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世界發展 2022/2023 中期業績 

物業發展收入强勁增長 21%   合約銷售超 180 億港元 

 

（2023 年 2 月 23 日 – 香港）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新世界發展」或「本公司」，香港股份代號：0017） 

今日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六個月（「回顧期」）之未經審核

綜合中期業績。 

 

 

綜合重點: 

➢ 本集團錄得綜合收入為 40,193 百萬港元，比 2022 年財政年度上半年上升 13%。基本溢利為 3,360 百萬港

元，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為 1,209 百萬港元，分別下跌 14%及 15% 

➢ 本集團香港應佔物業合同銷售金額為約 78.7 億港元 

➢ 本集團中國内地整體物業合同銷售金額為約人民幣 92.4 億元 

➢ 杭州新世界·城市藝術中心單盤累計銷售金額強勢突破人民幣 110 億元，亮眼成績詮釋了本集團強勁的實

力和市場號召力，更進一步印證了長三角城市的巨大潛力 

➢ 深圳龍崗區的 188 工業區城市更新項目於回顧期內動工，標誌著本集團的城市更新業務正式進入收成階段 

➢ 本集團香港物業投資收入為 1,492 百萬港元及分部業績為 1,095 百萬港元，其中 K11 項目繼續錄得穩健表

現，收入及分部業績分別按年增長 4%及 9% 

➢ 2023 財政年度上半年的非核心資產出售約為 56 億港元  

➢ 2023 財政年度到期的貸款再融資已全數處理 

➢ 2023 財政年度中期股息：每股 0.46 港元，重新審視股息政策以維持公司長遠穩健可持續發展 

➢ 本集團繼續積極探索各項業務的策略方案以應對快速發展的行業形勢，務求(i)釋放個別業務的價值；(ii)明

確旗下各公司的策略重心；及(iii)充份提升股東回報。本集團考慮各業務規劃及現行市況後，可能同時或

分階段實行以上方案 

➢ 可動用資金合共約 920 億港元，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約 570 億港元及可動用的銀行貸款約 350 億港元，財

務穩健，可預見的將來並沒有供股或配股計劃，亦沒有向股東集資的需要 

 



 

 

策略：聚焦深耕大灣區，完善長三角地區，積極發展全國重點一線城市 

➢ 核心業務包括物業發展、物業投資、道路、建築及保險，主力佈局大灣區及長三角地區 

➢ 隨著由 K11 品牌運營或管理的項目陸續落成開業，積極發展多元業態，進一步拓展經常性租金收入 

➢ 秉承「聚焦深耕大灣區，完善長三角地區，積極發展全國重點一線城市」的戰略佈局，積極引入本集團生

態圈在多元產業的成功經驗和資源，打造高品質項目，加速推進城市更新項目 

➢ 積極發揮帶動自身和關聯產業、人才、技術和資金等資源向長三角及內地重點城市匯聚 

➢ 本集團將持續提高營運效率，出售非核心資產，更有效投放資源於核心業務發展，優化資產及業務組合 

➢ 本集團財務穩健，在可預見的將來並沒有供股或配股計劃，亦沒有向股東集資的需要 

 

物業發展：將繼續積極分階段推出多個住宅及商業項目 

香港 – 中港全面通關 有利樓市向好發展 

➢ 香港物業發展分部業績之整體毛利率達 16% 

➢ 香港應佔物業合同銷售為 78.7 億港元 

➢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香港未入賬之應佔物業合約銷售收入當中，185 億港元合同銷售將於 2023 財政

年度下半年入賬，42.8 億港元合同銷售將於 2024 財政年度入賬 

➢ 本集團將繼續分階段推出多個大型住宅項目，共提供超過 5,000 個單位，包括參與組成財團發展的四個九

龍東啟德項目，位於黃竹坑港鐵站上蓋的「港島南岸」第五期發展項目，及位於北角的前皇都戲院項目等 

➢ 本集團亦將繼續推售甲級寫字樓項目，包括南商金融創新中心剩餘單位，以及長沙灣永康街、瓊林街項目 

 

中國內地 – 深耕大灣區及長三角核心地區，高品質項目收穫市場信心，城市更新項目取得重大進展 

➢ 於回顧期內，中國内地整體物業合同銷售面積約 16.9 萬平方米，總銷售金額為人民幣 92.4 億元。其中，

合同銷售金額的地區分佈，以長三角地區為首的東部地區及大灣區爲首的南部地區貢獻最大，超過 95% 

➢ 整體合同銷售的平均價格超過每平方米人民幣 54,000 元 

➢ 貢獻主要來自大灣區及長三角項目如杭州新世界·城市藝術中心、上海蘇河璽、廣州逸彩庭園等 

➢ 於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中國內地未入賬之物業合同銷售當中，人民幣 12.9 億元將於 2023 財政

