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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园公布 2012 年全年业绩
总收入达人民币 418.9 亿元
权益所有人应占利润达人民币 68.5 亿元
* * *
摘要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总收入约为人民币418.9亿元，同比增长约20.6%；物业
确认收入建筑面积约为61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约4.5%。
 权益所有人应占利润约为人民币68.5亿元，同比增长约17.9%。
 2012年2月成功配售股份，取得现金净额约21.4亿港元。
 2013年1月成功以7.5%票息发行10年期7.5亿美元优先票据。
 每股盈利约为人民币38.06分，同比增长约14.3%1。
 拟分派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币13.86分（股东可选择以现金及/或股份收取），同比增长
约6.9%。
（2013 年 3 月 19 日 ─ 香港）中国具领导地位的综合房地产开发商之一 － 碧桂园控股有
限公司（下称「碧桂园」或「集团」
，股份代号：2007）今天公布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止年度之全年业绩。
回顾年内，集团 2012 年总收入及毛利分别约为人民币 41,891.0 百万元及人民币 15,339.5
百万元，同比分别增长约 20.6%及 27.9%。权益所有人应占利润约为人民币 6,852.7 百万元，
同比增长约 17.9%。董事会建议派发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人民
币 13.86 分。
碧桂园年内一如既往地积极配合国家政策，应对市场变化，适时调整开发及销售计划，推出
高性价比的房源契合以自用为主的市场需求。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情况，集团一方面不断完
善项目环境与配套，提升产品质量；另一方面采取灵活多样的销售策略及推广活动，在促进
销售的同时，也有利于集团持续性的长远发展。2012 年，集团共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人民
币 476 亿元，合同销售建筑面积约 764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分别约 10%及 11%。合同销售
均价约为每平方米人民币 6,231 元，与 2011 年水平大致持平。其中，碧桂园•十里银滩全年
录得约人民币 34.9 亿元合同销售金额，另外碧桂园凤凰城（广州）及碧桂园•银河城（沈阳）
全年也分别录得约人民币 25.9 亿元及人民币 22.5 亿元合同销售金额。
全年共有 18 个全新项目开盘，共录得约人民币 95.8 亿元认购金额，其中 11 个新盘位于广
东省内。新盘一经推出，平均超过 60%的首推货量在开盘首两天已被吸纳。其中，碧桂园•
生态城（武汉）、碧桂园山湖湾2（广州南沙）及碧桂园豪园3（东莞塘厦）于年内分别录得
约人民币 15.3 亿元、人民币 11.6 亿元及人民币 11.1 亿元认购金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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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的每股盈利已就 2012 年 6 月发行以股代息而作出调整。
又名碧桂园•天玺湾。
又名观澜碧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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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本营」广东省，碧桂园 2012 年销售表现依然稳健，合同销售金额占集团合同销售总
额约 60%。此外，随着近两、三年来广东省外新项目的陆续交楼以及项目环境、配套设施
的加快完善，董事会认为碧桂园的品牌认知度也在这些区域逐步提升，不但帮助了该等新项
目收入的不断上升，也为日后统筹地区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广东省以外项目的合同
销售金额占集团合同销售总额的比例，从 2008 年的约 24%提升至 2012 年的约 40%，印证
了集团在广东省成功的营运模式在广东省以外地区的可复制性。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集团共有 118 个项目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其中广东省项目 67 个），
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开发经营权或土地业权之建筑面积约 5,545 万平方米（其中广东
省占比约 46%）
，已取得施工许可证之建筑面积约 1,401 万平方米。
在不断扩展物业开发及销售的同时，集团的酒店业务拓展了非住宅项目业务的经常性收入来
源，使得物业收入组合更加多元化。2012 年酒店业务收入约人民币 972.4 百万元，同比增
长约 21.3%。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集团已有 7 家五星级酒店、27 家五星级标准酒店
及 2 家四星级酒店开业，共拥有客房 11,009 间。集团的大多数酒店位于物业发展项目内，
项目内五星级标准酒店的建立为销售起到促进作用，提升了地产项目的附加值。集团已与国
际酒店管理机构希尔顿及玛丽蒂姆签订了酒店管理协议，以进一步挖掘酒店板块的长期潜在
价值。
在资本运作方面，集团在巩固原有良好的商业银行合作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积极探讨资本
市场融资渠道。集团成功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配售股份，取得现金净额约 21.4 亿港元，为
集团降低净负债比率、扩大资本基础和股东基础、增加股份流通，但不会大幅摊薄现有股东
盈利基础及股权比例；同日宣布选择提早终止股份掉期，消除其于 2013 年届满时对股份流
