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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7年6月15日以专人送

达、 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7年6月1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蒋思海先生召集并

主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通过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度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提高融资上账效率，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

从事房地产业务》等相关规定，在本年初预计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基础上，公

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2017年度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

（含各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事项。 具体担保事项如下：

1、 公司预计在2017年度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额不超过349.8亿

元（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提交股东大

会审批的全部担保情形），具体详见预计融资担保情况表；

2、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额度的前提下，授权公司董事长审批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具体事宜;

3、在满足下列条件下，公司可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在担保对象间

进行调剂：

（1）获调剂方为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子公司；

（2）获调剂方的单笔担保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3）获调剂方未出现财务情况恶化导致资产负债率超过70%、贷款逾期等风

险；

（4）公司按出资比例对获调剂方提供担保或采取了反担保等相关风险控制措

施。

预计融资担保情况表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年初预计担

保额度

已公告担保

发生额

本次预计新

增担保额度

本年度剩

余担保额

度

重庆金科汇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0,000 100,000 300,000 340,000

重庆市金科星聚置业有限公司 70,000 50,000 120,000

重庆市金科途鸿置业有限公司 40,000 0 40,000

重庆市金科昌锦置业有限公司 50,000 0 50,000

遵义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000 0 40,000

重庆金科宏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3,000 50,000 0 13,000

重庆金科郡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 85,000 55,000 0

重庆市金科上尊置业有限公司 20,000 0 20,000

重庆市金科正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30,000 0 30,000

重庆金科金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 50,000 80,000

重庆市金科汇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30,000 26,400 0 3,600

重庆金科坤基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100,000

重庆市江津区金科国竣置业有限公

司

30,000 60,000 90,000

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科润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20,000 0 20,000

重庆金科骏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3,000 153,000 20,000 0

重庆金科嘉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0,000 200,000 20,000 0

重庆金科骏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0 50,000

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弘景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80,000 70,000 0 10,000

重庆金科巫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 0 20,000

重庆金科竹宸置业有限公司 90,000 65,000 105,000 130,000

云南金万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34,500 50,000 65,500

南宁金卓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96,000 206,000 160,000

柳州金明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 60,000 110,000 80,000

重庆凯尔辛基园林有限公司 20,000 9,000 0 11,000

重庆展弘园林有限公司 20,000 6,000 0 14,000

重庆天豪门窗有限公司 20,000 0 20,000

重庆源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000 5,000 0 15,000

重庆新起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000 0 20,000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20,000 10,000 30,000

安徽西湖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50,000 0 50,000

郑州新银科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 20,000 120,000

句容亿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000 0 80,000

金科集团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1,000 150,000 191,000

青岛誉华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7,000 33,000 80,000

青岛都顺置业有限公司 15,000 50,000 65,000

山东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5,000 104,799 50,000 60,201

济南海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1,000 60,000 81,000

北京金科兴源置业有限公司 95,000 80,000 0 15,000

湖南金科亿达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50,000 30,000 80,000

重庆金科科健置业有限公司 80,000 0 80,000

内江金科利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0 50,000

陕西金润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000 0 80,000

金科地产集团武汉有限公司 250,000 300,000 50,000 0

湖南靓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 35,000 5,000 0

哈密华冉东方景峡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

50,000 0 50,000

新疆金科宜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000 0 40,000

重庆市金科和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10,000 110,000

重庆金佳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90,000 190,000

重庆中讯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220,000 220,000

重庆金科亿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2,000 32,000 0

深圳金科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重庆盛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合肥金科骏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合肥金科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0 60,000

合肥金科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0,000 110,000

河南国丰园置业有限公司 300,000 300,000

河南中建锦伦置业有限公司 70,000 70,000

无锡金科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0 60,000

如皋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0 60,000

苏州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0 60,000

苏州常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000 80,000

青岛海昌置业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0

山东领航置业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天津滨耀置业有限公司 40,000 40,000

北京金科纳帕置业有限公司 80,000 80,000

浏阳金科置业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郴州金科凯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雅安金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2,000 82,000

成都市江龙投资有限公司 40,000 40,000

成都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000 15,000

成都金科卓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 5,000

内江金科弘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总计 2,670,000 1,531,699 3,498,000 4,636,301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

于公司2017年度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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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预计新增对控股

