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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龙湖集团发布 2019 年业绩

报告显示，期内，实现营业额 1510.3 亿

元，同比增长 30.4%。 其中，物业发展收

入占比 93.2%，物业投资收入占比 3.8%，

物业管理及相关服务及其他收入占比

3%。 实现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为 183.4

亿元，减除少数股东权益、评估增值等

影响后的核心净利润 155.5 亿元， 同比

增长 21.0%。

合同销售额同比增长 20.9%

在“房住不炒” 的调控主基调下，

2019 年的房地产市场持续平稳运行，回

归、重塑成为共识。 期内，龙湖集团物业

发展业务实现营业额 1407.9 亿元，交付

物业总建筑面积 1068 万平方米。

全 年 实 现 地 产 开 发 合 同 销 售

2425.0 亿元，同比增长 20.9%，继续稳站

行业前十。 分区域看，长三角、西部、环

渤海、华南及华中区域签约金额在全龙

湖 集 团 占 比 分 别 为 34.0% 、24.4% 、

21.6%、10.8%及 9.2%。 截至 2019 年底，

龙湖集团已售出但未结算的合同销售

额为 2535 亿元， 面积 1500 万平方米，

为未来股东利润持续稳定增长奠定坚

实基础。

土地储备方面，截至 2019 年底，龙

湖集团土储合计 6814 万平方米， 权益

面积 4742 万平方米， 业务已遍布京津

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 7 个

城市群的 55 个城市， 约 90%的货量集

中在高能级城市和价值区域，且成本合

理，为后续的盈利增长奠定基础。 2020

年前两月，龙湖集团新增收购土地储备

总建筑面积为 232 万平方米，权益面积

为 178 万平方米。

物业管理收入实现突破性增长

龙湖集团一如既往坚持稳步投资

持有物业的战略，天街、冠寓等物业投

资业务扎实推进。 2019 年实现物业投资

业务不含税租金收入 57.9 亿元，同比增

长 41.5%。 商场、租赁住房、其他收入的

占比分别为 79.0%、20.3%和 0.7%。

作为龙湖品牌最富温情的一环，龙

湖智慧服务经过两年多的扩张拓展与

系统打磨，除了住宅小区，已陆续进入

到商业、写字楼、公寓、养老、产城、医

院、学校、公园、航空后勤、交通枢纽乃

至智慧城市等综合运营服务领域，涉猎

丰富多样的城市生活场景。

2019 年， 龙湖智慧服务新进入 45

个城市，基本完成一、二线核心城市及

三、四线潜力城市的布局，实现营业收

入 42.8 亿元

（合并抵消前收入约为

50.0

亿元）

，同比实现突破性增长。 原有增值

业务，如租售、美居、旅游、优选等均实

现高速增长。 此外，通过 5 年的探索实

践， 龙湖智慧服务 2019 年全面完成科

技系统“智慧服务引擎”的搭建，将各业

务场景充分线上化。 截至 2019 年底，龙

湖智慧服务已在全国 118 个城市开展

专业化的物业服务， 合约管理面积达

4.28 亿平方米， 服务业主 330 余万户，

业主满意度连续十一年超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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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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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湖去年合约销售增逾2成

约90%货量在高能级城市，物业管理收入突破性增长

荩

龙湖天街

购物广场。

信息时报讯（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 广州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举行集体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

述和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以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专题学习会精神，就更加依法科学有

力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更好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进行交流发言。 市委书记张硕辅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温国辉，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陈建华，市政协主席刘悦伦出席。

张硕辅强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作出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

广州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会

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 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环境

张硕辅讲话 温国辉陈建华刘悦伦出席

新华社北京

3

月

26

日电

3 月 26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世界卫生组织总

干事谭德塞，赞赏谭德塞为推动全球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所作努力，表示中国将

继续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提供支持。

3月17日， 谭德塞致函国家主席习

近平， 表示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

下，中国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付出了令

人难以置信的努力。 得益于中国政府的

坚定决心和中国人民的勤勉奉献，新冠

肺炎疫情在中国得到全面快速应对。 这

向国际社会充分表明， 只要明确重点，

集中力量， 就能改变疫情的发展轨迹。

我还要对中国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以

及国际抗疫工作提供资金支持深表感

谢。 这一善举体现了全球团结互助精

神，对尽快遏制疫情至关重要。

习近平在复信中对谭德塞及世界

卫生组织同中方密切合作抗击疫情表

示高度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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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复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广州市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扎实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措施落实

张硕辅主持

信息时报讯（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广州市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暨市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指挥部）

会议、市推进企业

（项目）

复工

复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最新部署及

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听取我市疫情防

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张硕辅主持。

会议指出， 当前全球疫情大流行，

广州作为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和开放大

市，入境人员不断增加，防控形势依然

严峻复杂。 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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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

席习近平 26 日晚在北京出席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并发

表题为《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的重要

讲话。 习近平强调，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不畏

艰险，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摆在第一位，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

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坚持全

民动员、联防联控、公开透明，打响了一

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 经过艰苦努

力，付出巨大牺牲，目前中国国内疫情

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

恢复， 但我们仍然丝毫不能放松警惕。

当前，疫情正在全球蔓延，国际社会最

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

对，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

病的斗争。 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 愿向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

助，为世界经济稳定作出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陪同出席。

习近平首先表示，在中方最困难的

时候，国际社会许多成员给予中方真诚

帮助和支持，我们会始终铭记并珍视这

份友谊。

习近平指出，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

人类的敌人。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

延，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

大威胁， 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

战。 习近平就会议议题提出 4 点倡议。

第一，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全球阻击战。 尽早召开二十国集团卫生

部长会议，加强信息分享，开展药物、疫

苗研发、防疫合作，有效防止疫情跨境

传播，携手帮助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发

展中国家提高应对能力。 我建议发起二

十国集团抗疫援助倡议，在世卫组织支

持下加强信息沟通、政策协调、行动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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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倡议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

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

呼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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