 75% -1 ppts

损益表及盈利能力（人民币百万元） 资产负债表及信贷指标（人民币百万元）

ü 高现金水平
ü 增加流动性

1. 资产负债率乃总负债除以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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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
1.53X

69.9%

净负债率 现金短债比 剔除预收账款后的资产负债率

<100%
>1X

<70%



1 2 3



信贷指标优化  偿债能力提升



1. 净负债比率乃按借款总额（包括短期及长期借款）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包括银行存款、受限制现金以及现金及银行结余）再除以权益总额（剔除永续资本证券）计算
2. 现金短债比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剔除受限制现金及银行存款）除以短期借款计算
3. 剔除预收账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乃将总负债减去预收账款（包括合同负债）除以总资产（剔除永续资本证券）减去预收账款（包括合同负债）计算

三道红线指标

300.0%

236.2%

144.0%

96.1%
93.7%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上半年

持续降低净负债率1 持续降低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

83.7%
80.9%

75.9%

70.1%
69.9%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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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借贷维持于人民币1,238亿稳定水平

期限
(人民币十亿元) < 1年 1-2年 2-5年 > 5年 总计 资金成本

境内 9.2 19.2 16.1 2.3 46.8 7.3%

银行贷款 2.9 14.2 11.3 2.3 30.7

非银贷款 6.3 5.0 4.8 - 16.1

境外 15.9 9.1 52.0 - 77.0 9.6%
优先票据 14.9 8.4 48.3 - 71.6

银行贷款及其
他 1.0 0.7 3.7 - 5.4

总计 25.1 28.3 68.1 2.3 123.8 8.7%

境内非银贷款, 
13%

境内银行贷款, 
25%

境外银行贷款及
其他, 4%

境外优先
票据, 
58%

境内, 
38%

境外, 
62%

总债务: 
人民币1,238亿

110.5

117.2

121.5 123.8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上半年

债务结构优化  债务年限延长

(人民币十亿元) +2%

债务结构  – 按债务久期划分 

2年以上债务总额占比57%，同比增长10% 债务结构  – 按债务类型划分 

<1年, 27% <1年, 19% <1年, 26% <1年, 20%

1-2年, 22% 1-2年, 32%
1-2年, 27%

1-2年, 23%

2-5年, 49% 2-5年, 45% 2-5年, 44%
2-5年, 55%

>5年, 2% >5年, 4% >5年, 3% >5年, 2%

2019年 2020年 2020年上半年 2021年上半年

期
限

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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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渠道多元  融资成本可控

u 于6月，通过2020年获得的人民币30亿元额度，首次发行人民币3亿元境内长租公寓专项债券

u 发行人民币15亿元ABS & ABN

u 获得未用银行授信额度近人民币1,400亿元

境内融资亮点

2020年获取的额度 
(人民币百万元)

发行规模
(人民币百万元)

年期
(年)

票面利率

公司债券 3,000 300 1+1 7%
ABS 4,643 1,042 1 7-7.5%
ABN           6,000              495          1 7.5%
总计         13,643            1,837 

境外融资亮点

境内公司债券

融资渠道

银行融资

ABS & ABN

股权融资

境外债券

银行贷款

项目结构性融资

供股:

u 5月份，完成“1对7”供股

u 超额认购逾3倍，集资25.9亿港元

u 通过股权融资渠道进一步去杠杆

u 改善资本结构

境外债券及银行贷款:

u 发行23.8亿美元并偿还18.9亿美元债券

u 以HIBOR+210bps的成本获得14亿港元（约1.8亿美元）的银行贷款

u 新借款的加权平均期限平均约3.7年

u 获得12亿美元的配额可用作于的 8.50% 2022年6月到期优先票据的提前再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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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债务管理   优化境外债务结构

亮点
ü 近年来房地产领域最大的交换要约和新发交易

ü 将2024年债券到期壁垒从30.5亿美元降低至22.5亿美元，降低再融资风险

ü 交换要约和新发交易延长债务久期

ü 长端收益率曲线趋平

ü 信用实力受市场认可

5月份完成交换要约和未经修改的荷兰式拍卖要约收购

u 按面值（par-to-par）以5亿美元9.375% 2024年到期债券兑换为新发2025年到
期债券

u 同时通过未经修改的荷兰式拍卖1按面值（at par）要约收购3.04亿美元 9.375% 
2024 年到期债券

u 交换要约认购额达15.8亿美元，超额认购 3 倍，新票据超额认购近6倍

1. 接受投资者提交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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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得市场广泛认可  带动股票债券交易活跃

获纳入多个成份股指数 股票债券交投活跃度提高

Markit iBoxx USD Asia ex-Japan China High Yield 
Index (Markit iBoxx亚洲（除日本）美元高息债券指数)
Morningstar Emerging Market Corporate Bond 
Index (晨星新兴市场企业债券指数)
FTSE Emerging Markets Corporate Index (富时新兴
市场企业指数)
ICE BofA High Yield Index (ICE美国银行高收益指数)
Bloomberg Barclays High Yield Index (彭博巴克莱高
收益指数)