年度入賬及人民幣 8.6 億元將於 2024 財政年度入賬 

➢ 於回顧期内，本集團的中國內地項目竣工量（不包括車庫）的總樓面面積為約 18.1 萬平方米，主要位於

大灣區。預期 2023 財政年度項目竣工量（不包括車庫）的總樓面面積將達到約 53.1 萬平方米 

➢ 在疫情充滿挑戰的市場環境下，本集團優質品牌、高質量項目收穫市場信心。其中，杭州新世界·城市藝

術中心單盤累計銷售金額強勢突破人民幣 110 億元，亮眼成績詮釋了本集團強勁的實力和市場號召力，

更進一步印證了長三角城市的巨大潛力 

➢ 廣州的重點項目耀勝新世界住宅耀勝尊府即將推出市場，與廣州地鐵強強聯手打造、城市地鐵上蓋綜合

體，項目位於長隆－萬博世界級商圈核心，將會大大提升商圈產業面貌，完善區域城市功能。項目集 K11

團隊運營的商業地產品牌DISCOVERY PARK、甲級寫字樓新世界發展中心和雅奢住宅耀勝尊府於一體，



 

 

以極高的規格與標準打造，打造城市新地標 

➢ 集團多個城市更新項目取得進展，其中位於深圳龍崗區的 188 工業區城市更新項目於回顧期內動工。作

為本集團在深圳首個正式進入開發建設階段的城市更新項目，此項目的動工，標誌著本集團的城市更新

業務正式進入收成階段。此外，集團在深圳的另外兩個城市更新項目——西麗新圍工業區項目及光明光

僑食品廠項目，在近期均取得顯著進展，預計將於 2023 年進入全面開發階段 

 

投資物業：K11 項目引領經常性租金收入提升 

香港 – 受惠中港通關，K11 MUSEA 人文購物藝術館銷售及人流持續向好 

➢ 香港物業投資收入為 14.9 億港元及分部業績為 10.9 億港元，其中 K11 項目繼續錄得穩健表現，收入及

分部業績分別按年增長 4%及 9% 

➢ 於 2023 年財政年度上半年，K11 MUSEA 人文購物藝術館的銷售額按年增長 6%，總客流量超過 1,100 萬

人次，增長主要由奢侈品消費及文娛活動帶動。K11 MUSEA 人文購物藝術館憑藉獨特的節日策展及營

銷策略，於 2022 年 12 月創下開幕三年以來的每月銷售額新高 

➢ 隨著 2023年 2月中港全面通關後，K11 MUSEA人文購物藝術館的總銷售額及人流按年大幅上升 100%。

本集團繼續善用與星光大道及維港碼頭區的協同效應吸引客流，並積極提升品牌組合，推出全城消費獎

賞及舉辦各種大型展覽和文化活動，預計銷售及人流持續向好 

➢ K11 Art Mall 購物藝術館享有極佳的交通網絡，位於連接多段港鐵綫的尖沙咀港鐵站，大受本地年輕一

代及旅客青睞，顧客群穩健。於回顧期內，K11 Art Mall 購物藝術館整體租用率維持近 100%，銷售額按

年上升 10%，人流亦錄得強勁增長。本集團亦一直完善租戶組合，引進超過 40 家新商戶，包括潮流生活

時尚品牌及特色食肆 

➢ 本集團在香港的大型地標項目「11 天空」，毗鄰機場及港珠澳大橋，項目總樓面面積達 380 萬平方呎，

將與擴建後的二號客運大樓無縫連接，成為大灣區新地標。其中，三幢甲級寫字樓將於 2023 年啟用，

主要租戶為理財、健康醫養服務，以及計劃拓展大灣區業務的企業。「11 天空」將設有全港最大的室內

娛樂空間，樓面面積達 57 萬平方呎，包含八大世界級娛樂設施，其中四個將在 2023 年底至 2024 年初

陸續開放 

 

中國內地 – K11 項目陸續落成，鞏固大灣區及長三角地區的多元化業務投資佈局 

➢ 於回顧期内，中國內地仍受新冠疫情影响，12 月疫情更達頂峰。本集團在中國內地物業投資收入達到

896.4 百萬港元，投資物業組合內主要項目的整體出租率表現穩健 

➢ 廣州 K11 積極拓展線上管道，線上銷售同比上升近一成，成為提升銷售的重要管道，加上通過開源節流

及成本控制，淨利潤同比增長 7%。於回顧期內，廣州 K11 完成 2 次大型展覽，超過 30 次全場活動，線

上曝光量達 1.4 億 

➢ 武漢漢口 K11 持續鎖定潮奢定位，加快 II 館商戶升級改造、搶新品牌、引入潮奢快閃店、豐富品牌定

位、持續引發潮奢話題、吸引目標客群；武漢光谷 K11 Select 持續引進熱門品牌，鎖定 Z 世代定位，通



 

 

