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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e] 

华夏幸福：产业新城合作推

进，一月销售成绩亮眼，雄

安利好加速落地 
[Table_Summary] 华夏幸福(600340.CH/人民币 45.94, 买入)首届产业新城合作伙伴大会于近

日召开，标志着公司在投融资和新城开发等各领域全方位合作的推进。同时

克尔瑞公布了 2018 年 1 月房企销售业绩，公司销售金额和销售面积分别同

比增长 59%和 82%超出市场预期，且权益销售比例 94%首次下降，也体现

其合作开发轻资产化模式的推进。另一方面，近日英国首相访华，根据商务

部发言人表述，双方同意共同建设雄安金融科技城，由此带来的辐射效应也

有利于公司环京产业服务的业务推进和物业储备的价值重估。我们维持深度

报告《受益雄安建设加速，优质白马乘风蓝筹行情》观点，重申买入评级。 

事件 

1、1 月 31 日，首届华夏幸福产业新城合作伙伴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球

十余个国家的近 200位嘉宾受邀出席，公司发出“共同搭建合作平台，共同

推进全面合作，共同构建阳光环境”三大合作倡议。 

2、克尔瑞公布 2018 年 1 月房企销售业绩，华夏幸福实现销售金额 175 亿元

排名第 7，权益销售金额 164亿元排名第 6。 

3、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2 月访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介绍，此次访问期

间，双方还同意共同建设雄安金融科技城和青岛中英创新产业园。 

点评 

1、合作伙伴大会召开，产业新城合作推进。公司召开首届产业新城合作伙

伴大会，邀请合作伙伴在投融资、城市配套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产

业新城的各个领域全方位合作。大会的召开有助于公司增强招商引资及园区

运营能力，推进京津冀园区的持续开发及异地复制。公司 2017年园区结算收

入达 296亿元，同比增长 67%，收入占比超 20%，由于产业发展服务毛利率

近 95%，预计相关业绩贡献占比将持续提升。 

2、一月销售超预期，权益比例首次下降。根据克尔瑞统计口径，2018年 1 月

公司销售金额 175亿元排名第 7，销售金额和面积分别增长 59%及 82%，成

绩亮眼超出市场预期；另一方面，公司权益销售金额 164亿元，权益比例为

94%首次出现下降，也体现其合作开发轻资产化模式的推进，未来销售规模

有望加速扩张，且预计非京津冀区域占比将不断提升。 

3、雄安利好加速落地，优质白马估值持续修复。近期英国首相访华，双方

同意共同建设雄安金融科技城，标志着雄安建设加速推进，由此带来的辐射

效应也有利于公司环京产业服务的业务推进和物业储备的价值重估。受益于

京津冀利好加速落地及行业调控政策的边际放松，叠加公司在手订单和签约

额已锁定 2018、19年 30%以上的增速，估值或持续修复，我们维持前期深度

报告《受益雄安建设加速，优质白马乘风蓝筹行情》观点，重申买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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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声明 

 

本报告准确表述了证券分析师的个人观点。该证券分析师声明，本人未在公司内、外部机构兼任有损本人独立性与客

观性的其他职务，没有担任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也不拥有与该上市公司有关的任何

财务权益；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或其它第三方都没有或没有承诺向本人提供与本报告有关的任何补偿或其它利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声明，未授权任何公众媒体或机构刊载或转发本研究报告。如有投资者于公众媒体看

到或从其它机构获得本研究报告的，请慎重使用所获得的研究报告，以防止被误导，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对

其报告理解和使用承担任何责任。 

 

评级体系说明 

 

以报告发布日后公司股价/行业指数涨跌幅相对同期相关市场指数的涨跌幅的表现为基准： 

公司投资评级： 

买        入：预计该公司在未来 6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20%以上； 

增        持：预计该公司在未来 6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10%-20%； 

中        性：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变动幅度在-10%-10%之间； 

减        持：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未有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其他原因，未能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个月内表现强于基准指数； 

