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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发展控股 (1030 HK; 6.75 港元; 目标价: 8.7 港元)  
地产发展加速  新业务凸显价值    
 
上半年销售高增长，预计全年销售将超预期 
2018 年上半年，子公司新城控股实现销售金额 953.11 亿元，同比增长 94.17%；销售面积 774.56 万平米，同

比增长 118.25%。6 月单月，子公司新城控股实现销售金额 280.97 亿元，同比增长 255.12%；销售面积

235.70 万平米，同比增长 304.50%。上半年销售均价约 12305 元/平米。子公司新城控股全年可售货值超过

3000 亿元，并不断深入受调控政策影响较小的低能级城市，我们预计公司全年有望超额完成 1800 亿元的销售

目标。 
 
控制拿地成本，盈利水平保持稳定 
2018 年上半年，子公司新城控股新增权益土地储备权益建面 1081 万平米，总建面 1233 万平米，对应权益地

价 309 亿元，总地价 371 亿元。照此计算，2018 年上半年子公司新城控股新增土地权益楼面地价仅为 2857
元/平米，相当于当前销售均价的 23.2%。公司新增土储多数位于低能级城市，因此我们预计未来销售均价将

有所下降，约为 9500 元/平米。尽管销售均价有所下降，但由于公司具备较强的建安成本管控能力，新增项目

仍能达到 22%的毛利率水平。公司新增土储权益比较高，达到 87.7%。 
 
地产业务加速推进，新业务蓬勃发展 
公司通过子公司富域发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上海万圣以现金增资的方式投资新城控股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目前

上海万圣共投资 15 个项目，持股比例均为 19%。我们认为，公司参与投资房地产项目有利于促进子公司新城

控股的规模发展，也为公司未来业绩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公司新业务进展顺利，影院及儿童娱

乐业务预计于年内实现盈利。金融业务方面，公司于 2017 年收购新城晋峰金融集团 60%股权，今年已完成多

个 IPO 承销项目。 
 
规模优势巩固，积极补充资金 
公司已经成为行业前十，规模优势的确立，有利于公司不断提升信用，降低资金成本。近期，公司通过子公司

新城控股的境外全资子公司发行 2 亿美元债券，票面利率为 7.5%。 
 
风险因素 
资金成本上升超预期的风险。公司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公司房地产开发与新业务并行发展，上调盈利预测，建议关注 
我们认为，公司低线城市布局有利于其取得高于行业的销售增速和盈利能力，公司参与投资房地产项目为其规

模发展和业绩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公司新业务逐步凸显价值。我们上调公司 2018-2020 年核心

EPS 预测为 0.92/1.25/1.49 元 (原预测为 2018/19/20 年 0.72/0.87/0.96 元)，给予 2018 年 8 倍 PE 估值，上调

目标价至 8.70 港元。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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