通及交易的潜在影响。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集团净负债比率约为 53.9%，比 2011 年底
时减少约 9.4 个百分点。
主要业务回顾
房地产开发
来自房地产开发的收入由 2011 年度的约人民币 33,194.0 百万元上升 20.5%至 2012 年度的
约人民币 40,012.0 百万元。主要由于 2012 年度物业确认收入的平均销售价格由 2011 年度
的约每平方米人民币 5,630 元上升 15.4%至 2012 年度的约每平方米人民币 6,497 元。同时，
2012 年所确认的总建筑面积 6,158,231 平方米，对比 2011 年度的 5,895,762 平方米，增加
4.5%。
酒店经营
酒店经营的收入由 2011 年度的约人民币 801.7 百万元增加 21.3%至 2012 年同期的约人民
币 972.4 百万元，主要是由于已开业酒店的收入增长以及按五星级标准建造的池州碧桂园凤
凰酒店于 2012 年 6 月、泰州碧桂园凤凰温泉酒店与通辽碧桂园凤凰酒店于 2012 年 7 月及
碧桂园十里银滩酒店于 10 月开业所致。
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的收入由 2011 年度的约人民币 511.7 百万元增加 15.7%至 2012 年度的约人民币
592.3 百万元，主要归因于所管理的累计竣工及交付总建筑面积的增加，与业务扩张的趋势
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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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借款及负债比率
集团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现金及银行存款（包括受限制现金）共约人民币 16,860.0 百
万元（2011 年 12 月 31 日：约人民币 12,393.4 百万元）。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集团 94.9%
和 5.1%的现金及银行存款分别以人民币和其他货币（主要是美元和港币）计值。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集团的总借贷余额约人民币 36,912.7 百万元，其中银行借款约人民币
21,755.6 百万元，可换股债券约为人民币 943.9 百万元，优先票据约人民币 14,213.2 百万
元。银行借款余额当中，其中约人民币 8,152.3 百万元须于一年内偿还，约人民币 12,645.4
百万元须于二年至五年内偿还，约人民币 957.9 百万元须于五年后偿还。负债比率按借贷净
额（总借贷扣除可动用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除以权益所有人应占权益计算。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负债比率为 53.9%（2011 年 12 月 31 日：63.3%）
。
此外，在 2013 年 1 月，碧桂园把握市场良好机会，发行 10 年期，票息为 7.5%的 7.5 亿美
元优先票据。发行该票据所得款项之部份资金已用于赎回 2 月份到期的可换股债券，余款将
用于现有与新增房地产项目（包括建筑费及土地款）之资金，及作一般公司用途。是次票据
发行，年期比集团过去的票据发行更长，但票息却更低，且获得大幅超额认购，再一次证明
投资者对集团之经营模式与财务实力的信心及认同。
在内部管理方面，本集团进一步巩固 2010 年以来的改革成果，继续优化组织架构和管理流
程，完善结果导向的绩效体系，密切监督项目经营绩效考核的各项既定指标，过程管理日趋
精细，项目执行效率及产品质量俱得以大幅提升。此外，本集团引入结果导向的项目奖励制
度（当中包括授予奖金及购股权），令其更具激励作用，让员工（包括执行董事）与集团更
好的携手分享成就。为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客户服务，本集团于 2012 年 3 月成立客户关系管
理中心，将围绕「业主至上，为客户实现价值」的职能宗旨开展工作，以不断提升客户满意
度和公司美誉度。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7 日委任杨惠妍女士为公司副主席。杨女士于 2005 年加入集团担任采
购部经理，并于 2006 年 12 月获委任为公司执行董事。杨女士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获得市场营销及物流专业学士学位。杨女士现主要负责参与制定集团的发展策略。
展望未来，碧桂园将继续配合国家发展策略，契合宏观经济环境，策略性挑选及开发房地产
项目，配合快速开发和卓越的项目执行力，加快资产周转，为广大客户继续提供高性价比的
物业产品，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为股东带来理想回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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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园背景资料
碧桂园是中国具领导地位的综合性房地产开发商之一。集团采用标准化的管理模式，业
务包含建安、装修、物业发展、物业管理、酒店开发和管理等。此外，
「碧桂园」品牌
于 2006 年获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房地产界的中国驰名商标。碧桂园于 2007 年 9
月 1 日成为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环球标准指数成分股之一，于 2007 年 9 月 10 日成为恒
生综合指数及恒生中国内地综合指数成分股。
前瞻性资料
本新闻稿载有前瞻性声明。该等前瞻性声明乃基于当前预测作出。该等声明并非未来事
件或结果的保证。未来事件及结果涉及若干风险、不确定性以及难以预测的假设。实际
事件及结果可能由于各种因素变化而导致与本公布所载说明出现重大分歧，包括本公司
及其子公司业务及财务状况的变动、中国经济和物业市场情况的变化、以及资本市场整
体上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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