中        性：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个月内表现基本与基准指数持平； 

弱于大市：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个月内表现弱于基准指数。 

未有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其他原因，未能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沪深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指数；新三板市场基准指数为三板成指或三板做市指数；香港市场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
或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美股市场基准指数为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或标普 500指数。 

  



 

 

风险提示及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分析师撰写并向特定客户发布。 

本报告发布的特定客户包括：1) 基金、保险、QFII、QDII 等能够充分理解证券研究报

告，具备专业信息处理能力的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机构客户；2) 中银国际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证券投资顾问服务团队，其可参考使用本报告。中银国际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的证券投资顾问服务团队可能以本报告为基础，整合形成证券投资顾

问服务建议或产品，提供给接受其证券投资顾问服务的客户。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以任何方式或渠道向除上述特定客户外的公司个人客

户提供本报告。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个人客户从任何外部渠道获得本报告

的，亦不应直接依据所获得的研究报告作出投资决策；需充分咨询证券投资顾问意

见，独立作出投资决策。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及

损失等。 

本报告内含保密信息，仅供收件人使用。阁下作为收件人，不得出于任何目的直接

或间接复制、派发或转发此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予任何其他人，或将此报告全部或

部分内容发表。如发现本研究报告被私自刊载或转发的，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将及时采取维权措施，追究有关媒体或者机构的责任。所有本报告内使用的商标、

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及关联公司（统称“中银

国际集团”）的商标、服务标记、注册商标或注册服务标记。 

本报告及其所载的任何信息、材料或内容只提供给阁下作参考之用，并未考虑到任

何特别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或特殊需要，不能成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或认购证

券或其它金融票据的要约或邀请，亦不构成任何合约或承诺的基础。中银国际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不能确保本报告中提及的投资产品适合任何特定投资者。本报告的内

容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阁下不会因为收到本报告而成为中银国际集团的客

户。阁下收到或阅读本报告须在承诺购买任何报告中所指之投资产品之前，就该投

资产品的适合性，包括阁下的特殊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及其特别需要寻求阁下相关

投资顾问的意见。 

尽管本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都是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证券分析师

从相信可靠的来源取得或达到，但撰写本报告的证券分析师或中银国际集团的任何

成员及其董事、高管、员工或其他任何个人（包括其关联方）都不能保证它们的准

确性或完整性。除非法律或规则规定必须承担的责任外，中银国际集团任何成员不

对使用本报告的材料而引致的损失负任何责任。本报告对其中所包含的或讨论的信

息或意见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公平性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声明或保证。阁下不应

单纯依靠本报告而取代个人的独立判断。本报告仅反映证券分析师在撰写本报告时

的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中银国际集团成员可发布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

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亦有可能采取与本报告观点不同的投资策略。为免生疑问，

本报告所载的观点并不代表中银国际集团成员的立场。 

本报告可能附载其它网站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对于本报告可能涉及到中银国际集团

本身网站以外的资料，中银国际集团未有参阅有关网站，也不对它们的内容负责。

提供这些地址或超级链接（包括连接到中银国际集团网站的地址及超级链接）的目

的，纯粹为了阁下的方便及参考，连结网站的内容不构成本报告的任何部份。阁下

须承担浏览这些网站的风险。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基于现状，不构成任何保证，可随时更改，毋须

提前通知。本报告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建议或保证任何投资或策略适用

于阁下个别情况。本报告不能作为阁下私人投资的建议。 

过往的表现不能被视作将来表现的指示或保证，也不能代表或对将来表现做出任何

明示或暗示的保障。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预测只是反映证券分析师在本报告

所载日期的判断，可随时更改。本报告中涉及证券或金融工具的价格、价值及收入

可能出现上升或下跌。 

部分投资可能不会轻易变现，可能在出售或变现投资时存在难度。同样，阁下获得

有关投资的价值或风险的可靠信息也存在困难。本报告中包含或涉及的投资及服务

可能未必适合阁下。如上所述，阁下须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包括买卖本报告

涉及的任何证券，寻求阁下相关投资顾问的意见。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及关联公司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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