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预计2017年度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并非新增的实际担保金额，实

际担保金额尚需以实际签署并发生的担保合同为准。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金科股份” ）及控股

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了提高融资上账效率，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在本年初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预计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基础上， 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

批准公司2017年度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提供如下担保（含各控股子公司相互间

提供的担保）：

1、 公司预计在2017年度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额不超过349.8亿

元（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提交股东大

会审批的全部担保情形），具体详见预计融资担保情况表；

2、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额度的前提下，授权公司董事长审批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具体事宜;

3、在满足下列条件下，公司可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在担保对象间

进行调剂：

（1）获调剂方为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子公司；

（2）获调剂方的单笔担保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3）获调剂方未出现财务情况恶化导致资产负债率超过70%、贷款逾期等风

险；

（4）公司按出资比例对获调剂方提供担保或采取了反担保等相关风险控制措

施。

上述议案经2017年6月19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

结果为：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预计融资担保情况表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年初预计担

保额度

已公告担保

发生额

本次预计新

增担保额度

本年度剩

余担保额

度

重庆金科汇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0,000 100,000 300,000 340,000

重庆市金科星聚置业有限公司 70,000 50,000 120,000

重庆市金科途鸿置业有限公司 40,000 0 40,000

重庆市金科昌锦置业有限公司 50,000 0 50,000

遵义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000 0 40,000

重庆金科宏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3,000 50,000 0 13,000

重庆金科郡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 85,000 55,000 0

重庆市金科上尊置业有限公司 20,000 0 20,000

重庆市金科正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30,000 0 30,000

重庆金科金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 50,000 80,000

重庆市金科汇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30,000 26,400 0 3,600

重庆金科坤基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100,000

重庆市江津区金科国竣置业有限公

司

30,000 60,000 90,000

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科润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20,000 0 20,000

重庆金科骏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3,000 153,000 20,000 0

重庆金科嘉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0,000 200,000 20,000 0

重庆金科骏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0 50,000

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弘景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80,000 70,000 0 10,000

重庆金科巫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 0 20,000

重庆金科竹宸置业有限公司 90,000 65,000 105,000 130,000

云南金万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34,500 50,000 65,500

南宁金卓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96,000 206,000 160,000

柳州金明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 60,000 110,000 80,000

重庆凯尔辛基园林有限公司 20,000 9,000 0 11,000

重庆展弘园林有限公司 20,000 6,000 0 14,000

重庆天豪门窗有限公司 20,000 0 20,000

重庆源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000 5,000 0 15,000

重庆新起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000 0 20,000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20,000 10,000 30,000

安徽西湖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50,000 0 50,000

郑州新银科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 20,000 120,000

句容亿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000 0 80,000

金科集团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1,000 150,000 191,000

青岛誉华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7,000 33,000 80,000

青岛都顺置业有限公司 15,000 50,000 65,000

山东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5,000 104,799 50,000 60,201

济南海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1,000 60,000 81,000

北京金科兴源置业有限公司 95,000 80,000 0 15,000

湖南金科亿达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50,000 30,000 80,000

重庆金科科健置业有限公司 80,000 0 80,000

内江金科利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0 50,000

陕西金润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000 0 80,000

金科地产集团武汉有限公司 250,000 300,000 50,000 0

湖南靓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 35,000 5,000 0

哈密华冉东方景峡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

50,000 0 50,000

新疆金科宜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000 0 40,000

重庆市金科和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10,000 110,000

重庆金佳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90,000 190,000

重庆中讯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220,000 220,000

重庆金科亿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2,000 32,000 0

深圳金科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重庆盛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合肥金科骏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合肥金科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0 60,000

合肥金科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0,000 110,000

河南国丰园置业有限公司 300,000 300,000

河南中建锦伦置业有限公司 70,000 70,000

无锡金科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0 60,000

如皋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0 60,000

苏州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0 60,000

苏州常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000 80,000

青岛海昌置业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0

山东领航置业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天津滨耀置业有限公司 40,000 40,000

北京金科纳帕置业有限公司 80,000 80,000

浏阳金科置业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郴州金科凯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雅安金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2,000 82,000

成都市江龙投资有限公司 40,000 40,000

成都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000 15,000

成都金科卓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 5,000

内江金科弘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总计 2,670,000 1,531,699 3,498,000 4,636,301

