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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信息

股份代号 1862.HK

收市价 2.33港元

52周股价范围 2.00–2.70港元

市值 35.89亿港元

已发行股份 15.39亿股

上市日期 2013年10月31日

注：数据来自港交所官网，截至2021年9月30日

业绩摘要

2021年上半年

收入 人民币51.00亿元

毛利 人民币12.27亿元

净利 人民币3.66亿元

总资产
(截至2021年6月30日)

人民币667.52亿元

2021年上半年

合约销售额 人民币187.35亿元

合约销售单价 19,327元/平方米

联络我们

景瑞控股

投资者关系经理 何思滢 小姐

电话：+852 2327 6858

电邮：hesiying@jingruis.com

皓天财经集团有限公司

公关主任 孙芷珊小姐

电话：+852 3641 1313 

电邮：jingruis@wsfg.hk   

微信扫一扫
关注景瑞公众号

景瑞控股9月亮点概要

2021年9月未经审计之营运数据：

签约销售额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幅）

合同销售面积
(平方米）

合同销售均价
(元/平方米）

9月单月 18.05 98,770 18,275

1-9月
累计

243.28 
(+56%)

1,282,835 18,964

景瑞成功发行2024年到期的

165,000,000美元12.0%绿色优先票据

同时，标普给予景瑞的绿色融资框架“完全符合”意见，

表示“景瑞控股的流程完善，会将所筹资金分配给具有明

显环境效益且满足公司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项目”。香港质

量管理局（HKQAA）亦发布绿债证书，认证公司符合绿

色金融认证计划要求。

9月28日，景瑞控股成功发行1.65亿美元12.0厘绿色优先票

据，票据的上市及买卖许可已于2021年9月28日生效，并

将于2024年1月28日到期。

标普授予该债券长期债项评级 “B-”。 表示公司截至6

月末的现金余额约为142亿元，足以覆盖85亿元的短期债

务，包括两笔合计3.85亿美元分别于2021年10月和2022

年3月到期的美元债券。评级展望稳定，反映未来12至24

个月内公司将保持审慎的财务管理和温和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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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瑞控股获联席主席闫浩增持46.8万股

9月21日，景瑞控股获执行董事兼联席主席闫浩以每股均价2.1362港元增持46.8万股，涉资

约99.97万港元。增持后，闫浩最新持股数目为649,476,613股，持股比例由42.18%上升至

42.21%。

以“城市更新”之名景瑞首个综合体项目“云汇天地”焕然开幕

9月30日，上海浦东综合体新地标——云汇天地，在沉寂多年后惊艳开幕。

耿俊峰先生致辞表示：“云汇天地的新生再造，

是各方股东、政府、合作方、团队通力携手，强

强联合的杰作，也是景瑞以“城市更新“之名，

给浦东未来商业地产新地标的献礼。”

改造后的云汇天地总建筑面积约11万方，辐射周边135

个社区、29个写字楼，服务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全年

160余场展会的参会人士，面向多元客户群体，日均12

万人次的流动客流，从原始的酒店及配套的单一功能，

转变为融合了写字楼、商业、酒店的多元业态，内部

交互，多元互通。

云汇天地以“叠石、环绿、流水、行云、穹顶”五大

美学，倾力呈现视觉与空间的超凡邂逅，带来灵动的

轻质空间体验。

开幕现场，来自景瑞不动产、浦赢建和、上海建工、

爱建信托、陆家嘴管理局等多位领导，与全城知名

媒体悉数到场。在全场嘉宾热烈的掌声中，景瑞控

股合伙人、助理总裁兼景瑞不动产总裁耿俊峰先生

致开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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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2021物业服

务企业综合实力研究成

果发布会在成都召开。

景瑞物业荣获 “2021中

国物业服务企业综合实

力 500 强 TOP67” 及

“2021中国住宅物业服

务领先企业”。

景瑞物业荣获“2021中国物业服务企业综合实力500强”、
“2021中国住宅物业服务领先企业”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景瑞物业的经营规模逐步扩大，立足上海，深耕长三角，布局

