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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年 2017 年合同销售目标增长 25%至人民币 150 亿元 
 

***** 

2016 年收入大幅增长 33.8%   EBITDA 按年增提升 30.3% 

 

财务稳健发展  债务持续优化 

 

加速向产业金融集团迈进 

财务及营运摘要： 

 完成合同销售目标，业绩符合预期 

 2016 年合同销售总额为人民币 122.1 亿元，同比增长 8.3%； 

 集团总收入按年大幅增加 33.8%至人民币 109.2 亿元； 

 毛利率为 32.3%，维持于行业平均相对较高的水平；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达人民币 51.4 亿元，按年提升 30.3%； 

 建议派发末期股息为每股 5 港仙，连续 8 年现金派息。 

 

 2017 年合同销售目标为人民币 150 亿元，较 2016 年的实际合同销售增加 25%，

反映集团对 2017 年前景乐观。 

 

 财务稳健发展，现金流充裕 

 成功把握境外资本市场窗口期，于境内外发行 16 亿人民币及 5 亿美元优先票

据，合理利用融资杠杆为集团业务发展募集资金。于 2017 年 1 月提前赎回 3 亿

美元的 2019 年到期债券，持续优化自身的债务机构和利息水平。 

 净负债比率于 2016 年底为 83%（2015 年底：75.6%），主要源自年内偿还了

一笔 7.1 亿元的永久资本工具和下半年收购多个位于北京、上海、武汉及成都

的具潜力开发项目之土地支出，两者对未来财务和盈利均有正面影响。 

 现金流充裕，年末银行结余及现金超过人民币 111.3 亿元。 

 

 社区+布局、资本化疾进，产业金融集团格局初现 

 彩生活合约管理服务建筑面积增加至 3.95 亿平方米，管理服务项目达到 2,339

个，蝉联全球最大的住宅社区服务企业。年内与上海银湾达成战略合作，开启

小股操盘新模式。年内彩生活平台服务面积达到 7.7 亿平方米。增值业务收入

人民币 1.57 亿元，同比增长 48.1%，毛利率达 91.9%，对分布溢利的贡献度达

到 30.2%。 

 美易家在管项目遍布全国 38 个城市，管理面积达 1,880 万平方米。年内成功协

助花样年集团接管万达物业，并成为万象美物业顾问管理方；于 2016 年 12 月

收购航天物业股权成为最大股东。 

 其他业务板块包括：金融集团、商业管理、大文旅集团、福泰年及教育集团均

取得突破，业务发展理想，符合管理层预期。 

 花样年新加坡公司成功收购 SunProp 物业管理公司 70%股权，已跃升为新加坡

前三大物业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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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17 日，香港）中国最大的综合社区服务运营平台花样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花样

年」或本「公司」，连同附属公司，总称本「集团」，港交所股份代号：1777）今天宣布其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综合业绩。 

 

回顾年内，花样年实现营业收入约为人民币 109.2 亿元，较去年增长 33.8%。毛利率为 32.3%，

维持于行业平均相对较高的水平。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达人民币 51.4 亿元，按年提升

30.3%，过往四年年复合增长率达 23.2%。剔除汇兑损益后的净利润达人民币 17.3 亿元，同比增

长 5.7%（资本化后汇兑损失是非现金账面损失和会计记账方式，并非实际现金流的损失）。每股基

本盈利为人民币 14 分。 

 

本公司董事会建议派发 2016 年度之期末股息，每股 5 港仙。集团一直维持财务稳健发展。截止

2016 年底，集团的银行结余及现金约为人民币 111.3 亿元，与 2015 年底时比增加 69.1 亿元。 

 

超额完成目标，房地产业务稳健增长 

 

2016 年花样年累计实现房地产业务合同销售面积 132.5 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人民币 122.1 亿

元，销售金额同比增长 8.3%，顺利完成年度销售目标。 

 