二、本次新增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重庆金科汇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05月17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凤栖路8号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 自有房屋出租；机电设备安装；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 经审计总资产为278,161.77万元， 净资产为9,592,24万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176,203.90万元，净利润13,279.83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390,968.08万元，净资产为12,787.64万

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22,449.23万元，净利润3,195.39万元。

2、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和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03月06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长寿区菩提大道91号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 经审计总资产为152,936.33万元， 净资产为61,835.95万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91,257.95万元，净利润5,031.00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132,959.94万元，净资产为60,011.13万

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32,676.50万元，净利润-1,824.82万元。

3、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星聚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01月28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学智路95号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4,5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自有房屋出租；机电设备安装；企业管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 经审计总资产为227,482.57万元， 净资产为26,916.75万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139,196.49万元，净利润19,677.62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 未经审计总资产为429,961.96万元， 净资产为28,167.80�

万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7,854.76万元，净利润1,251.06万元。

4、公司名称：重庆金科郡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10月30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大道28-2号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产品、五金交电；

自有房屋出租；企业管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为344,248.00万元，净资产为70,560.47万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71,456.99万元，净利润-2,273.31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559,512.31万元，净资产为74,399.89万

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27,853.64万元，净利润3,839.41万元。

5、公司名称：重庆金科金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08月11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川区北腊口林业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产品；自有房屋出

租；企业管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为134,979.90万元，净资产为43,240.11万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43,196.72万元，净利润1,427.06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144,486.47万元，净资产为43,890.41

万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2,522.76万元，净利润650.31万元。

6、公司名称：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日期：1997年11月06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人和镇双宁路161-197-2号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

自有房屋出租；机电设备安装；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为979,979.67万元，净资产为142,154.27万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36,675.36万元，净利润113,406.33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 未经审计总资产为1,329,810.99万元， 净资产为144,

093.33万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4,619.99万元，净利润1,939.07万元。

7、公司名称：重庆市江津区金科国竣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12月28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几江时代购物广场B区B2幢9号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建筑装饰材料、化工产品、五金交

电；本企业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为291,443.45万元，净资产为127,271.40万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103,607.81万元，净利润13,000.75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443,945.94万元，净资产为132,935.39

万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29,141.06万元，净利润5,663.99万元。

8、公司名称：重庆金佳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01月23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凤栖路8号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130,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产品、五金交电；

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

该公司系2017年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数据。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60,781.21万元，净资产为-22.11万元，

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2.11万元。

9、公司名称：重庆中讯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06月04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高新园星光大道62号海王星科技大厦A区8楼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信息咨询；销售建筑材料。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 经审计总资产为16,430.95元， 净资产为 -1,331.04万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7,025.90万元，净利润 2,889.68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109,224.76万元，净资产为-1,328.51

万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24.79万元，净利润2.54万元。

10、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骏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07月15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开县云枫滨湖路（金科开州城）

法定代表人：何俊杰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建筑材料销售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为818,454.58万元，净资产为219,791.41万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132,335.81万元，净利润25,752.13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994,508.11万元，净资产为220,162.27

万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2,943.72万元，净利润370.86万元。

11、公司名称：重庆金科竹宸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08月27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新南路184号附4、5号金科星城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学产品、五金交电；

自有房屋出租；商业运营；机电设备安装；企业管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 经审计总资产为80,916.12万元， 净资产为2,942.73万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55.93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266,254.77万元，净资产为2,814.77万

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2.95万元，净利润-127.96万元。

12、公司名称：重庆金科亿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05月28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茶园新区香溪路1号附9号3-2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产品；自有房屋出

租；企业管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金科亿佳经审计总资产为147,045.71万元，净资产为2,076.84

万元，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50.60万元，净利润-273.17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金科亿佳未经审计总资产为127,099.30万元，净资产为2,

094.05万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8.18万元，净利润17.21万元。

13、公司名称：云南金万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07月03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六甲乡六甲村委会2号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高亢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土地开发、物业管理、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8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为1,984.87万元，净资产为1,984.63万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4.71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37,860.71万元，净资产为1,954.37� 万

