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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cwzbzw|主要财务指标中文＄ 会计年度 2016A 2017A 2018A 2019H1 

营业收入(百万元) 20,871 23,794 26,433 21,788 

同比增长(%) -5.6 14.0 11.1 114.4 

核心净利润(百万元) 1,540 2,260 2,728 1,830 

同比增长(%) 52.1 46.8 20.7 63.4 

毛利率(%) 20.8 25.7 31.8 30.0 

核心净利润率(%) 7.4 9.5 10.3 8.4 

净资产收益率(%) 5.0 7.0 8.1 3.6 

每股收益(分) 12.4 18.2 22.0 13.9 

每股股息(港仙) 6.5 9.2 9.3 5.3 

数据来源：公司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投资要点   

＃summary＃  我们的观点：公司引进广州地铁成为战略股东（持股比例为 19.9%），未来将

通过“轨交+物业”的模式给公司带来优质项目，首个轨交项目品秀星图上半

年即开始贡献合约销售，新收购的广州两项目预计下半年也将注入完成。公

司近两月抓住市场机会积极补充了土地储备，获地渠道多元，融资渠道通畅，

融资成本行业领先（仅 4.76%）。公司保持丰厚派息，派息率达到核心净利润

40%，当前股价对应 2018 年 PE 为 6.6 倍，股息收益率为 5.4%，推荐投资者

关注。 

 

 中期业绩符合预期：2019H1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8 亿元，同比增长 114%；

毛利润为 65 亿元，同比增长 150%；核心净利润为 18 亿元，同比增长 63%。

毛利率为 30.0%，同比增长 4.2 个百分点；核心净利率为 8.4%，同比下降 2.6

个百分点。公司派发每股中期股息 5.3 港仙，同比增长 26%，中期派息总额

为 7.3 亿元，占核心净利润比例为 40%。中期业绩整体符合预期。 

 

 轨交物业开始发力：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合约销售金额和面积 369 亿元和

164 万平米，同比增长 31.9%和 19.3%。上半年已完成全年销售目标的 54%。

销售均价为 22500 元/平米，同比增长 10.8%。按照区域划分，大湾区、华东、

华中和北方地区的合约销售分别占比 63%、25%、8%、4%。大湾区的 232 亿

元销售中，首个轨交物业项目品秀星图销售贡献占比达 9%。 

 

 积极补充土储，库存充足：2019 上半年公司共新增了 14 个项目，合计建筑

面积为 374 万平米，权益面积为 275 万平米，权益比例为 73.5%。6 月以来公

司加大了土地投资力度补充了较多库存，7 月新增了 5 个项目，合计建筑面积

为 137 万平米，权益面积为 80 万平米。预计年初签订收购协议的萝岗和陈头

岗项目将于年末完成收购，两个项目合计 GFA 为 179 万平米，萝岗项目预计

可较快达到可售状态。截至 2019 年 6 月底，公司的总土地储备面积为 2152

万平米，较 2018 年末增长 10.9%。按照区域分布，大湾区、华东、华中、北

方和其他区域分别占比 49%、18%、18%、13%和 2%。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增长放缓、行业调控政策加严、流动性收紧、商品房销售不

及预期、人民币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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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正文 

 

 中期业绩符合预期：2019H1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8 亿元，同比增长 114%；

毛利润为 65 亿元，同比增长 150%；核心净利润为 18 亿元，同比增长 63%。

毛利率为 30.0%，同比增长 4.2 个百分点；核心净利率为 8.4%，同比下降 2.6

个百分点。公司派发每股中期股息 5.3 港仙，同比增长 26%，中期派息总额

为 7.3 亿元，占核心净利润比例为 40%。中期业绩整体符合预期。 

 

图 1、公司的核心净利润 图 2、公司的每股派息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轨交物业开始发力：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合约销售金额和面积 369 亿元和

164 万平米，同比增长 31.9%和 19.3%。上半年已完成全年销售目标的 54%。

销售均价为 22500 元/平米，同比增长 10.8%。按照区域划分，大湾区、华东、

华中和北方地区的合约销售分别占比 63%、25%、8%、4%。大湾区的 232

亿元销售中，首个轨交物业项目品秀星图销售贡献占比达 9%。 

 

图 3、公司历年的合约销售金额 图 4、合约销售按区域分布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积极补充土储，库存充足：2019 上半年公司共新增了 14 个项目，合计建筑

面积为 374 万平米，权益面积为 275 万平米，权益比例为 73.5%。6 月以来公

司加大了土地投资力度补充了较多库存，7 月新增了 5 个项目，合计建筑面

积为 137 万平米，权益面积为 80 万平米。预计年初签订收购协议的萝岗和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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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岗项目将于年末完成收购，两个项目合计 GFA 为 179 万平米，萝岗项目预

计可较快达到可售状态。截至 2019 年 6 月底，公司的总土地储备面积为 2152

万平米，较 2018 年末增长 10.9%。按照区域分布，大湾区、华东、华中、北

方和其他区域分别占比 49%、18%、18%、13%和 2%。 

 

图 5、公司的历年土地储备 图 6、公司的权益土地储备分布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保持资金成本优势：2019H1 公司的净负债率为 64%，较 2018 年提升了 2.4

个百分点。平均融资成本为 4.76%，较 2018 年降低 6bps，保持行业较低水平。 

图 7、公司的净负债率 图 8、公司的平均融资成本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持有现金充裕：截至 2019H1，公司的持有现金为 316 亿元，总债务为 650

亿元，其中人民币债务和外币债务分别占比 71%、29%，外币债务占比较 2018

年末下降 7 个百分点。一年内到期的短期债务占比较小，持有现金保持较充

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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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公司债务种类划分 图 10、公司的债务到期划分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我们的观点：公司引进广州地铁成为战略股东（持股比例为 19.9%），未来将

通过“轨交+物业”的模式给公司带来优质项目，首个轨交项目品秀星图上半

年即开始贡献合约销售，新收购的广州两项目预计下半年也将注入完成。公

司近两月抓住市场机会积极补充了土地储备，获地渠道多元，融资渠道通畅，

融资成本行业领先（仅 4.76%）。公司保持丰厚派息，派息率达到核心净利润

40%，当前股价对应 2018 年 PE 为 6.6 倍，股息收益率为 5.4%，推荐投资者

关注。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增长放缓、行业调控政策加严、流动性收紧、商品房销

售不及预期、人民币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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