合同销售贡献主要来自于武汉、成都、桂林、惠州、苏州等 13 个城市，以及来自于武汉花样城、

苏州太湖、天津美年、成都龙年国际、桂林麓湖国际、惠州康城四季等 37 个项目。在土地拓展方

面，集团依旧遵循审慎投资的策略以及于北京、深圳、武汉、成都等市场潜力大、资金回报丰厚的

一、二线城市新增土地的发展方向。于 2016 年底，集团规划土地储备建筑面积约 1,498 万平方米，

其中已签署框架协定的物业规划建筑面积为 798 万平方米。其中，深圳共有 5 块已签订框架协议

的旧改项目，葵涌项目预计今年下半年可推出 25 万平，后续预计每年均可保持 50-60 万平的供应

量，为公司未来 3-5 年的合约销售增长打下坚定基础。 

 

集团于 2017 年合同销售目标订为人民币 150 亿元，较 2016 年的合同销售目标增加 25%，反映集

团对 2017 年前景乐观。 

 

持续巩固社区服务行业规模第一优势，彩生活生态圈构建初具雏形 

 

集团旗下的彩生活（港交所股份代号：1778）继续通过接收全权委托以及收购方式扩张管理面积

并保持快速增长。截止 2016 年底，彩生活总共签约管理面积 3.95 亿平方米，签约管理项目 2,339

个，共计覆盖城市数量 209 个，形成了华东、华南、西北、西南、东北、华北、华中以及新加坡和

香港的区域布局。 

 

截止 2016 年底，彩之云的注册用户数增至 303 万，当中活跃用户数为 174 万，分别较 2015 年底

增加 51.1%及 102.4%，活跃度保持在 57.4%的高位。增值业务收入人民币 1.57 亿元，同比增长

48.1%，增值服务毛利处于 91.9%的高位，对分布溢利的贡献度达到 30.2%，成为第二大收入和利

润贡献来源，标志着彩生活转型升级的成果已经日趋明显。彩生活的核心产品「双彩」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彩富人生增值计划」全年新增累计投资金额人民币 18.2 亿元；同时，彩生活住宅与 27

个开发商订立合约，全年累计完成销售 4,513 套，并返还“彩饭票”给购房者。“彩饭票”作为彩生活

商业生态圈的链接纽带，也将带动生态圈的进一步完善。 

 

2016 年 11 月，彩生活与上海银湾生活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湾网络」）宣布达成战略

合作，银湾网络及其银钥匙联盟所管理的 3.7 亿平方米建筑面积中居住的住户，将逐步开始使用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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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平台与服务。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彩生活的平台服务面积达到 7.7 亿平方米，平台服

务面积的不断增加将进一步带动增值业务的成长，进而促进集团整体的转型升级。 

 

入围创新层，美易家业务扩展猛进 

 

截至 2016 年底，集团旗下的深圳市美易家商务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美易家」，股票代号：

834669.OC）在管项目遍布全国 38 个城市，已成立 16 家分公司，服务管理面积达 1,880 万平方

米，行成了覆盖全国核心区域的战略布局。2016 年 6 月，美易家更是凭借其在高品质物业服务基

础之上的企业盈利能力、商业模式创新能力和扎实的财务表现，成功晋级新三板创新层。 

 

美易家通过金融摃杆手段，进行资本运作，收购中小型物业企业，其中于 2016 年 8 月正式协助花

样年集团接管万达物业，并成为万象美物业顾问管理方，于 2016 年 12 月收购航天物业股权成为

最大股东。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完善项目布局，实现管理规模和效益快速增长。 

 

产业金融集团格局初现，轻资产输出蓄势待发 

 

社区金融方面，年内旗下互联网金融平台「钱生花」全面覆盖电脑 PC 端和手机应用端等主流线上

渠道，完成注册用户 120 万人，全年完成投资金额人民币 29.14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7,328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601 万元。中安信保险经纪目前已经与国内各大主流保险公司达成战略

合作。合盈融资租赁成功打造社区租赁特色商业模式。 

 

花样年商业管理通过更为积极地拓展商业轻资产项目，已累计管理输出项目数量达三十余个，地理

位置涵盖西藏、江西、吉林、江苏、四川、浙江、广东、湖南、贵州等省份。其中，南京花生唐和

桂林花生唐开业率分别超过 90%和 80%，均已成为当地的知名商业标杆。成都花样世界奥特莱斯

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成功开业。随着轻资产管理输出业务的发展，花样年商业管理将在未来为遍

布全国的业主方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赢取更丰厚的回报。 

 

