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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1日，新城控股有限已收到股东江苏新城投资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38,000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资金。

2009年9月14日，常州市武进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本次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新城控股有限股权比例及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 股权比例

王振华 14,400.00万元 16.00%

王晓松 1,600.00万元 1.78%

江苏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74,000.00万元 82.22%

合计 90,000.00万元 100.00%

12、 增加注册资本至116,000万元，2009年9月

2009年9月17日，新城控股有限召开股东会议，决定增加注册资本至116,0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26,000

万元，全部由股东江苏新城投资认缴。

根据常州中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常中瑞会验（2009）第653号），截至2009年9

月17日，新城控股有限已收到股东江苏新城投资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26,000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资金。

2009年9月18日，常州市武进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本次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新城控股有限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 股权比例

王振华 14,400.00万元 12.41%

王晓松 1,600.00万元 1.38%

江苏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0万元 86.21%

合计 116,000.00万元 100.00%

13、 第一次存续分立，2009年10月

2009年8月1日，新城控股有限两位股东王振华、王晓松召开股东会议，一致同意新城控股有限分立，分立

形式为存续分立，新城控股有限存续，并新设“江苏新城亿科房地产有限公司（最后名称以工商核准为准）” ，

分立基准日为2009年9月30日。新城控股有限分立之前的公司名称为“江苏新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新

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作出前述决议之时，公司注册资本为16,000万元。

2009年8月21日，新城控股有限于武进日报刊登《分立公告》，就上述分立决议进行公告，新城控股有限

存续分立为两家公司：“江苏新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苏新城亿科实业有限公司” ，原公司的债权债务

由两家公司连带承担。

自前述分立决议作出日至分立基准日期间，新城控股有限完成了三次增资（注册资本自16,000.00万元

增加至116,000.00万元）并将公司名称由“江苏新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新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此期间增加的注册资本均由江苏新城投资以货币方式认缴并实缴。

因增加一名股东且注册资本发生变化，新城控股有限股东王振华、王晓松及江苏新城投资于2009年9月

30日召开股东会对新城控股有限两位股东王振华、王晓松于2009年8月1日作出的分立决议进行了确认，对新

城控股有限自前述分立决议作出日至分立基准日期间发生的工商变更登记进行确认，相应决议的内容如下：

“因新城控股自2009年8月15日登报分立公告之日起至2009年9月30日的公告期间内， 新城控股的注册资本

从16,000万元增加至116,000万元。 增加部分的出资额是由新增法人股东江苏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进行

增资的。 同时新城控股的名称由江苏新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新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2009年8月

1日的新城控股股东会关于分立的决议精神，新城控股分立以2009年9月30日作为分立财产的基准日。现全体

股东重新确认分立为二家公司，即为新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称为江苏新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存续公司）和江苏新城亿科房地产有限公司（简称派生分立新设公司）” 。 另外，该次股东会决议还通过了分

立方案。股东王振华、王晓松及江苏新城投资当天重新签署《新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章程》。股东王振华、王晓

松及江苏新城投资作为分立后的两家公司的股东共同签署了《新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产分割协议》以及

《新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分立前的债权债务担保书》。

本次存续分立事项已于2009年10月30日经常州市武进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

本次分立完成后，新城控股有限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 股权比例

王振华 13,655.30万元 12.41%

王晓松 1,517.20万元 1.38%

江苏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94,827.50万元 86.21%

合计 110,000.00万元 100.00%

14、 第二次存续分立，2009年12月

2009年11月2日，股东王振华、王晓松及江苏新城投资召开股东会，决定将新城控股有限存续分立为两家

公司，分别为“新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新设公司“江苏新城科创房地产有限公司” ，分立前的公司债权债

务由分立后的两家公司连带承担。

2009年11月2日，新城控股有限于武进日报就上述分立决议刊登《分立公告》，新城控股有限将存续分立

为两家公司，“新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苏新城科创房地产有限公司” ，原公司的债权债务由两家公司

连带承担。

2009年12月18日，股东王振华、王晓松及江苏新城投资就分立具体事宜召开股东会，确定具体分立方案：

分立财产的基准日为2009年11月30日。 分立前新城控股有限的注册资本为110,000.00万元。 注册资本中的

100,000.00万元划归给 “江苏新城科创房地产有限公司” ， 其中江苏新城投资出资86,206.50万元，占

86.21%；王振华出资12,414.30万元，占12.41%；王晓松出资1,379.20万元，占1.38%。 存续公司新城控股有限

注册资本还余10,000.00万元，其中江苏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资为8,621.00万元，占86.21%；王振华出资

1,241.00万元，占12.41%；王晓松出资138.00万元，占1.38%。

2009年12月18日，股东王振华、王晓松及江苏新城投资重新签订《新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章程》。

2009年12月18日，股东王振华、王晓松及江苏新城投资作为分立后的公司“新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与

“江苏新城科创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股东，共同签署《新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产分割协议》以及《新城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分立前的债权债务担保书》，确定具体财产分割方案并确认分立前的债权债务由分立后的两家

公司连带承担。

2009年12月18日，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苏公C[2009]B118号）审验