恒生沪深港通大湾区综合指数
恒生综合大中型股指数
恒生综合指数
恒生港股通指数
富时美国受管投资公司新兴市场(含
中国A股)股票指数 (FTSE Emerging 
Markets All Cap China A Inclusion 
US RIC Index)

获纳入成份股之指数包括：

股票： 债券：



附录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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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半年盈利情况

（人民币十亿元） 2021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 变化%

总收入 30.1 22.3 +35.0%

      -物业销售 27.7 20.6 +34.0%

      -租金收入 0.2 0.2 -

      -物业管理服务 1.0 0.6 +66.7%

      -酒店及餐饮业务 0.1 0.07 +42.9%

      -戏院、百货店及文化中心业务 0.1 0.04 150%

      -水路客货运业务 0.2 0.2 -

      -健康 0.3 0.2 +50%

      -其他 0.5 0.4 +25%
销售成本 20.8 14.8 +40.5%

毛利 9.3 7.5 +24.0%

毛利率 30.9% 33.8% -2.9 ppts

净利润 3.1 2.4 +29.2%

净利润率 10.2% 10.6% -0.4 ppts

本公司拥有人应占溢利 3.0 2.8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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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人民币十亿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变化%

总资产 319.1 309.9 +3.0%

总负债 237.7 231.2 +2.8%

净流动资产 110.4 102.5 +8.0%

总权益 81.4 78.7 +3.5%

现金及银行存款 48.7 47.1 +3.4%

现金比率1 1.9x 2.0x -0.1x

剔除预收款项后资产负债率2 69.9% 70.1% -0.2 ppts

净负债率3 93.7% 96.1% -2.4 ppts

利息覆盖率4 1.9x 1.6x +0.2x

净负债/EBITDA 3.1x 4.2x -1.1x

1. 现金比率乃现金、受限制现金及短期银行存款总和除以短期借款
2. 剔除预收账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乃将总负债减去预收账款（包括合同负债）除以总资产（剔除永续资本证券）减去预收账款（包括合同负债）计算
3. 净负债比率乃按借款总额（包括短期及长期借款）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包括银行存款、受限制现金以及现金及银行结余）再除以权益总额（剔除永续资本证

券）计算
4. 利息覆盖率乃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与利息费用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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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半年新增土地

序号 收购时间 地点 应占权益  地盘面积
（平方米） 

 计容建筑面积
(平方米) 

 权益建筑面积
（平方米） 

 权益代价
（人民币百万元） 土地性质  拿地方式 

1 2021年1月 广东汕头 100% 116,204 493,296 493,296 2,271 住宅及商业 收并购

2 2021年1月 广东惠州 100% 40,000 104,000 104,000 262 住宅及商业 招拍挂

3 2021年2月 重庆 100% 57,460 86,190 86,190 750 住宅 招拍挂

4 2021年2月 广东湛江 100% 26,676 110,045 110,045 331 住宅及商业 城市更新

5 2021年2月 广东广州 55% 1,013,800 945,618 520,090 8,415 住宅及商业 城市更新

6 2021年3月 四川成都 100% 50,538 101,076 101,076 1,304 住宅及商业 招拍挂

7 2021年3月 广东深圳 100% 24,781 187,870 187,870 1,668 住宅 城市更新

8 2021年4月 重庆 100% 62,405 93,608 93,608 1,000 住宅 招拍挂

9 2021年4月 重庆 100% 31,493 78,733 78,733 920 住宅 招拍挂

10 2021年4月 辽宁沈阳 63% 130,657 261,315 164,628 1,445 住宅 招拍挂

11 2021年4月 江苏无锡 49% 50,732 91,773 44,969 322 住宅 收并购

12 2021年5月 广东深圳 100% 21,051 67,360 67,360 2,544 住宅 招拍挂

13 2021年6月 安徽合肥 100% 147,147 259,647 259,647 2,301 住宅 招拍挂

14 2021年6月 四川成都 100% 28,912 86,737 86,737 840 住宅 招拍挂

15 2021年6月 广东佛山 40% 54,379 163,139 65,256 842 住宅及商业 招拍挂

累计 1,856,237 3,130,406 2,463,505 2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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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半年转化城市更新项目

深圳横岭旧村项目

位置

• 深圳龙华区民治社区
民荣路与岭南路交汇
处

• 深圳地铁5号线民治地
铁站

改造类型 • 旧村改商住

占地面积
(平方米) • 24,781

可售面积
(平方米) • 85,000

可售货值
(人民币百万元) • 5,950

规划 • 集住宅、公寓、商业
等为一体

广州石溪项目

位置

• 广州市海珠区石溪社
区

• 地铁广佛线的石溪站
和燕岗站、广州地铁2
号线南洲站和东晓南
站、在建的地铁10号
线大干围站

改造类型 • 旧村改商住

占地面积
(平方米) • 1,013,800

可售面积
(平方米) • 930,000

可售货值
(人民币百万元) • 65,100

规划 • 集住宅、商业等为一
体

湛江佳兆业悦伴湾

位置 • 湛江市赤坎区调顺东
二路

改造类型 • 旧村改商住

占地面积
(平方米) • 26,676

可售面积
(平方米) • 110,000

可售货值
(人民币百万元) • 1,650

规划 • 集住宅、公寓、商业
等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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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2021年下半年广深推售热门项目