2016年，「酒店」+「旅游」成为花样年文化旅游公司的核心，有园微信平台的搭建，为酒店大资

料后台建立了基础，通过微信平台提升有园品牌宣传，文化推广，促进酒店与客人间的互动；个园

酒店银发市场已有稳定成熟的客源基础，养生团队市场也在今年得到升华；泾川花样年美年文化城

于2016年8月隆重开盘，甘肃最大的文化旅游综合体，发挥自身文化旅游产业品牌经营优势的同时，

将依托佛教文化，西王母文化、生态文化、养生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推进泾川文化与旅游的深度

融合。同年8月，文旅启动收购深圳天泰旅行社，为后期打通社区平台，提供全方位大住宿业务奠

定基础 

 

社区养老方面，福泰年继续深化研究老年消费行为和核心养老产品与服务，建立了福泰年会员体系，

会员人数不断增加。福泰年以健康管理为增值服务，链接各方优质医疗康复资源，利用智慧养老设

施设备，构建智慧养老大数据平台。在产品线和服务方面，福泰年开展了老人团体旅游、居家上门

服务、健康管理、康复理疗、老年大学等业务。2017福泰年将继续深耕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

养老，三位一体养老模式进一步落地，逐步完善机构、社区、居家养老三条产品线，构建福泰年一

站式养老服务模式。 

 

2016年5月，社区教育业务正式起步，首家社区儿童成长体验中心投入运营。2016年10月，社区教

育业务正式启动管理输出项目，首两个项目于深圳市宝安区落地并获得成功。职业教育业务与社区

教育业务相辅相成，职业教育业务已覆盖近40个社区，其开发的37个服务课程、培训体系、服务输

出体系受到社区居民广泛认可。国民教育方面，花样年集团2016年实现与成都外国语实验学校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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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合作打造西南地区最大的教育艺术综合体，共同筹建成都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美年校区）。首

个教育产业下属的幼儿园项目亦将于未来在惠州落地。 

 

加快海外资产布局 

 

2016年，花样年新加坡公司成功收购SunProp物业管理公司70%股权，已跃升为新加坡前三大物

业管理公司，所管理公寓项目接近150个。新成立的美国公司，成功完成养老产业相关投资，与社

区养老已有的运营实践实现有效协同，2017年，集团将筹建英国公司。花样年正在用全球视野整

合集团八大业务板块。 

 

总结 

 

花样年主席潘军指出：「2016年，公司围绕社区综合运营服务主题，完成成熟业务板块的深化转型

与新兴业务板块的探索孵化。展望2017年，将是集团发展与扩张阶段的关键一年，集团将继续立

足于社区，调整业务结构，在继续优化发展彩生活、解放区住宅社区服务运营平台的同时，紧抓推

动商务社区、商业社区、养老社区快速发展，同时以科技与美的产业思维，积极布局具有新增长点

的科技类业务。积极推动公司业务板块的产业协同和产融结合，打造基于社区+的产业丛林体系，

实现业务体系的轻重结合，为公司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股东创造更理想的回报。」 

 

- 完 - 

 

 

关于花样年 

花样年集团起步于 1998 年，2009 年 11 月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目前已全面完成基于未来移

动互联网、客户大资料时代的业务战略布局，成为中国领先的以金融为驱动、社区服务为平台、

开发为工具的产业金融集团，业务涉及社区金融服务、彩生活住宅社区服务、房地产开发、国际

商务物业及度假物业运营、社区文化旅游、社区商业管理、社区养老、社区教育产业等八大增值

服务领域，覆盖中国内地 209 个城市，拥有花样年控股（01777.HK）、彩生活（01778.HK）和

美易家（834669.OC）三家公众公司，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住宅社区服务运营商。 

 

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花样年国际化战略扩张不断推进，目前已经在香港、台北、新加坡、东京

设立分公司，在新加坡、美国、台湾投资了项目。 

 

花样年的企业愿景是致力于成为有趣、有味、有料的生活空间及体验的引领者，为有价值追求的客

户提供品位独特、内涵丰富的生活空间及体验。 

 

如欲查询更多资料，请浏览花样年网站：www.cnfantasia.com   

 

如有垂询，请联络： 

iPR 奥美公关 

谭宝莹 / 李安健 / 周湉 / 俞果 

电话：(852) 2136 6182 / 3170 6753 / 3920 7649 / 3920 7637 

传真：(852) 3170 6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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