确认，新城控股有限原注册资本为110,000.00万元，因存续分立新设江苏新城科创房地产有限公司而减少注

册资本100,000.00万元。 截至2009年11月30日止，新城控股有限已因分立而减少了实收资本100,000.00万

元，其中，江苏新城投资减少86,206.50万元，王振华减少12,414.30万元，王晓松减少1,379.20万元，变更后的

注册资本为10,000.00万元。

2009年12月28日，常州市武进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本次公司分立。

本次分立完成后，新城控股有限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 股权比例

王振华 1,241.00万元 12.41%

王晓松 138.00万元 1.38%

江苏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621.00万元 86.21%

合计 10,000.00万元 100.00%

15、 股东变更，2010年4月

2010年3月24日，新城控股有限召开股东会议：由于新城控股有限的股东江苏新城投资被常州富域吸收

合并， 江苏新城投资原持有的新城控股86.21%的股权由常州富域持有， 则新城控股有限股东变更为常州富

域，常州富域出资8,621.00万元，持有86.21%股权；王振华出资1,241.00万元，持有12.41%股权；王晓松出资

138.00万元，持有1.38%股权。

2010年3月24日，股东常州富域、王振华及王晓松签署《新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章程》。

2010年4月12日，常州市武进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本次变更。

本次股东变更完成后，新城控股有限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 股权比例

王振华 1,241.00万元 12.41%

王晓松 138.00万元 1.38%

常州富域 8,621.00万元 86.21%

合计 10,000.00万元 100.00%

16、 增加注册资本至35,000万元，2010年5月

2010年5月20日，新城控股有限召开股东会，决定增加注册资本至35,0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25,000万

元，全部由常州富域认缴。

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苏公C[2010]B057号），截至2010年5月

27日，新城控股有限已收到常州富域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25,000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资金。

2010年5月28日，常州市武进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本次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新城控股有限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 股权比例

王振华 1,241.00万元 3.55%

王晓松 138.00万元 0.39%

常州富域 33,621.00万元 96.06%

合计 35,000.00万元 100.00%

17、 增加注册资本至60,000万元人民币，2010年6月

2010年5月29日，新城控股有限召开股东会，决定增加注册资本至60,0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25,000万

元，由常州富域认缴。

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苏公C[2010]B062号），截至2010年6月1

日，新城控股有限已收到常州富域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25,000万元，出资方式均为现金。

2010年6月3日，常州市武进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本次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新城控股有限股权比例及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 股权比例

王振华 1,241.00万元 2.07%

王晓松 138.00万元 0.23%

常州富域 58,621.00万元 97.7%

合计 60,000.00万元 100.00%

18、 减资，2014年10月

2014年8月25日，新城控股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将注册资本由60,000.00万元变更为58,621.00万元，减

少注册资本1,379.00万元，其中王振华减少出资1,241.00万元，王晓松减少138.00万元。 本次减资后，王振华

和王晓松不再持有新城控股有限股权。

2014年8月25日，常州富域签署《新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章程》。

2014年8月27日，新城控股有限在常州日报刊登了减资公告。

2014年10月15日，常州市武进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本次减资。

本次减资完成后，常州富域持有新城控股有限100%股权。 新城控股有限注册资本为58,621.00万元。

新城控股为优化公司股权架构， 通过进行本次减资使实际控制人王振华及其关联自然人王晓松不再直

接持有新城控股的股份，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根据本次减资的财产清单及相应的工商资料，本次

减资不涉及资产转让。

19、 增加注册资本至110,000万元，2014年12月

2014年12月28日，新城控股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增加注册资本至110,0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51,379

万元，其中由常州富域认缴41,379万元，由常州德润认缴10,000万元。

根据常州永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特殊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常永诚[2015]验011号），截至

2014年12月30日，新城控股有限已收到由常州富域和常州德润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51,379万元，出资方式

均为货币资金。

2014年12月31日，常州市武进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本次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新城控股有限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 股权比例

常州富域 100,000.00万元 90.91%

常州德润 10,000.00万元 9.09%

合计 110,000.00万元 100.00%

（二） 股份有限公司阶段

1、股份有限公司改制设立，2015年4月

2015年2月27日，新城控股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以常州富域及常州德润为发起人股东，整体变更方

式发起设立为股份公司，并聘请普华永道、中联评估对新城控股有限进行审计、评估。

2015年3月26日，普华永道出具《审计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5)第1059号）载明，截至2014年

12月31日，新城控股有限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为1,176,530,664元。

2015年3月27日， 中联评估出具 《新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份制改建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子

[2015]第298号）载明，截至2014年12月31日，新城控股有限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117,653.07万元。

2015年3月30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特殊合伙）出具《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5]31150002号)审

验确认，截至2015年3月30日，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筹)之全体发起人已按发起人协议、章程之规定，以

其拥有的有限公司经评估净资产作价1,176,530,664元，其中1,166,000,000元折合为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筹）的股本。

2015年3月30日，新城控股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筹

建情况报告》、《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议案，选举了新城控股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

2015年4月2日，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新城控股有限变更登记为股份有限公司，并换发了新的营业

执照（营业执照注册号：320483000091688）。 新城控股有限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的股本结构为：常州富域

