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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公關顧問 — iPR奧美公關
劉麗恩女士 — 董事總經理
直線：(852) 2136 6952
電郵：callis.lau@iprogilvy.com

恒盛地產（「集團」）是中國經濟高增長地區領先的房地產發展
商，專注於在長三角、環渤海和東北地區主要經濟城市之黃金地
段發展大型優質房地產項目。目前，集團在上海、北京、天津、
哈爾濱、無錫、蘇州、合肥、瀋陽、南京、南通及長春等11個城
市，共有30個發展至不同階段的項目。

股份資料（截至11月30日）

每股價格：2.74港元 市值： 218.97億港元 流通股份數目：7,792.6百萬股

• 集團於2010年11月份合同銷售金額共約人民幣22.42億元，較十
月份之人民幣19.58億元，增加14.5%，而合約銷售面積為
143,269平方米。

• 2010年首11個月之累計合同銷售金額為人民幣100.13億元，同
比增加94.32%；而合同銷售面積達87.67萬平方米，同比增長達
57.73%。集團11月份錄得認購銷售金額，截至11月底止，約為
人民幣6.23億元。

• 集團11月份的銷售錄得佳績，主要由於【恒盛·尚海湾】、【合
肥·恒盛豪庭】、 【恒盛·陽光尚城】、 【恒盛·波爾多小鎮】、
【哈爾濱·恒盛豪庭】的熱銷。

• 主要股東、董事會主席兼控股股東張志熔先生，於十一月份從市
場購入共38,600,000股股份，平均購入價為2.92港元。交易完成
後，張志熔先生之持股比例為增至65.74%。

投資者關係聯絡人
林彩雲女士 / 楊秦奕女士 / 周菁女士
直線：(852) 2114 4647 / 2114 4624 /2114 4634
電郵：ir@gloriousphl.com.cn

鑑於銷售過程中存在各種不確定性，上述銷售資料與定期報告披露的資料可
能存在差異，因此以上相關統計資料僅作為階段性資料供投資者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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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項目建築面積進程明細

（截至2010年11月30日）

開發進程及詳細說明 建築面積

（平方米）

已竣工已預售未交付的住宅建築面積（非土地面積）

——已經建設完畢且預售，但未交付的住宅的總建築面積；

47,807

已竣工但未銷售之住宅的建築面積（非土地面積）

——已經建設完畢，但未銷售的住宅的總建築面積；

50,934

在建項目已取預售證之剩餘可銷售的住宅建築面積（非土地面積）

——已開工但未竣工且已經取得預售證的項目，其目前剩餘可預售的住宅的建築面
積；

344,569

在建項目已取預售證之已預售未結轉之住宅總建築面積（非土地面積）

——已開工但未竣工已經取得預售證的項目，目前已經預售未結轉的住宅的建築面
積；

928,503

達到預售條件但未取得預售證的面積（僅住宅）

——已經達到當地政府規定的預售條件，但目前尚未取得預售證的總可售的住宅建
築面積。

4,861

註：

1. 以上建築面積僅為各項目住宅的建築面積，不包含零售、車位等面積。

2. 已取預售證但未竣工之剩餘可銷售建築面積：按預售證核准面積減去已銷售面積即為剩餘面積。

3. 已達到預售條件未取得預售證的項目可售面積預計：威尼斯三B期4,861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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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在建物業（截至2010年11月30日）

房地產項目 城市 正在發展的
期數

開工日期
總建築面積
（平方米）

已預售
建築面積
（平方米）

總可銷售建
築面積

（平方米）

恒盛·尚海灣 上海 二A期/三期 2006.8 300,799 14,629 252,075

恒盛·陽光威尼斯 上海 三C期 2008.1 58,658 0 58,658

恒盛·湖畔豪庭 上海 一期/二期 2009.9/
2010.5 592,430 205,756 538,832

恒盛·第一國際 無錫 三期 2010.7 229,128 0 229,128

合肥·恒盛豪庭 合肥 一期/二期 2009.3/
2010.4 231,254 163,517 224,422

南通·恒盛莊園 南通 一期A/B 2010.1 299,075 45,695 237,973

南通·恒盛豪庭 南通 一期 2010.6 304,026 99,091 285,746

恒盛·陽光星期八 天津 三期 2007.9 188,794 154,709 180,409

恒盛·歐洲公館 北京 一期 2008.3 67,474 41,579 61,570

恒盛·波爾多小鎮 北京 一期B 2010.6 104,604 64,377 97,678

哈爾濱·恒盛豪庭 哈爾濱 一期/二期 2009.7/
2010.5 439,921 260,137 423,250

恒盛·陽光尚城 瀋陽 三期/四期 2008.4/
2010.8 460,773 143,307 444,263

3

註：
1.   已預售建築面積僅指合同簽約的銷售，不含認購及大訂。
2.   已預售建築面積包含已銷售的住宅、零售、車位的面積。
3.   總可銷售建築面積：包含項目該分期規劃總可銷售的建築面積，並不僅限於已取得預售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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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代號