全中国，先后在天津、重庆、浙江、江苏、湖南、合肥等地区设立分公司，成功入驻国

内50个城市，承接了包括商业广场、园区、政府行政办公楼、花园别墅、高档公寓等多

种类型的物业服务业务，合同管理面积已逾4000万方。

2021年9月15日，由中国企业评价协会、清华大学房

地产研究所、北京中指信息技术研究院主办，北京中

指信息技术研究院中国房地产TOP10研究组承办的

“2021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研究成果发布会暨第十八

届中国房地产品牌发展高峰论坛”在北京隆重召开。

大会发布了2021中国房地产及服务优秀品牌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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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长三角城

市群房地产公司品牌价值TOP10”的殊荣。

景瑞地产荣膺“2021长三角城市群房地产公司品牌价值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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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瑞地产入选“2021年度地产风尚企业表现”榜单

景瑞深耕地产主业，聚焦地产开发、不动产、物

业服务三大业务赛道。景瑞地产，始终秉持“客

户第一”的价值观，精研市场动向，洞见客户真

实居住需求，努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实现“为爱

定义生活”的理念。

9月16日，海南举办的“2021博鳌房地产论坛”现

场，隆重发布“2021年度地产风尚企业表现”。

地产风尚企业表现旨在为具有行业表率的企业和

地产人，提供专业、强大和极具影响力的行业平

台，见证行业发展，树立企业力量。景瑞地产入

选“地产风尚企业表现”年度影响力榜单。过去

一年，该公司的表现引领行业年度影响力企业标

杆 ， 并 因 此 荣 登 2021 年 度 地 产 风 尚 企 业 表 现

“2021年度投资价值地产企业(3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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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4 日， 由香 港 投资 者 关系 协 会主 办 的

“2021年第七届香港投资者关系大奖”获奖

名单公布 。景瑞控股的投资者关系工作再受

嘉许，荣获“卓越证书”。

景瑞控股于第七届投资者关系大奖荣获“卓越证书”

香港投资者关系大奖旨在鼓励、认可及表扬一

众个人及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于资者

关系行业的卓越表现。

此次得奖，彰显了香港业内对景瑞在投资者关

系工作的高度重视及持续进步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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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钺资管获多项榜单及奖项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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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2021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研究成果

发布会暨第十八届中国房地产品牌发展高峰论坛”

在北京隆重召开。大会发布了2021房地产基金优

秀品牌企业名单，优钺资管荣获“2021中国房地

产基金优秀品牌企业”荣誉。

9月16日，“影响力指数•2021年度地产风尚企业表现发布仪式”盛大举行，优钺资

管入选“地产风尚企业表现”年度影响力榜单。过去一年，该公司的表现引领行业

年度影响力企业标杆，并因此荣登2021年度地产风尚企业表现“2021年度影响力地

产股权投资机构TOP10”。

9月15日，由财视中国主办的“第五届地产股权投资与资产管理年会”在上海圆满落幕。

介甫奖对入围企业的规模性、盈利性、成长性及产品创新性等几个方面进行考量,以表

彰在地产股权基金领域具有卓越成就的机构与个人。优钺资管凭借在房地产投资领域的

基金管理综合实力，以及卓越的成果表现，荣膺“优秀私募房地产基金TOP3”。

优钺资管接连获奖，显示了资本市场对公司长期发展的信心。优钺资管作为房地产

基金优秀品牌企业，将持续提升规模，实现长期的基金投资成长。

• 荣获“2021中国房地产基金优秀品牌企业”

• 荣获2021年度影响力地产股权投资机构TOP10

• 荣膺地产股权投资·介甫奖优秀私募房地产基金To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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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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6月30日，景瑞

共计在中国四大直辖市，23个城市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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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景瑞控股荣登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第51位，

名列“融资能力”Top10及“运营效率”Top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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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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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0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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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ingrui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