持有新城控股股份106,000万股， 持股比例90.91%， 常州德润持有新城控股股份10,600万股， 持股比例

9.09%。

上述历次出资均经验资机构审验确认并于注册资本变更当时经工商主管机构变更登记。

2、换股吸收合并江苏新城（2015年7月29日通过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的审核，2015

年9月21日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1）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概要

新城控股向江苏新城除新城控股以外的全体股东发行A股股票，并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江苏新城。 本次

合并完成后，新城控股将作为存续公司承继及承接江苏新城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权

利与义务，江苏新城终止上市并注销法人资格；同时，新城控股的A股股票（包括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而发行

的A股股票）将申请在上交所上市流通。

（2）换股吸收合并审议程序

1）2015年5月8日，新城控股和江苏新城分别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事项及吸并协

议，并签署吸并协议；

2）2015年5月25日，新城控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换股吸收合并；

3）2015年5月25日，江苏新城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并分别经出席江苏新城股东大会的全体

非关联股东和B股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江苏新城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对其全体

股东具有约束力，包括在股东大会上投反对票、弃权票或未出席股东大会也未委托他人代为表决的股东；

4）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已于2015年7月29日通过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的审核，尚待

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5年9月21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吸收合并江苏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144�号）。

三、发行人股本总额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股本总额及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性质

常州富域 106,000 90.91% 境外法人

常州德润 10,600 9.09% 境外法人

股份总数 116,600 100% -

四、发行人的股权结构及权益投资情况

（一）发行人的股权架构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二）发行人的组织结构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的组织结构图如下：

（三）发行人控股子公司的情况

1、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共拥有4家分公司、118家控股子公司、9家合营及2家联营公司，其中，控股子公

司中位于境外的有18家，其余均位于境内。 其中主要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江苏新城

公司名称 江苏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7年10月10日

营业期限 无期限

注册资本 159,318.72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人民东路158号高新开发区经创中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400000004045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室内外装饰工程，建筑材料、装璜材

料销售，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新城控股持有58.86%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3,389,812.99 3,446,750.70

负债 2,560,550.34 2,548,856.61

净资产 829,262.65 897,894.09

营业收入 1,710,022.93 720,513.05

净利润 120,350.13 78,497.42

（2）新城万博

公司名称 新城万博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年1月24日

营业期限 2008年7月22日至2028年1月23日

注册资本 8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梁志诚

注册地址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人民东路158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483000217523

经营范围

房地产投资、开发、销售。 物业管理服务；市场调查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新城控股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703,490.33 810,050.04

负债 625,385.95 731,922.38

净资产 78,104.38 78,127.66

营业收入 325.61 -

净利润 44,989.84 23.28

（3）常州新城万博

公司名称 常州新城万博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5月16日

营业期限 2007年5月16日至2027年5月15日

注册资本 16,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常州市钟楼经济开发区星港苑一号楼288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400000003997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地产投资、自有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新城万博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52,592.70 26,829.89

负债 32,918.47 3,966.67

净资产 19,674.23 22,863.22

营业收入 19,477.22 25,011.37

净利润 2,204.17 3,189.00

（4）常州万盛商业

公司名称 常州新城万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年1月22日

营业期限 2013年1月22日至2033年1月21日

注册资本 4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常州钟楼吾悦国际广场1幢604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400000045956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商业经营管理；物业管理服务；自有设施租

赁；房产租赁；房产中介代理；企业营销策划；企业投资咨询；商务咨询；展览会

务服务；酒店管理服务；餐饮娱乐管理服务；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家用电器、

通讯器材、照像器材、文体用品、玩具、黄金饰品、珠宝饰品、服装鞋帽、钟表、眼

镜、皮革制品、化妆品、床上用品、家具、针纺织品、灯具、日用百货、金属材料的

销售。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新城万博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192,361.92 197,345.18

负债 112,418.16 117,390.45

净资产 79,943.76 79,954.73

营业收入 4,409.83 2,123.40

净利润 -346.53 10.97

（5）常州新城宏昊商业

公司名称 常州新城宏昊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年12月5日

营业期限 2014年12月5日至2034年12月4日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武宜北路19号吾悦广场4幢101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483000445526

经营范围

商业经营管理；物业管理服务；自有设施租赁；房产租赁；房产中介代理；企业

营销策划；企业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展览会务服务；酒店管理服务；餐饮

管理服务；五金产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器、通讯器材、照相器材、文体用品、玩

具、黄金饰品、珠宝饰品、服装鞋帽、钟表眼镜、皮革制品、化妆品、床上用品、家

具、针纺织品、灯具、日用百货、金属材料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新城万博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200,020.77 201,703.24

负债 146,714.27 147,185.95

净资产 53,306.50 54,517.29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507.70 1,210.79

（6）常州新城吾悦商业

公司名称 常州新城吾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0年11月8日

营业期限 2010年11月8日至2030年11月7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振

注册地址 武进区湖塘镇吾悦广场4幢401铺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483000287648

