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地产行业 | 证券研究报告 — 消息快报 2018 年 5 月 10 日 

 

 

 

 

 

 

 

 

 

 

 

 

 

 

 

 

 

 

 

 

 

 

 

 

 

相关研究报告 

[Table_relatedreport] 

《招商蛇口：资源优质推动增长，产城联动生

态融合》20180329 

《招商蛇口 2017年业绩快报点评：业绩超预期

释放，远期高增长无忧》20180116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Table_Industry] 

房地产：房地产开发 
 

[Table_Analyser] 

晋蔚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证书编号：S1300518010002 

(8610)66229394 
jinwei@bocichina.com 
 

 

 

[Table_Title] 

招商蛇口:收购招商漳州再

落一子，产城联动业绩高增 
[Table_Summary] 招商蛇口(001979.CH/人民币 22.56, 买入)以 85.53 亿收购招商漳州 78%股

权元，成为其控股股东，并获取土地面积 11,662 亩，包含双鱼岛 3,376 亩。

彰显其非市场化拿地能力，成本优势明显，住宅用地平均楼面价不到 8,000

元/平米，再度复制“前港-中区-后城”的协同开发模式，分享漳厦同城政策

红利。考虑到公司可售货值充足优质且周转较快，18 年销售及业绩有望超

预期。我们维持近期报告《资源优质推动增长，产城联动生态融合》观点，

预计公司 2018-20 年 EPS 分别为 1.96/2.56/3.33 元，重申买入评级。 

事件 

1.  5月 8日，招商蛇口发布公告称，将以自有及自筹资金 85.53亿元收购招商

漳州 78%股权，其中招商局集团和招商香港分别持有 48%、持有 30%股权；

交易完成后，招商蛇口成为招商漳州控股股东，并获得一级土地开发面积

11,662亩，其中包含双鱼岛 3,376亩，第一例获国务院批准经营性人工岛项目。 

2. 5月 10日，公司发布 4月经营数据：2018年 4月，公司实现签约销售面积

61.36万平方米，同比增加 18.82%；签约销售金额 103.96亿元，同比增加 32.77%。

2018年 1-4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销售面积 210.21万平方米，同比增加 11.27%；

签约销售金额 417.04亿元，同比增加 21.44%。 

点评 

1、彰显非市场化拿地能力，成本优势助力利润提升。本次交易扩充土地面

积约 777.5万方，包含第一例获批的经营性人工岛屿—双鱼岛 225万方，按照

85.53亿元交易对价计算，平均拿地成本不到 1,500元/平米。总土储中，住宅

用地 150万方，其中双鱼岛 120万方，不考虑商业及工业用地的情况下，住

宅用地楼面价不到 8,000元/平米，与周边地价（角美 12,000元/平米）相比有

较大成本优势。2017年以来，公司依靠龙头国企优势，先后与昆钢、武钢、

东风房地产、浙江农发集团等合作，凸显资源整合及非市场化拿地能力。 

2、“前港-中区-后城”模式复制，分享漳厦同城政策红利。漳州开发区内的

港口工业区为深水港，靠近国际主航道，以仓储物流为主，兼有部分环境友

好型、科技含量高的临港工业，能够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公司在此布局

将进一步促进社区与园区开发运营的协同效应，深入践行“前港-中区-后城”

的开发模式，提前锁定海西板块进一步发展红利。漳州开发区与厦门岛隔海

相望，厦漳跨海大桥与厦漳铁路环线（在建）联通双城，随着交通及基础设

施的完善，预计与厦门房价差异将逐渐收窄，分享厦门经济辐射及漳厦同城

发展战略所带来的红利。 

3、销售持续高增锁定成长，业绩有望再超预期。公司 18年一季度盈利 55-57

亿元，同比增长 159%-169%；1-4 月销售金额 417 亿元，同比增长 21.4%；销

售面积 210.2 万方，同比增长 11.3%。考虑到公司 18 年可售货值充足达

2,500-3,000 亿元，项目储备优质且负债率较低，在高周转模式的推动下，销

售有望再创新高。我们维持近期报告《资源优质推动增长，产城联动生态融

合》观点，预计公司 2018-20年 EPS分别为 1.96/2.56/3.33 元，重申买入评级。 

评级面临的主要风险：房地产行业销售大幅下滑，利率大幅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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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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