過線上線下協同，帶動消費轉化 

➢ 上海 K11 憑籍深耕會員生命週期管理，進一步提升會員黏性並實現會員銷售總額佔總額的近七成；瀋陽

K11 上半財年表現突出，銷售額同比實現雙位數躍升，聖誕單日銷售創記錄；天津 K11 Select 繼續精准

定位 Z 世代以及小太陽家庭客群，著力於會員發展，培養顧客粘性，尤其金卡會員忠誠度高，金卡會員

消費超預算 

➢ 寧波新世界 THE PARK by K11 Select 購物藝術中心在 2022 年底正式發佈。項目引入 PARK 公園式的潮

趣生活方式，並充分融合寧波城市的藝術、人文、自然特色進行整體設計，將建成一座涵蓋沉浸體驗、

時尚運動、全齡玩樂、精奢零售、藝術策展等多元業態和體驗的綜合空間，成為本集團在長三角打造的

又一商業旗艦之作 

➢ 「K11 ECOAST」作為 K11 內地首個旗艦項目，雄踞于深圳南山太子灣片區，項目總建築面積達 228,500

平方米，涵蓋 K11 購物藝術中心、K11 HACC 多用途藝術展覽空間、K11 ATELIER 辦公樓及 Promenade

海濱長廊等。K11 ECOAST 擬於 2024 年底開業，屆時將成為大灣區海濱文化零售新地標及迴圈經濟先

行者，推進大灣區文化零售新里程 

➢ K11 的足跡將遍佈大中華地區的 11 個重點城市，合共 39 個項目，總樓面面積達 290.6 萬平方米。隨著

全國各地的 K11 項目逐漸落成和開幕，本集團的經常性租金收入將持續提升，為業務表現提供更多穩定

的增長動力 

 

土地儲備：透過多元渠道物色及拓展發展資源 

香港 – 加快農地轉換釋放價值 

➢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在香港持有應佔總樓面面積約 881 萬平方呎之土地儲備可作即時發展，

其中物業發展應佔總樓面面積約 404 萬平方呎 

➢ 集團持有合共約 1,639 萬平方呎待更改用途之應佔農地土地面積，其中約 90%位於「北部都會區」範圍 

➢ 本集團將繼續加快農地轉換以釋放價值，並於補充土地儲備時善加利用政府的政策及措施。於回顧期內，

本集團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交申請，發展元朗唐人新村的兩幅農地，應佔總樓面面積約為 301 萬平方呎，

預計將提供約 5,600 個住宅單位 

➢ 秉承創造共享價值的精神，本集團於 2021 年成立了慈善房社企「新世界建好生活」，並於 2023 年成為

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這家社企匯聚來自社會各界的專家，通過創新思維及方案致力紓緩香港的房屋問

題，其中包括倡建香港首個私人資助房屋項目，目標是以低於市價出售單位，輔以創新「漸進式供款」

按揭模式，協助年輕家庭以相宜價格購入優質新居所。 

➢ 本集團挑選位於元朗欖喜路樓面面積約 30,300 平方呎的合適地盤，提供約 300 個住宅單位。該項目的土

地改劃申請已於 2022 年 10 月獲城市規劃委員會批准，目前進展良好，預計於 2023 年動工及於 2027 年

落成 

➢ 本集團早前亦率先宣佈供應農地予政府及非牟利機構，用作興建過渡性房屋項目，協助紓緩基層人士的

住屋負擔，至今已有四個項目獲城市規劃委員會通過，現時進展良好，預計合共可興建約 3,000 伙單位 



 

 

中國內地 – 聚焦深耕大灣區，完善長三角地區，積極發展全國重點一線城市 

➢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集團於中國內地持有不包括車庫的土地儲備總樓面面積約 525.6 萬平方米可

作即時發展，其中約 290.7 萬平方米為住宅用途 

➢ 核心物業發展項目主要分佈於廣州、深圳、佛山、武漢、上海、寧波、杭州、北京及瀋陽等城市，65%

位於大灣區及長三角地區 

➢ 於回顧期內，集團與央國企強強聯手，先後於 2022 年 7 月及 12 月聯合招商蛇口、保利發展聯合發展上

海蘇州河畔優質住宅項目。未來兩個項目比鄰而居，將打造為高品質住宅社區，共同助力蘇州河兩岸的

生活品質提升 

➢ 憑藉自身穩健的發展和持續深耕內地的戰略，集團通過招拍掛、合作開發、收併購等管渠道擴大土地儲

備，為新世界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充足的資源 

 

 

*********************************************************************************************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本集團」；香港股份代號：0017）於 1970 年成立，並於 1972 年在香港上市，為香港

恆生指數成份股之一。作為一個散發著 The Artisanal Movement 獨特個性的品牌，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包括物

業發展、物業投資、道路、建築及保險，業務遍佈大中華，特別是在粵港澳大灣區。於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本集團資產總值合共約 6,219 億港元。本集團擁有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香港股份代號：0659）約 61%實際

權益、新世界百貨中國有限公司（香港股份代號：0825）約 75%的實際權益以及全資擁有新世界中國地產有

限公司。 

 

 

 

如有查詢，請聯絡: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投資者關係部 

ir@nwd.com.hk 

中介代表 

nwd@iprogilv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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