经营范围

商业经营管理；物业管理；自有设施租赁；房产租赁；房产中介代理；企业营销

策划；企业投资咨询；商务咨询；展览会务服务；酒店管理服务；餐饮娱乐管理

服务；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家用电器、

通讯器材、照像器材、文体用品、玩具、黄金饰品、珠宝饰品、服装鞋帽、钟表眼

镜、皮革制品、化妆品、床上用品、家具、针纺织品、灯具、日用百货、金属材料的

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新城商业管理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93,522.91 10,357.67

负债 95,424.69 13,140.65

净资产 -1,901.78 -2,782.98

营业收入 6,471.27 2,308.39

净利润 -714.84 -881.20

（7）无锡新城万博

公司名称 无锡新城万博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年01月06日

营业期限 2011年01月06日至2031年01月05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无锡市崇安区广南路588号广益睦邻中心三区五楼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200000190842

经营范围

自主开发房屋的销售；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新城万博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55,854.26 513,95.50

负债 55,304.26 53,435.90

净资产 550.00 -2,040.40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291.67 -2,590.40

（8）常州福隆

公司名称 常州福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02月06日

营业期限 2007年02月06日至2027年02月05日

注册资本 2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8号912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407000004931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投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新城万博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39,113.12 30,662.24

负债 14,445.15 5,913.01

净资产 24,667.97 24,749.23

营业收入 17,950.31 1,418.42

净利润 817.85 81.26

（9）常州新城万盛

公司名称 常州新城万盛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0年06月12日

营业期限 2010年06月12日至2030年6月11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东路158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483000274263

经营范围

房地产投资、开发、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新城万博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15,716.92 16,171.36

负债 2,488.10 3,148.89

净资产 13,228.82 13,022.47

营业收入 5,382.05 769.53

净利润 2,407.49 -206.35

（10）长沙新城万博

公司名称 长沙新城万博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年3月28日

营业期限 2011年3月28日至2031年3月27日

注册资本 4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望城县星城镇雷锋大道1999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430122000029959

经营范围 房地产投资、开发、销售；自有房屋租赁。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新城万博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129,141.90 114,706.28

负债 87,418.97 73,345.66

净资产 41,722.93 41,360.62

营业收入 53,073.98 15,842.76

净利润 -1,188.79 -362.31

（11）常州新城宏业

公司名称 常州新城宏业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年12月28日

营业期限 2009年12月28日至2029年12月27日

注册资本 78,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武宜北路19号吾悦广场4幢101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483000259485

经营范围

房地产投资、开发、销售。 实业投资；建设工程项目投资及投资咨询管理服务；

自有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新城万博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155,513.06 144,761.71

负债 67,479.05 59,098.74

净资产 88,034.01 85,662.97

营业收入 30,787.42 18,816.12

净利润 9,181.43 -2371.04

（12）武汉新城宏盛

公司名称 武汉新城宏盛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年5月9日

营业期限 2012年5月9日至2032年5月8日

注册资本 4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武汉市汉阳区江堤街太山寺特1-5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420105000092444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对房地产业投资；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新城万博持有70%股权、常州新城宏业持有3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52,487.50 46,362.38

负债 9,473.77 2,881.71

净资产 43,013.73 43,480.67

营业收入 53,607.27 403.73

净利润 7,540.16 466.94

（13）安庆新城悦盛

公司名称 安庆新城悦盛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年12月1日

营业期限 2014年12月1日至2064年11月30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人民路木材加工厂综合楼

营业执照注册号 340800000140295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新城万博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20,981.41 116,914.31

负债 21,055.33 103,112.75

净资产 -73.92 13,801.56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73.92 3,875.48

（14）常州悦盛

公司名称 常州悦盛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年05月15日

营业期限 2013年05月15日至2028年05月14日

注册资本 61,2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雅路18号105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000400005763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和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新城万博持有50%股权、香港卓盛持有5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141,247.32 128,164.17

负债 79,327.32 67,853.68

净资产 61,920.00 60,310.49

营业收入 43,709.28 46,053.44

净利润 1,926.91 -1,609.51

（15）常州汇盛

公司名称 常州汇盛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年05月15日

营业期限 2013年05月15日至2028年05月14日

注册资本 45,2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雅路18号106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000400005771

经营范围

房地产的开发和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新城万博持有50%股权、香港卓盛持有5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20,764.02 47,844.20

负债 2,741.67 29,828.50

净资产 18,022.35 18,015.70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1.57 -6.65

（16）常州卓盛

公司名称 常州卓盛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年05月15日

营业期限 2013年05月15日至2028年05月14日

注册资本 75,6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雅路18号107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000400005755

经营范围

房地产的开发和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新城万博持有50%股权、香港卓盛持有5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32,580.82 40,441.30

负债 2,319.19 10,179.74

净资产 30,261.63 30,261.56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55.61 -0.07

（17）长春悦盛

公司名称 长春新城悦盛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年09月29日

营业期限 2014年09月29日至2064年09月28日

注册资本 5,000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长春市绿园区皓月大路1170号508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220101400008845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香港益盛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47,773.68 146,646.87

负债 24,736.75 121,165.90

净资产 23,036.93 25,480.97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82.85 2,444.04

（18）镇江凯盛

公司名称 镇江凯盛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年06月07日

营业期限 2013年06月07日至2033年06月06日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镇江市丹徒新城华山街168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1100400018975

