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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弘陽集團有限公司
弘陽集團有限公司成立於1996年，是一家
以商業運營、地產開發、物業服務三位一
體的協同發展的多元化、綜合型集團公
司。24年來弘陽集團秉承「在商言人」的核
心價值觀，穩健發展，創新求變。連續八
年蟬聯中國企業500強 、位列中國房地產
百強、中國商業物業價值40強、中國社區
服務商50強。弘陽集團在戰略定位中逐步
向地產金融投資集團發展，以差異化的投
資策略，多元化的投資模式，推進「做透大
江蘇、深耕都市圈、做強中心城」的區域佈
局策略。展望未來，弘陽集團矢志成為行
業領先的城市生活服務品牌。

聯絡我們

截至2020年12月份銷售表現

弘陽地產2020年累計十二個月合約銷售金額達人民幣865.0億元，十二月份
合約銷售金額為人民幣122.50億元

2020年12月份，集團地產合約銷售金額為人民幣122.50億元；銷售面積為733,056平方
米；平均銷售價格為每平方米人民幣16,711元

2020年1–12月，集團地產實現累計合約銷售金額為人民幣865.0億元；累計銷售面積為
5,915,552平方米；平均銷售價格為每平方米人民幣14,622元

月度合約銷售表

月度銷售（2019年1月-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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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向潮 獻禮揚城｜揚州弘陽廣場開業嗨爆全城

12月19日，揚州弘陽廣場盛大開業，正式亮相的揚州弘陽廣場不僅為廣大揚州消費者
帶來更多購物體驗，更為揚州廣陵區商業發展帶來重大積極影響，一座商業綜合體的
綻放，往往能帶來一個全新商圈的崛起，喚醒一方水土，遇見新未來，為揚州商業添
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廣陵區為揚州的城市副中心，智慧廣陵，魅力生態城，一塊頗具前景的商業處女地躍
然眼前。揚州弘陽廣場成為煥然新生的廣陵商業圈內首座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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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託弘陽商業堅實穩健的運營實力、良好的品牌合作口碑，以及廣陵區政府的大力支
持，揚州弘陽廣場尚未開業，便備受矚目，突破城市地域壁壘，項目位於揚州廣陵新
城，總計面積10萬平方米，地上共四層，引入幸福藍海影城、Sking KTV、肯德基、必
勝客等主力店。地下一層設置了3,000個停車位，可滿足消費者的一站式消費需求。項
目自啟動，到今天的正式開業，都備受關注。

揚州弘陽廣場填補了揚州廣陵新城大型綜合商業的空白，承載著廣陵區人民日常購物、
休閑娛樂等需求的同時，亦肩負著賦能廣陵，全面提升區域商業消費層級，改變揚州
商業新格局的使命。

今日上午，揚州弘陽廣場就聚集了滿懷期待的消費者，隨著震撼全城的禮炮齊鳴聲，
一場盛大的開業儀式後，揚州弘陽廣場正式開門迎客。

顆粒歸倉 為榮譽而戰｜弘陽集團再添多項行業大獎

弘陽集團獲得鳳凰網「十佳扶貧攻堅示範企業」和「商業典範獎」；弘陽地產斬獲《華夏
時報》年度地產評選品牌「金瓴獎」 — 「2020年度投資價值地產企業」和「2020年度工匠
精神地產品牌」兩大殊榮；弘陽服務獲得「華東市場地位領先企業」「南京市物業服務滿
意度領先企業」，10個項目獲評「2020中國五星級物業服務小區」。

獎項一：十佳扶貧攻堅示範企業

獲獎理由：

弘陽集團多年來一直不忘初心，將精準扶貧提升到企業發展戰略層面，將產業發展融
入到精準扶貧工作當中。弘陽集團通過捐建學校、助學、支教等舉措，助力貧困地區
素質教育的實施與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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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二：商業典範獎

獲獎理由：

弘陽商業通過區域聚焦、打造標桿、組織裂變，堅定不移地拓展城市版圖。截至目前，
弘陽商業已在全國二十餘座大中城市開發運營近40個商業項目。

下半年，燕郊弘陽廣場、衡陽弘陽廣場相繼開業，在京津冀和西南區域形成更為強大
的品牌影響力，另有揚州弘陽廣場將在12月19日盛大啟幕。弘陽商業旗下已開業陣容
進一步擴大，把新潮的玩法帶到更多城市。

獎項三：2020年度投資價值地產企業

獲獎理由：

2020年1–10月，弘陽地產實現累計合約銷售金額為645億元，同比增長30.3%，完成全
年銷售目標的86%，逆勢增長跑贏市場。今年以來，弘陽地產業績穩步增長，多次獲
得大行予以「買入」評級。

今年前11個月，弘陽地產銷售業績名列江蘇省典型房企11強（數據來源：地產億翰智
庫《2020年1–11月江蘇省典型房企銷售業績TOP30》），這意味著弘陽地產的品牌理念、
產品品質和服務能力等歷經市場檢驗並深獲客戶認可。

獎項四：2020年度工匠精神地產品牌

獲獎理由：

2020年，弘陽地產形成了時光系、昕悅系、宸暉系、弘著系等四大主力產品線，用科
技為住宅產品賦能，以精工打造理想居所。2019年–2020年上半年，弘陽地產的產品獲
得了30項業內大獎，得到了市場業績和專業讚譽的雙贏。

獎項五：華東市場地位領先企業

獲獎理由：

以誠待客，卓越服務，弘陽服務憑借雙輪驅動的差異化戰略，智慧社區的創新打造，
連續四年榮登中國物業服務百強榜單，面向住宅和商業等多業態領域提供服務，不斷
提升服務品質，豐富服務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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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陽榮獲2020中國房地產年度領軍企業