項目名稱 城巿 位置 用途
樓面平均地價
（元╱平方米）

公司對項
目之權益
佔比

土地儲備
（平方米）

上海區域

1 恒盛·尚海灣 上海 徐匯區
住宅、酒店、
辦公樓及商業

615 100% 775,797

2 恒盛·陽光威尼斯 上海 普陀區
住宅、

酒店及商業
554 100% 288,055

3 恒盛·湖畔豪庭 上海 奉賢區 住宅及商業 1,973 100% 592,430

4 恒盛·皇家花園 上海 長寧區 住宅及商業 3,313 100% 26,918

5 恒盛·陽光巴黎 上海 徐匯區 住宅及商業 1,689 100% 49,950

6 寶山高境項目 上海 寶山區 住宅及商業 923 100% 866,019

7 恒盛·陽光新景 上海 徐匯區 住宅及商業 不適用 100% 2,076

8 漕河涇項目 上海 徐匯區
辦公樓、

酒店及商業
100% 103,928

9 中漕新村項目 上海 徐匯區
公寓式酒店及

商業

10,637

100% 89,734

小計 1,582 2,794,906

環渤海區域

10 恒盛·陽光星期八 天津 河東區
住宅、

酒店及商業
1,095 100% 309,772

11 恒盛·尚海灣濱海 天津 大港區
住宅、

酒店及商業
1,354 100% 962,729

12 恒盛·尚海灣濱湖 天津 靜海區 住宅及商業 1,225 70% 1,567,303

13 恒盛·歐洲公館 北京 海澱區 住宅及商業 3,395 100% 130,066

14 恒盛·波爾多小鎮 北京 大興區 住宅及商業 493 100% 1,410,393

15 采育鎮項目 北京 大興區 住宅及商業 3,816 100% 101,499

小計 1,121 4,48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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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代號

項目名稱 城巿 位置 用途
樓面平均地價
（元╱平方米）

公司對項
目之權益
佔比

土地儲備
（平方米）

長江三角洲區域（上海區域除外）

16 南通·恒盛莊園 南通
如皋經濟
開發區

住宅及商業 322 100% 4,501,415

17 恒盛·熔盛大廈 南通 新城區
酒店、辦公樓及

商業
348 100% 297,486

18 恒盛·南通·尚海灣 南通 崇川區
住宅、辦公樓及

商業
4,738 100% 738,374

19 南通·恒盛豪庭 南通 崇川區 住宅及商業 2,708 100% 304,026

20 恒盛·第一國際 無錫 無錫新區
住宅、

酒店及商業
679 100% 426,198

21 恒盛·海上一品 蘇州 常熟新區 住宅及商業 1,446 100% 10,052

22 合肥·恒盛豪庭 合肥 瑤海區 住宅及商業 680 100% 355,912

23 壩上街項目 合肥 瑤海區
住宅、

酒店、辦公樓及
商業

881 100% 1,136,651

24 蒙城北路項目 合肥 廬陽區
住宅、

酒店及商業
1,302 100% 496,378

25 恒盛·南京·尚海灣 南京 下關區 住宅及商業 6,013 60% 663,913

小計 1,327 8,930,405

東北區域

26 哈爾濱·恒盛豪庭 哈爾濱 群力新區 住宅及商業 977 100% 569,378

27 群力新區
016號項目

哈爾濱 群力新區 住宅及商業 2,445 100% 223,240

28 恒盛·陽光尚城 瀋陽 于洪區 住宅及商業 1,167 100% 611,937

29 長春高新項目
（東地塊）

長春
高新

技術產業
開發區

住宅及商業 835 100% 634,895

30 長春高新項目
（西地塊）

長春
高新

技術產業
開發區

住宅及商業 962 100% 882,075

小計 1,100 2,921,525

總計
（截至2010年
11月30日止）

1,287 19,128,547

注: 1、在計算樓面平均地價時，土地成本包含契稅。
2、恒盛．南京．尚海灣項目樓板價已包含了收購前的前期、基礎以及利息資本化的相關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