经营范围

从事镇江市丹徒区北至龙山路、西至华山路地块和东至华山路、南至谷阳大道

地块（宗地编号为2013-2-9、2013-2-10）内的普通房地产开发、销售（国家

禁止类、限制类除外）；从事本公司开发房屋的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香港益盛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58,478.03 60,884.61

负债 32,958.79 33,985.91

净资产 25,519.24 26,898.70

营业收入 - 23,325.92

净利润 -84.56 1,379.46

（19）丹阳宏盛

公司名称 丹阳新城宏盛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年11月05日

营业期限 2013年11月05日至2063年11月04日

注册资本 7,500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丹阳市开发区一纬路善巷村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1100400019324

经营范围

在丹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陵路以南、 凤凰路以东、 云阳路以北 （地块号：

G1334、G1335、G1336）内从事住宅、商业、写字楼、公寓的开发、销售、展示。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国家法律、 法规限定或者禁止企业经营以及须取得相关行

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香港恒宇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258,153.99 317,641.66

负债 205,585.83 262,701.17

净资产 52,568.16 54,940.49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6,726.92 2,372.33

（20）张家港鼎盛

公司名称 张家港鼎盛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年10月25日

营业期限 2013年10月25日至2063年10月24日

注册资本 12,000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张杨公路悦丰大厦102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000400006024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和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香港鼎盛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220,859.66 358,695.39

负债 139,405.47 272,688.37

净资产 81,454.18 86,007.02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8,400.81 4,552.84

（21）南昌悦盛

公司名称 南昌新城悦盛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年8月29日

营业期限 2014年8月29日至2064年8月28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高新五路588号耐林中心15层

营业执照注册号 360100520015954

经营范围

从事南昌东元路以北、京东大道以西（地块号：DAFJ2014046)内房地产开发

和经营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香港卓盛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92,007.24 170,044.28

负债 25,446.08 103,059.67

净资产 66,561.16 66,984.61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5,148.27 423.45

（22）苏州凯拓

公司名称 苏州凯拓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年06月20日

营业期限 2013年06月20日至2043年06月19日

注册资本 15250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长安村14组、21组（滨湖新城科创园）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000400005835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和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注 香港创隆持有14.89%股权、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有85.11%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271,022.63 222,705.92

负债 118,828.37 98,958.01

净资产 152,194.26 123,747.91

营业收入 116,999.29 9,518.51

净利润 27,402.58 3,811.36

注：根据新城控股控股子公司香港创隆与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以及苏州凯拓的

公司章程，新城控股通过香港创隆享有苏州凯拓的利润分配比例为65%、表决权比例为67%，因此，新城控股

对苏州凯拓具有控制权，故将其纳入新城控股的合并范围。

（23）苏州博盛

公司名称 苏州博盛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年06月20日

营业期限 2013年06月20日至2033年06月19日

注册资本 11,556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长安村14组、21组（滨湖新城科创园）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000400005843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和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香港恒轩持有64.9%股权、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有35.1%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163,783.42 215,558.96

负债 94,210.75 146,488.06

净资产 69,572.67 69,070.90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355.53 -501.76

（24）常州新城东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常州新城东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年06月04日

营业期限 2009年06月04日至 2019年06月03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常州市公园壹号花园1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400000032968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房产销售；自有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江苏新城持有60%股权；常州新龙创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4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16,871.10 15,776.85

负债 4,579.93 3,685.44

净资产 12,291.17 12,091.41

营业收入 1,306.90 498.26

净利润 523.93 -199.76

（25）常州新城万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常州新城万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年12月10日

营业期限 2009年12月10日至 2029年12月09日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东路158号创业服务中心686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483000258505

经营范围

房地产投资、开发、销售。 自有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常州新城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18,895.06 15,671.80

负债 5,579.11 6,688.26

净资产 13,315.95 8,983.54

营业收入 504.44 552.71

净利润 107.27 -332.42

（26）常州新城金郡房地产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常州新城金郡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年09月11日

营业期限 2009年09月11日至 2029年09月07日

注册资本 129,77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常州市新城金郡花园98-1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400000033627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产投资；自有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江苏新城持有10%股权；常州新城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9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184,501.01 156,248.96

负债 85,596.43 66,797.61

净资产 98,904.58 89,451.35

营业收入 71,709.59 7,281.59

净利润 -2,365.87 546.77

（27）常州新城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常州新城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8年04月26日

营业期限 1998年04月26日至2018年04月25日

注册资本 1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483000020657

经营范围

房产投资、开发、销售。 自有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江苏新城持有95.8%股权；王晓松持有4.2%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626,791.42 718,917.45

负债 313,060.84 244,383.90

净资产 313,730.58 474,533.55

营业收入 142,441.89 22,613.40

净利润 54,229.64 161,236.06

注：少数股东王晓松已出具放弃优先购买权承诺函，同意放弃其因拥有常州新城房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

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28）常州新龙创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常州新龙创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4年09月16日

营业期限 2004年09月16日至2024年09月15日

注册资本 3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常州新北区黄山路555号-5-58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407000004327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销售；自有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江苏新城持有80%股权；常州新城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2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95,527.12 101,791.19