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30.26万元。

14、公司名称：南宁金卓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12月15日

注册地址：南宁市高新四路9号办公综合楼A416号房

法定代表人：蒋思德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化工产品、装饰材料、五金机电；

自有房屋出租；机电设备安装；企业管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为9,368.28万元，净资产为2,997.25万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75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 未经审计总资产为64,494.16万元， 净资产为2,862.67万

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34.58万元。

15、公司名称：柳州金明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12月19日

注册地址：南宁市高新四路9号办公综合楼A416号房

法定代表人：蒋思德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化工产品、装饰材料、五金机电；

自有房屋出租；机电设备安装；企业管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金科持有其100%的股权。

该公司系2016年年末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数据。

截止2017年3月末， 未经审计总资产为23,558.49万元， 净资产为2,962.43万

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37.57万元。

16、公司名称：深圳金科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05月02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88号中心商务大厦1510

法定代表人：高亢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信息咨询，国内贸易。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该公司系2017年5月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17、公司名称：重庆盛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04月25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兴盛大道55号附6号中渝.梧桐郡三期7幢-

商业6

法定代表人：王延军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屋销售代理；从事建筑相关业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由本公司合并报表。

该公司系2017年4月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18、公司名称：合肥金科骏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12月30日

注册地址：合肥市庐阳区临泉路北元一名城C8#商业106

法定代表人：田品勇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该公司系2016年年末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数据。

截止2017年3月末， 未经审计总资产为56,459.72万元， 净资产为1,970.95万

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9.05万元。

19、公司名称：合肥金科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12月30日

注册地址：合肥市瑶海区芜湖路1号御景湾小区2幢2220

法定代表人：田品勇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该公司系2016年年末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数据。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128,303.81万元，净资产为1,933.22万

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66.78万元。

20、公司名称：合肥金科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12月30日

注册地址：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南路新都会环球广场5-608

法定代表人：田品勇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

股权。

该公司系2016年年末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数据。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280,183.55万元，净资产为1,863.31万

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36.69万元。

21、公司名称：郑州新银科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03月25日

注册地址：郑州高新开发区瑞达路96号科技创业广场1幢4层B410、411号

法定代表人：张大领

注册资本：10,204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由本公司合并报表。

截止2016年末， 经审计总资产为534,667.83万元， 净资产为4,607.63万元，

2016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0万元，净利润-4,483.41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593,014.21万元，净资产为4,405.17

万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02.46万元。

22、公司名称：河南国丰园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07月24日

注册地址：郑州市中原区航海西路街道办事处郭厂村委会办公楼1楼

法定代表人：赵合庄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城中村改造、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室内外

装饰装修。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 经审计总资产为95,412.50万元， 净资产为6,252.66万元，

2016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0万元，净利润 -2,274.05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213,039.48万元，净资产为5,875.13万

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377.52万元。

23、公司名称：河南中建锦伦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10月12日

注册地址：郑州市中牟县郑开大道与人文路交叉口向南100米路东

法定代表人：王海堂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批发零售：建筑材料。

与本公司关系： 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远威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70%

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为33,063.28万元，净资产为-111.51万元，2016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0万元，净利润-111.51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 未经审计总资产为33,012.36万元， 净资产为-145.79万

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34.29万元。

24、公司名称：无锡金科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03月11日

注册地址：无锡市新区米兰花园43-250

法定代表人：毛根生

注册资本：36,664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投资咨询服务；房地产咨询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为605,844.91万元，净资产为155,124.81万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214,586.24万元，净利润21,347.71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841,379.23万元，净资产为157,067.69

万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1,006.11万元，净利润1,942.87万元。

25、公司名称：如皋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06月06日

注册地址：如皋市如城街道城西社区四组

法定代表人：曹昌军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 经审计总资产为89,605.27万元， 净资产为10,346.81万元，

2016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2,444.79万元，净利润2,178.14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91,392.42万元，净资产为10,423.06万

元，2017年1-3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391.59万元，净利润76.25万元。

26、公司名称：金科集团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07月27日

注册地址：苏州高新区塔园路369号

法定代表人：赵波

注册资本：40,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自有房屋租赁、酒店管理、餐饮服务、住宿服务、会

务会展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 经审计总资产为188,543.61万元， 净资产为49,371.35万元，

2016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0,274.40万元，净利润6,913.33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245,021.29万元，净资产为49,628.48