2020年，新冠疫情「黑天鵝」發生，房地產業遭受到了比以往更加嚴峻的考驗。在一個
變化不斷的時代里，行業從業者需要靜下心來，認真思考未來的風險與機遇。

12月8日，一場圍繞行業新發展的「2020中國房地產總評榜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由
中國房地產報、中國房地產網、中房報新媒體、中房智庫主辦。弘陽集團憑藉「商業+
地產雙輪驅動」產生的差異化核心競爭力，榮膺「2020中國房地產年度領軍企業」。同
時，弘陽地產位列「2020中國房地產企業市場競爭力榜TOP50」第47名。

進入2020年以來，弘陽集團升級戰略為「做透大江蘇，深耕都市圈，做強中心城」。在
「雙輪雙翼」戰略的全脈貫通下，弘陽各大產業相互賦能協同發展，打造更加完整的產
業鏈。

在深耕長三角的優良基礎上，弘陽地產業績保持穩健增長。2020年1–10月，弘陽地產
實現累計合約銷售金額為645億元，同比增長30.3%，完成全年銷售目標的86%；累計
銷售面積為452.2萬平方米，同比增長21.23%；2020年，弘陽商業也已累計持有逾500
萬方商業管理面積，年銷售額超百億元，年客流人次超2億；2020年，弘陽服務克服了
疫情影響成功登陸港交所。上半年，弘陽服務收入3.2億元，較2019年同期增長60.4%，
收入增長強勁。

未來，弘陽集團將繼續全面提升項目的產品競爭力，不斷增強集團的市場規模及佔有
率，持續踐行企業社會職責，投身公益事業，順應市場環境，進一步提升弘陽集團的
綜合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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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CIOC中國地產數字力榜單首次亮相！弘陽集團躋身TOP20

2020年疫情影響下，房企數字化進程明顯加快，地產數字化格局初顯。12月9日，第三
屆CIOC地產智能科技峰會成功舉辦。本屆CIOC峰會以B • I • G為主題，注重數字化參
與者的突破、互聯、成長，幫助地產企業與科技企業在創新、碰撞與成長中大有所見、
大有所思、大有所為。

當天，易居克而瑞與全國房地產 CIO聯盟聯合發佈了首屆2020 CIOC中國地產數字力
測評成果。弘陽集團躋身「2020年度中國地產數字力TOP20」。弘陽服務躋身「2020年度
中國地產數字力物企TOP20」；弘陽智慧小鎮一體化平台獲得「2020年度中國地產數字
力應用創新獎」。

一直以來，弘陽集團將數字化能力融入「商業、地產雙輪驅動，物業、資本兩翼並舉」
的「雙輪雙翼」發展戰略中，借助「智慧」、「服務」以及「運營」等突破點，賦能企業數字
化轉型。在本次峰會上，弘陽集團、弘陽服務獲得了多項認可。



基本信息 2. 弘陽集團新聞

弘陽集團2019全年業績摘要

營業額 人民幣162.6億元
毛利 人民幣44.8億元
淨利潤 人民幣14.2億元

弘陽集團有限公司

企業融資及投資者關係
電郵 :
touziz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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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林林女士
財務經營管理部證券事務專員
021–60556333–87087
genglinlin@rsun.com

關於弘陽集團有限公司
弘陽集團有限公司成立於1996年，是一家
以商業運營、地產開發、物業服務三位一
體的協同發展的多元化、綜合型集團公
司。24年來弘陽集團秉承「在商言人」的核
心價值觀，穩健發展，創新求變。連續六
年蟬聯中國企業500強 、位列中國房地產
百強、中國商業物業價值40強、中國社區
服務商50強。弘陽集團在戰略定位中逐步
向地產金融投資集團發展，以差異化的投
資策略，多元化的投資模式，推進「做透大
江蘇、深耕都市圈、做強中心城」的區域佈
局策略。展望未來，弘陽集團矢志成為行
業領先的城市生活服務品牌。

聯絡我們

摘得中國地產兩項年度大獎

2020年12月12日，由樂居財經主辦的「行穩致遠 — 2020（第四屆）中國地產新時代盛典」
在上海舉辦。弘陽集團憑藉出色的海報創作表現力，及弘陽地產成熟的營銷策劃能力，
分別摘得：「2020中國地產年度最佳官宣海報」、「2020中國十大地產年度營銷案例」。

獎項一

弘陽集團 — 「2020中國地產年度最佳官宣海報」

「2020中國地產年度最佳官宣海報」從房企2020年曆次官宣海報的主題契合度、配色美
觀度、字體美觀度、構圖美觀度等多個維度考量，結合網絡票選結果綜合評選得出。

今年以來，弘陽集團節日海報、獲獎海報均獲得業界好評。

獎項二

弘陽地產 — 「2020中國十大地產年度營銷案例」

當前地產大多數都在追求快週轉模式。當遇見逆市，降價，分銷上，渠道立馬成為營
銷推廣的主旋律，好像產品主義已經不合時宜。

但也有例外，沉下心來，從城市需求，客群需求出發。扎扎實實做產品，將企業品牌
理想貫穿始終。以超前IP營造方式，讓城市，建築，人形成最穩固的閉環，向眼球經濟
時代證明堅持打造好產品，才是最有效的營銷之道。

2020年12月12日，在「2020（第四屆）中國地產新時代盛典」現場，弘陽地產「天境上辰
雙生蘇州整合推廣營銷案例」榮獲「2020中國十大地產年度營銷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