负债 48,284.78 54,900.83

净资产 47,242.34 46,890.36

营业收入 14.73 -62.98

净利润 -1,388.60 -351.98

（29）常州万方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常州万方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02月06日

营业期限 2007年02月06日至 2027年02月05日

注册资本 6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东路158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483000023207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 [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酒店管理服务；会

议服务；物业管理服务；住宿；制售中餐、制售西餐、含冷菜、生食海产品、裱花

蛋糕；浴洗服务；游泳服务；健身服务、棋牌、桌球服务；洗衣服务；花卉出租、销

售；工艺品、日用百货销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

发与零售；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组织、策划；票务代理；复印、影印、打印；停车

服务；汽车租赁服务；零售卷烟（雪茄烟）。 ]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江苏新城持有2.5%股权；常州新城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97.5%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282,360.10 261,649.49

负债 195,620.40 188,109.43

净资产 86,739.70 73,540.06

营业收入 78,200.02 54,616.04

净利润 11,508.32 3,986.21

（30）常州市恒福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常州市恒福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年11月26日

营业期限 2009年11月26日至2019年11月25日

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常州市天宁区青龙西路1-80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400000033993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市政工程建设、建筑装潢工程、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常州新城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62,502.14 75,832.57

负债 59,532.68 73,601.96

净资产 2,969.46 2,230.61

营业收入 82,396.21 1,349.32

净利润 1,653.52 -738.85

截至2015年6月30日，新城控股位于境外的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成立日期 拟注册资本 已发行股本 注册地/住所 主营业务

1 茂源控股

2013年09

月27日

USD50,

000

USD100

P.O. � Box� 957, �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entre, �

Road� Town, � Tortola, �

British�Virgin�Islands

投资及投

资咨询

2 豪泰环球

2013年05

月28日

USD50,

000

USD100

P.O. � Box� 957, �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entre, �

Road� Town, � Tortola, �

British�Virgin�Islands

投资及投

资咨询

3 昇创有限

2013年04

月30日

USD50,

000

USD100

P.O. � Box� 957, �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entre, �

Road� Town, � Tortola, �

British�Virgin�Islands

投资及投

资咨询

4 优力有限

2013年11

月01日

USD50,

000

USD100

P.O. � Box� 957, �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entre, �

Road� Town, � Tortola, �

British�Virgin�Islands

投资及投

资咨询

5

香港汇盛发展有

限公司

2014年08

月22日

HKD10,

000,000

HKD10,

000,000

香港北角蚬壳街9-23号秀明

中心12楼D室

投资及投

资咨询

6

香港吾悦发展有

限公司

2014年09

月12日

HKD10,

000,000

HKD10,

000,000

香港北角蚬壳街9-23号秀明

中心12楼D室

投资及投

资咨询

7

香港创隆发展有

限公司

2014年10

月28日

HKD100 HKD100

UNIT� D� 12/F� SEARIGHT�

PLAZA� 9-23� SHELL� ST.

NORTH� POINT� HONG�

KONG

投资及投

资咨询

8

香港恒轩发展有

限公司

2014年09

月24日

HKD1,

308,200,

004

HKD1,

308,200,

004

UNIT� D� 12/F� SEARIGHT�

PLAZA� 9-23� SHELL� ST.

NORTH� POINT� HONG�

KONG

投资及投

资咨询

9

香港益盛发展有

限公司

2014年01

月10日

HKD1 HKD1

UNIT� D� 12/F� SEARIGHT�

PLAZA� 9-23� SHELL� ST.

NORTH� POINT� HONG�

KONG

投资及投

资咨询

10

香港恒宇发展有

限公司

2013年07

月16日

HKD1 HKD1

UNIT� D� 12/F� SEARIGHT�

PLAZA� 9-23� SHELL� ST.

NORTH� POINT� HONG�

KONG

投资及投

资咨询

11

香港鼎盛发展有

限公司

2013年07

月16日

HKD1 HKD1

UNIT� D� 12/F� SEARIGHT�

PLAZA� 9-23� SHELL� ST.

NORTH� POINT� HONG�

KONG

投资及投

资咨询

12

香港卓盛发展有

限公司

2014年01

月10日

HKD1 HKD1

UNIT� D� 12/F� SEARIGHT�

PLAZA� 9-23� SHELL� ST.

NORTH� POINT� HONG�

KONG

投资及投

资咨询

13

永康企业有限公

司

2015年4月

21日

USD50,

000

USD1

P.O.�Box�957,�Offshore�

Incorporations�Centre,�

Road�Town,�Tortola,�

British�Virgin�Islands

投资及投

资咨询

14

永胜创投有限公

司

2015年5月

28日

USD50,

000

USD1

P.O.�Box�957,�Offshore�

Incorporations�Centre,�

Road�Town,�Tortola,�

British�Virgin�Islands

投资及投

资咨询

15

尊锋投资有限公

司

2015年5月

29日

USD50,

000

USD1

P.O.�Box�957,�Offshore�

Incorporations�Centre,�

Road�Town,�Tortola,�

British�Virgin�Islands

投资及投

资咨询

16

香港禧盛发展有

限公司

2015年6月

19日

HKD1 HKD1

UNIT� D� 12/F� SEABRIGHT�

PLAZA� 9-23� SHELL� ST.