万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7,381.49万元，净利润257.13万元。

27、公司名称：苏州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05月17日

注册地址：常熟市辛庄镇新阳大道100号

法定代表人：赵波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租赁。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该公司系2017年5月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28、公司名称：苏州常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05月17日

注册地址：常熟市辛庄镇新阳大道100号

法定代表人：赵波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租赁。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该公司系2017年5月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29、公司名称：青岛誉华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03月09日

注册地址：青岛市市北区嘉兴路32号-2-328

法定代表人：李大伟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信息咨询；物业管理。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为273,579.39万元，净资产为-2,268.96万元，

2016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1.03万元，净利润-1,635.34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319,740.57万元，净资产为-2,396.16

万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28.85万元，净利润-127.19万元。

30、公司名称：青岛都顺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06月13日

注册地址：青岛市城阳区上马街道前程社区（正阳路北侧、双拥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李大伟

注册资本：18075.78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装饰装潢、园林绿化。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7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 经审计总资产为109,613.08万元， 净资产为11,656.12万元，

2016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1,940.18万元，净利润-2,824.00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 未经审计总资产为90,207.37万元， 净资产为9,681.38万

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39,692.10万元，净利润-2,226.18万元。

31、公司名称：青岛海昌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03月22日

注册地址：青岛市李沧区青山路706-16号

法定代表人：吴吉锋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室内外装饰装璜工程；批发、

零售：建筑材料、装饰装潢材料、陶瓷制品、钢材、木材、日用百货。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为18,908.53万元，净资产为-31.78万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31.78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93,410.77万元，净资产为-36.53万元，

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4.76万元。

32、公司名称：山东领航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01月14日

注册地址：章丘市明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保障楼315室

法定代表人：董新建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建房屋及配套设施的出租；物业管理；以

自有资产对外投资；计算机软硬件、电子商务平台软硬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

机软硬件设备的销售。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由本公司合并报表。

截止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为6,295.12万元，净资产为5,241.38万元，2016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0万元，净利润-58.62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 未经审计总资产为11,757.03万元， 净资产为5,184.69万

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56.70万元。

33、公司名称：山东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12月05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西城大厦第8层801-802、806-809室

法定代表人：李大伟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以自有资产投资及投资咨询，物业管理。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为137,126.97万元，净资产为234.90万元，2016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0万元，净利润-285.20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205,134.49万元，净资产为146.12万元，

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88.79万元。

34、公司名称：济南海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08月25日

注册地址：济南市天桥区水屯北路2号

法定代表人：李大伟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投资、开发、经营；销售：建筑材料、陶瓷制品、钢材；室内

外装饰装修设计施工；房地产及工程项目咨询；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 经审计总资产为76,061.7万元， 净资产为-1,308.32万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921.7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76,928.33万元，净资产为-1,344.30万

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35.97万元。

35、公司名称：天津滨耀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12月14日

注册地址：天津市静海县团泊大桥收费站南侧、津团公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刘宏兵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商品房销售；市政、公路、土木工程项目的

建设；企业项目策划；会议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 经审计总资产为12,531.32万元， 净资产为2,958.30万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8.8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 未经审计总资产为15,535.04万元， 净资产为2,958.75万

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45万元。

36、公司名称：北京金科纳帕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04月20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沙顺路68号翰宏花园会所

法定代表人：谢滨阳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房地产信息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为258,837.22万元，净资产为-5,019.95万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138，145.07万元，净利润-6,418.64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238,801.07万元，净资产为-2,716.31

万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30,595.64万元，净利润2,303.64万元。

37、公司名称：湖南金科亿达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01月05日

注册地址：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十一路南段18号

法定代表人：谢滨阳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自有房屋及场地租赁，物业管理，房地产

咨询及中介服务；酒店管理；以自有资产进行房地产、产业园区的投资及股权投资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7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 经审计总资产为186,705.37万元， 净资产为5,813.06万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79.00万元，净利润-3,129.50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225,450.30万元，净资产为3,487.73万

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9.23万元，净利润-2,325.32万元。

38、公司名称：浏阳金科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05月11日

注册地址：浏阳市集里马鞍山小区29号

法定代表人：况进林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凭本企业资质证书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

销售；金属材料；五金、交电销售；机电设备安装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湖南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持有其

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为125,103.72万元，净资产为-20,005.01万元，