深圳佳兆业凤鸣水岸

位置
• 深圳市宝安区尖岗山大道与卧龙四路交汇处
• 毗邻深圳地铁9号线卧龙站和尖岗山站

占地面积 (平方米) • 21,051

可售面积 (平方米) • 36,220

可售货值 (人民币百万元) • 3,490

规划 • 规划为山景高品质住宅，附以商业配套

项目意义 • 首进尖岗山高端住宅片区的品质项目

深圳佳兆业航运红树湾

位置
• 深圳福田区红花道与香樟道交汇处
• 毗邻地铁3号线福保站

改造类型 • 旧商业/住宅改造

占地面积 (平方米) • 9,500

可售面积 (平方米) • 40,670

可售货值 (人民币百万元) • 3,662

规划 • 分1期开发，规划为住宅，附以商业配套

项目意义 • 通过收购深圳航运集团，获得优质土储资产

深圳佳兆业燕澜和鸣

位置 • 深圳坪山区石井街道绿荫南路与东纵路交汇
处西北角

占地面积 (平方米) • 37,254

可售面积 (平方米) • 168,380

可售货值 (人民币百万元) • 5,082

规划 • 住宅，附以商业配套

项目意义 • 首次落户深圳坪山片区

广州佳兆业白云城市广场

位置

• 广州白云新城西延区
• 毗邻广州地铁8号线小坪站及在建中白云火车

站大型综合交通枢纽
• 国家5A级景区白云山近在咫尺

改造类型 • 旧村改住宅

占地面积 (平方米) • 179,000 

可售面积 (平方米) • 500,000

可售货值 (人民币百万元) • 30,000

规划
• 分3期开发，规划为集高端住宅、星级酒店、

写字楼、商务公寓，商业综合体于一体的大型
综合性社区

项目意义 • 佳兆业落户广州的首例城中村城市更新项目



35

城市更新项目转化优秀往绩
u 自公司成立以来，成功转化43个城市更新项目，转化面积近1,600万平方米

u 改造项目集中于深圳、广州、上海、香港等一线城市

u 自2017年至今已成功转化26个城市更新项目，建筑面积逾500万平方米

转化时间 项目 城市更新类型 地区
已转化总建筑

面积
 （千平方米）

已转化项目数量 

2017年
深圳云创谷 旧工业区 深圳光明

697 3深圳南太科技中心 旧工业区 深圳宝安
深圳南太创之谷 旧工业区 深圳宝安

2018年
广州佳兆业白云城市广场 旧村 广州白云

595 3深圳佳兆业东门新世界 不良资产 深圳罗湖
珠海水岸华都花园(3期) 旧村 珠海香洲

2019年

上海佳兆业城市广场（4-7期） 旧村 上海嘉定

787 8

深圳佳兆业航运红树湾 旧商业、旧住宅 深圳福田
深圳通达汇轩 旧厂 深圳龙华
深圳佳兆业云峰汇 旧厂 深圳光明
深圳佳兆业樾伴山 旧厂 深圳宝安
深圳壹都汇 不良资产 深圳龙岗
深圳福田东山项目一期 旧住宅 深圳福田
惠州佳兆业璞园 旧村 惠州博罗县

2020年

香港西环项目 旧楼 香港西环

1,927 9

深圳三顺制药厂项目 旧厂 深圳罗湖
深圳佳兆业深未 旧厂 深圳南山
广州佳兆业凤鸣山 旧村 广州南沙
广州霞迳村项目 旧村 广州增城
深圳南门墩项目 旧村 深圳龙岗
惠州仲恺项目 旧村 惠州仲恺
深圳下雪项目 旧村 深圳龙岗
香港弦雅 旧楼 香港九龙

2021年
深圳横岭旧村项目 旧村 深圳龙华区

1,125 3广州石溪项目 旧村 广州海珠区
湛江佳兆业悦伴湾 旧村 湛江赤坎区
2017年至今累计 5,13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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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结构（截至2021年6月30日）

· 创始人兼集团主席
· 逾20年行业经验
· 负责集团整体战略、投资计划和人力资源管理

郭英成家族富德生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公众投资者

39.01%21.92% 39.07%

n 销售住宅物业、
别墅、服务式公
寓、商业和综合
商业类建筑资产

n 在2021年上半年
收益中占比为
92.0%

n 租金收益来自于
管理和运营商业
类资产

n 在2021年上半年
收益中占比为
0.5%

n 提供专业的物业
管理服务

n 在2021年上半年
收益中占比为
3.3%

n 运营五星级酒店、
精品商务连锁酒
店和服务式公寓

n 在2021年上半年
收益中占比0.5%

n 文旅休闲、水路
客运、健康产业
和科技产业的多
维布局为地产主
业的发展形成良
好的协同效应

n 在2021年上半年
收益中占比3.7%

销售物业 租金收益 物业管理 酒店及餐饮业务 其他业务

2021年上半年地产相关主业占收入比例达96.3%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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