NORTH� POINT� HONG�

KONG

投资及投

资咨询

17

香港瑞盛发展有

限公司

2015年6月

19日

HKD1 HKD1

UNIT� D� 12/F� SEABRIGHT�

PLAZA� 9-23� SHELL� ST.

NORTH� POINT� HONG�

KONG

投资及投

资咨询

18

香港泽盛发展有

限公司

2015年6月

19日

HKD1 HKD1

UNIT� D� 12/F� SEABRIGHT�

PLAZA� 9-23� SHELL� ST.

NORTH� POINT� HONG�

KONG

投资及投

资咨询

（四）发行人合营、联营公司情况

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本公司共拥有9家合营公司、2家联营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合营公司

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共拥有9家合营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上海新城旭地房地产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新城旭地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年10月11日

营业期限 2013年10月11日至2033年10月10日

注册资本 12,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晓松

注册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海丰路65号3252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16002958081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房地产开发资质 暂定资质（沪房管（金山）第0000428号）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上海新城万嘉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50%股权；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持

有5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114,390.38 164,063.91

负债 103,116.18 153,063.33

净资产 11,274.20 11,000.58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717.36 -274.89

（2）苏州新城万瑞房地产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苏州新城万瑞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年08月14日

营业期限 2014年08月14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 29,687.5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越溪街道东太湖路38号4幢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506000426744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房地产开发资质 二级暂定资质（苏州KF14156）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昆山新城创宏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17%股权；苏州新城创佳置业有限公司持

有51%股权；上海歌斐鹏滨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32%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82,467.85 118,476.71

负债 66,881.42 89,347.89

净资产 15,586.43 29,128.82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38.57 -520.10

（3）南京新城万隆房地产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南京新城万隆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年04月24日

营业期限 2014年04月24日至2034年04月23日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西岗办事处摄山星城天佐路1号132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113000216021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房地产开发资质 二级暂定资质（南京KF14070）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南京新城万嘉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70%股权；南京工密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3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344,399.34 436,513.32

负债 245,300.77 338,387.66

净资产 99,098.57 98,125.66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901.43 -972.90

（4）青岛卓越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青岛卓越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年12月1日

营业期限 2014年12月1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华

注册地址 青岛市市北区延吉路128号-30

营业执照注册号 370203230183210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青岛新城创置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50%股权；卓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5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87,724.78 231,156.85

负债 86,756.50 230,733.79

净资产 968.28 423.06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31.72 -576.94

注：暂无房地产开发项目，故未申请办理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

（5）上海恒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恒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3月3日

营业期限 2015年3月3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 34,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彭汉平

注册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永丰街道玉树路269号5号楼32335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17003231255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建材（除危险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房地产开发资质 暂定资质（沪房管（松江）第0000513号）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上海新城万嘉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28%股权；海卓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16%股权；上海市北祥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28%股权；上海首创正恒置业有限

公司持有28%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 34,040.08

负债 / 43.50

净资产 / 33,996.58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 -3.42

注： 2015年方才设立，无2014年数据。

（6）上海松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松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4月10日

营业期限 2015年4月10日至2035年4月9日

注册资本 24,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徐锴

注册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永丰街道玉树路269号5号楼32359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17003244981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房地产开发资质 暂定资质（沪房管（松江）第0000515号）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江苏新城持有16%股权；上海首创正恒置业有限公司持有28%股权；上海市北

祥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28%股权；上海祥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28%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 26,251.67

负债 / 2,251.82

净资产 / 23,999.85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 -0.15

注：2015年方才设立，无2014年数据。

（7）昆山德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昆山德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03月27日

营业期限 2015年03月27日至 2035年03月26日

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玉山镇香溢紫郡花园7号楼5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583000794616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苏州新城创佳置业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 31,980.56

负债 / 29,994.74

净资产 / 1,985.82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 -14.18

注：房地产开发资质尚在申请办理中；2015年方才设立，无2014年数据。

（8）常熟中置房地产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常熟中置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6月11日

营业期限 2015年6月11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 4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丁明芳

注册地址 苏州市常熟市香山北路88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581000394592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房屋出租。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苏州新城创佳置业有限公司持有65%股权；常熟中南世纪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持有35%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 /

负债 / /

净资产 / /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 /

注：房地产开发资质尚在申请办理中；2015年6月方才设立，截至2015年6月30尚未出资，故2015年6月暂

无数据。

（9）常熟万中城房地产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常熟万中城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06月05日

营业期限 2015年06月05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韦业宁

注册地址 常熟市联丰路58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581000393772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建设，物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苏州新城创佳置业有限公司持有20%股权；常熟中南世纪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持有20%股权；江苏苏南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6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 /

负债 / /

净资产 / /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 /

注：房地产开发资质尚在申请办理中；2015年6月方才设立，截至2015年6月30尚未出资，故2015年6月暂

无数据。

2、联营公司

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共拥有2家联营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上海万之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万之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年3月29日