2016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7.83万元，净利润-4,804.19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123,157.24万元，净资产为-20,786.06

万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2.86万元，净利润-781.04万元。

39、公司名称：郴州金科凯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09月27日

注册地址：郴州市苏仙区观山洞街道下白水村六组（东城宾馆五楼）

法定代表人：况进林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为67,951.25万元，净资产为448.92万元，2016年

实现营业收入18,524.59万元，净利润3,366.96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63,835.37万元，净资产为203.00万元，

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3,238.95万元，净利润-245.92万元。

40、公司名称：雅安金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05月12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胜利路8号“花都丽景” 2幢1楼10号

法定代表人：杨程钧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地产营销策划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该公司系2017年5月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41、公司名称：成都市江龙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06月18日

注册地址：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五津西路105号3楼

法定代表人：杨程钧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项目投资（不含期货、金融、证券）；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营

销代理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为162,007.34万元，净资产为43,209.63万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31,154.33万元，净利润-9,268.17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154,740.65万元，净资产为42,102.25

万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370.42万元，净利润-1,107.39万元。

42、公司名称：成都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11月13日

注册地址：成都市成华区青龙场致祥路44号1-5幢10号

法定代表人：杨程钧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营销代理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 经审计总资产为370,451.48万元， 净资产为47,835.22万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50,908.96万元，净利润989.03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470,297.11万元，净资产为46,799.81万

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2,562.39万元，净利润-1,035.41万元。

43、公司名称：成都金科卓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09月12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街道群益路57号

法定代表人：杨程钧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营销策划。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 经审计总资产为153,503.39万元， 净资产为5,287.47万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8.60万元，净利润-1,478.76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183,058.57万元，净资产为4,942.49�万

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21,646.32万元，净利润-344.99万元。

44、公司名称：金科地产集团武汉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05月25日

注册地址：洪山区和平街青城华府G6-10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杨程钧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地产营销策划。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为57,044.89万元，净资产为-66.50万元，2016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0万元，净利润-66.50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350,892.25万元，净资产为4,824.80万

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08.70万元。

45、公司名称：重庆金科嘉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05月09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新南路184号附10、11号金科星城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化工产品、五

金交电；自有房屋租赁；机电设备安装；企业管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金科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 2016� 年末， 经审计总资产为62,010.80万元， 净资产2,992.60万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6.75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125,517.35万元，净资产为2,993.44万

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84万元。

46、公司名称：湖南靓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11月04日

注册地址：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商贸城 D-7�栋第 18、19、20�鏠

法定代表人：况进林

注册资本：4,4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机电产品、家用电器及政策允许的

化工产品、装饰材料。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8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为111,246.65万元，净资产为-4,765.25万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42,868.97万元，净利润-3,050.17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113,811.22万元，净资产为-3,326.61

万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4,910.83万元，净利润1,438.64万元。

47、公司名称：内江金科弘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08月22日

注册地址：内江市东兴区中兴路51号9幢2单元

法定代表人：邓勇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书经营)；房地产营销代理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7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 经审计总资产为255,946.29万元， 净资产为56,767.66万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65,231.05万元，净利润3,795.44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257,639.90万元，净资产为56,038.86万

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4,929.70万元，净利润-728.80万元。

48、公司名称：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12月02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义和镇兴义南路88号

法定代表人：陶国林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批发及统一配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

工产品、机械设备、摩托车及配件；市场经营管理；自有房屋出租；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绿化植物或观赏植物种植、批发及配送；本企业分销网络建设。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 经审计总资产为657,299.56万元， 净资产为32,633.64万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84,317.69万元，净利润2,929.42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962,963.89万元，净资产为33,241.13万

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22,518.47万元，净利润607.49万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目前尚未与贷款机构签订担保协议。 公司将按照相关

规定，在上述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并审慎判断， 上述担保事项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的融资担保，不会增加公司合并报表或有负债，且提供担保所融得的资金全部

用于生产经营，风险可控；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及证监发[2005]

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

等措施控制风险。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7年5月末，本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本公

司对外担保余额为58,800万元，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2,521,284万元，合计担保余额为2,580,084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128.96%，占总资产的23.62%。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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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

临时提案的提示性公告暨

2017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6月15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关于召开

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将于2017年6月30日14时30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为了提高决策效率、合理减少股东大会召开次数，2017年6月19日，公司控股

股东重庆市金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科控股” ）根据《公

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提出，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17年度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2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经核

查，截至2017年6月19日，金科控股持有公司股份758,506,0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20%，其临时提案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且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提案提交公司2017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提案的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2号）、《关于公司2017年

度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3号）。

增加临时提案后的股东大会补充通知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附件：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017年6月14日，经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四）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7年6月30日（周五）14点30分，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6月29日--2017年6月3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6月

30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6月2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15:00--2017年6月30日15:00。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1、现场表决方式：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

现场会议进行表决。

2、网络投票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

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股权登记日：2017年6月26日

（七）出席对象：1、凡于股权登记日（2017年6月26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3、公司聘请的律师；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

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重庆市两江新区春兰三路1号地勘大

厦11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1、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1、发行规模；

2.2、债券期限；

2.3、票面利率及确定方式；

2.4、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2.5、募集资金用途；

2.6、担保人及担保方式；

2.7、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2.8、偿债保障措施；

2.9、决议的有效期；

3、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

关事宜的议案》；

4、审议《关于公司2017年度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上述议案中，议案2需逐项表决；议案4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

容已于2017年6月15日和6月20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载披露。

三、议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编码示例表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

议案

√

2.0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

案数：（9）

2.01 发行规模 √

2.02 债券期限 √

2.03 票面利率及确定方式 √

2.04 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

2.05 募集资金用途 √

2.06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 √

2.07 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

2.08 偿债保障措施 √

2.09 决议的有效期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2017年度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

担保额度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凡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和深圳证券账户卡，

受托代理人出席还需持受托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深圳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资格和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传真信函登记时间：2017年6月27日至2017年6月28日工作时间

3、登记地点：重庆市两江新区春兰三路1号地勘大厦7楼，邮编：401121

4、会议联系电话（传真）：（023）63023656

联系人：徐国富、袁衎

5、会议费用：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本通知附件

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56；投票简称：金科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

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

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7年6月30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6月2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

一日）15:00，结束时间为2017年6月3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

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

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

com.cn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

表本人（单位）出席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单位）已充分了解本次会议有关审议事项及全部内容，表决

意见如下：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下列打

勾的栏

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条件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

的议案

√

2.01 发行规模 √

2.02 债券期限 √

2.03 票面利率及确定方式 √

2.04 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

2.05 募集资金用途 √

2.06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 √

2.07 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

2.08 偿债保障措施 √

2.09 决议的有效期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相关事宜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2017年度预计新增对控股

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委托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委托单位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单位）股东账号：

委托人（单位）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书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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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事项概述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重庆金科汇茂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汇茂” ）向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借款100,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百俊” ）向

工商银行济南经二路支行借款54,000万元，期限24个月。 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3、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百俊向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借款50,798.9049万元，期限

36个月。 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2016年12月2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

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预计对控股子公司

担保额度的议案》，该议案且经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对

以上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预计担保对象额度范围内,�根

据深交所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重庆金科汇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05月17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凤栖路8号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 自有房屋出租；机电设备安装；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 经审计总资产为278,161.77万元， 净资产为9,592,24万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176,203.90万元，净利润13,279.83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390,968.08万元，净资产为12,787.64万

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22,449.23万元，净利润3,195.39万元。

2、公司名称：山东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12月05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西城大厦第8层801-802、806-809室

法定代表人：李大伟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以自有资产投资及投资咨询，物业管理。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为137,126.97万元，净资产为234.90万元，2016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0万元，净利润-285.20万元。

截止2017年3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205,134.49万元，净资产为146.12万元，

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88.79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金科汇茂提供的担保：

1、担保金额：100,000万元

2、担保期限：不超过12个月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公司为山东百俊提供的担保（工商银行）：

1、担保金额：54,000万元

2、担保期限：24个月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公司为山东百俊提供的担保（天津银行）：

1、担保金额：50,798.9049万元

2、担保期限：36个月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融资担保， 不会增加公司合并报表

或有负债，且提供担保所融得的资金全部用于生产经营，风险可控；不存在与中国

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7年5月末，本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本公

司对外担保余额为58,800万元，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2,521,284万元，合计担保余额为2,580,084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128.96%，占总资产的23.62%。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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