营业期限 2011年3月29日至2021年3月28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孙嘉

注册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环城路2222号3幢210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14002248605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工程，建筑装潢材料、五金交电、水暖器材的

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房地产开发资质 暂定资质证书（沪房管（嘉定）第0000488号）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上海新城万嘉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50%股权；上海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

5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179,207.15 85,780.23

负债 171,943.78 63,881.69

净资产 7,263.37 21,898.54

营业收入 46,062.26 98,019.60

净利润 569.76 14,635.17

注：项目已竣工，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暂未办理续期。

（2）上海蓝天创业房地产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蓝天创业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0年8月4日

营业期限 2010年8月4日至2020年8月3日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裴家文

注册地址 嘉定区真南路4268号2幢305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14002161064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实业投资，建筑工程，绿化工程，建筑装潢，物业管理，企业

管理及咨询，建材、金属材料、五金交电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上海新城万嘉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20%股权；上海铭靖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20%股权；上海蓝天经济城发展有限公司持有6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5,027.73 5,031.21

负债 0.00 7,5

净资产 5,027.73 5,023.71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13 -4.02

注：暂无房地产开发项目，故未申请办理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

五、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常州富域

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常州富域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常州富域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2年4月27日

营业期限 2002年4月27日至2033年08月21日

注册资本 30,18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振华

注册地址 江苏武进经济开发区腾龙路2号1号楼A座108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400400011362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咨询（除金融、证券、期货）、企业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香港创拓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经普华永道审计）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5年6月30日/2015

年1-6月

总资产 5,141,200.87 5,746,825.26

负债 3,909,508.42 4,469,739.15

净资产 1,231,692.45 1,277,086.11

营业收入 2,071,867.00 880,261.76

净利润 175,984.79 80,784.39

2、实际控制人

新城控股的实际控制人为王振华先生。

王振华，男，53岁，中国国籍，香港居留权，高级工程师；现任新城控股董事长，同时担任新城发展董事长、

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 江苏新城董事长。 王先生1993年创办武进新城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新城前

身），曾担任武进新城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创立江苏新城前，王先生历任武进第一棉纺厂车间副主

任、湖塘区织布厂厂长。 王先生毕业于长江商学院EMBA。

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除常州富域及其子公司、常州德润、新城控股及其子公司以外，王振华先生控制

的其他重要企业基本情况如下图所示：

（二）发行人的独立性

新城控股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均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

独立经营能力：

1、 资产独立

在资产方面，新城控股拥有独立、完整的、生产经营所需的资产、许可，包括在控股子公司、合营公司中所

持的股权资产等。 新城控股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的资产产权关系清晰，新城控股的资产完全独

立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新城控股目前没有以资产和权益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违规提供

担保的情形，也不存在资产、资金被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而损害新城控股利益的情形。

2、 人员独立

新城控股建立了独立的劳动、人事、工资报酬及社会保障管理体系，独立招聘员工，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新城控股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选举或聘任产生。

新城控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中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条件的规定，其任职均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新城控股股东大会或/和董事会等权力机关履行合法

程序产生，不存在控股股东超越新城控股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作出人事任免决定的情形。

新城控股的高级管理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任除董事、 监事以外的其它职

务，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新城控股的财务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中兼职。

3、 财务独立

新城控股设置了独立的财务部门，配备了独立的财务人员，并建立健全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规范的财

务会计制度和完整的财务管理体系，独立进行财务决策。 新城控股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单独开

立基本账户，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形，也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干预新城控股资金使用的状况。 此外，新城控股作为独立纳税人，单独办理《税务登记

证》（税务登记证号：苏常税字320400832301号），依法独立纳税，不存在与股东单位混合纳税的现象。

4、 机构独立

新城控股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

会及其下属各专业委员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等决策、经营管理及监督机构，明确了各机构的职权范围，建立

了规范、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和适合自身业务特点及业务发展需要的组织结构，拥有独立的职能部门，各职能

部门之间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保证了公司的规范运作。新城控股的机构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

制的其他企业分开且独立运作，拥有机构设置自主权，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混合经

营的情况。

5、 业务独立

新城控股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1）拥有完整的法人财产权、经营决策权

和实施权，从事的经营业务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2）拥有从事业务经营所需的相应

资质；3）拥有独立的生产经营场所，开展业务所必需的人员、资金、设备和配套设施，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

来的包括产、供、销系统在内的独立完整的业务体系，能够顺利组织开展相关业务，具有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

能力；4）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也不存在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六、发行人法人治理结构

新城控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组成的治理架构，形成了权责明确、运作

规范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制衡机制。 新城控股制订了《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监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秘书工作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 等相应配套

的规章制度，明确了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之间的权责范围和工作程序，规范和完善了新城控股的治理

结构。 董事会设立了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等专门工作机构，并制定了相

应的工作细则和管理制度，有效增强了董事会决策的客观性、科学性。

（一）股东大会

根据新城控股《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是新城控股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1）决定新城控股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2）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3）审议批准董事会报告；

（4）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5）审议批准新城控股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6）审议批准新城控股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7）对新城控股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8）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9）对新城控股的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10）修改《公司章程》；

（11）对新城控股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12）审议批准《公司章程》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上接A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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