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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7年09月30日

注册地址： 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北侧创业总部基地C02号楼

310室-66

法定代表人：刘宏兵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市政工程、公路工程、土木工程施工，

企业形象策划，会议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255,458.36万元，负债

总额为245,560.97万元，净资产为9,897.39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0

万元，利润总额-133.49万元，净利润-102.61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581,845.36万元，负债总额

为573,450.78万元，净资产为8,394.58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1,109.79万元，净利润-1,502.1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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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榔梨街道）东六路南段77

号金科亿达科技城A1栋

法定代表人：谢滨阳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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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有合法资产进行房地产、产业园区

的投资。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64.529%的股权，湖南景朝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其20%的股权，大连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10%的股权。 天津

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1.625%的股权，天津金渝

未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3.846%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34,966.05万元，负债总额为

194,764.67万元， 净资产为40,201.38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81,

783.67万元，利润总额45,918.43万元，净利润34,388.32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89,435.91万元，负债总额

为177,673.13万元，净资产为11,762.78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

入53,427.87万元，利润总额12,591.20万元，净利润6,719.15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3、 公司名称：重庆金科科健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02月17日

注册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云汉大道5号附401

法定代表人： 何立为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咨

询服务；场地出租；酒店管理。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87.497%的股权，亿达科技新城管理有限

公司持有其10%的股权，天津金渝未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其1.421%的股权，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其1.082%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40,546.95万元，负债总额为

238,670.97万元， 净资产为1,875.99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2,

399.26万元，利润总额-9,197.54万元，净利润-7,049.87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92,972.95万元，负债总额

为273,200.26万元，净资产为19,772.69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

入61,665.25万元，利润总额23,872.89万元，净利润17,896.71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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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根生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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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末，该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280,287.96万元，负债

总额为261,811.63万元，净资产为18,476.33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198,514.97万元，利润总额28,471.51万元，净利润20,745.29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84,805.03万元，负债总额

为166,301.38万元，净资产为18,503.65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

入8,241.61万元，利润总额-338.35万元，净利润27.31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5、 公司名称：成都金盛泽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年08月24日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街道大夫北路138号附23-26号

法定代表人：陈云平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房地产营销策划。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金科双翼置业有限公司直接持

有其99.38%的股权，天津金泰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

有其0.17%的股权，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

其0.38%的股权，天津金福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其

0.07%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186,277.24万元，负债

总额为184,787.65万元，净资产为1,489.59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0

万元，利润总额-673.29万元，净利润-510.41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75,568.82万元，负债总额

为375,883.86万元，净资产为-315.04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0.52万元，利润总额-2,405.55万元，净利润-1,804.63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6、 公司名称：泸州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年8月31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况场街道康庄街87号

法定代表人：陈云平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市江龙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

其99.62%的股权，天津金泰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

其0.128%的股权，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

其0.203%的股权，天津金福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

其0.049%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99,458.85万元，负债总额为

197,005.92万元， 净资产为2,452.93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

利润总额-722.62万元，净利润-547.07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71,340.79万元，负债总额

为370,910.57万元， 净资产为430.22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0.02万元，利润总额-2,651.24万元，净利润-2,022.71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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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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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和顺、天津金耀辉

作为间接持股股东不享有其任何股东权利。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138,535.97万元，负债

总额为79,644.28万元， 净资产为58,891.69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80,392.34万元，利润总额2,795.74万元，净利润2,124.03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86,838.80万元，负债总额

为230,626.06万元，净资产为56,212.74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

入18,204.92万元，利润总额-3,565.64万元，净利润-2,678.95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8、 公司名称：湖南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年01月09日

注册地址：长沙市岳麓区青山村雷锋大道299号

法定代表人：况进林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装饰材料、五金、交电、计算机及配

件、化工产品、金属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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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01,313万元， 负债总额为

292,694万元，净资产为8,619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4,784万元，利

润总额-368万元，净利润-368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33,506.68万元，负债总额

为226,067.68万元，净资产为7,439.00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3,678.45万元，利润总额-1,099.94万元，净利润-1,099.94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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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市柏加镇金科天湖新城商业街1A栋

法定代表人：况进林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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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45,599.17万元，负债总额为

167,696.14万元，净资产为-22,096.97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17.29

万元，利润总额-3,684.46万元，净利润-3,684.46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96,263.57万元，负债总额

为130,906.19万元， 净资产为-34,642.62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

收入36,097.09万元， 利润总额-12,545.66万元， 净利润-12,545.66万

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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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志刚

注册资本： 5,012.5�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房地产营销策划。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99.75%的股权，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0.12%的股权，天津金皇未来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有其0.13%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511,594.31万元，负债总额为

509,441.55万元，净资产为2,152.77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30万元，

利润总额-3,645.40万元，净利润-2,793.23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689,025.86万元，负债总额

为690,853.41万元，净资产为-1,827.55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

入0.5万元，利润总额-5,275.64万元，净利润-3,980.32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1、 公司名称：河南金上百世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年09月04日

注册地址：新郑市中华北路与中兴路交叉口往北200米路西

法定代表人：赵波

注册资本： 11,040.25�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销售；新型城镇化基础建设。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河南力上置业有限公司持

有其49%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8,729.14万元， 负债总额为

17,789.51万元，净资产为10,894.63万元，2017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0万元，净利润0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14,773.57万元，负债总额

为105,056.33万元，净资产为9,717.24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1,586.17万元，净利润-1,177.39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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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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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911,699.63万元，负债总额为

874,709.00万元， 净资产为36,990.63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163,

688.74万元，利润总额5,136.11万元，净利润4,356.98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517,717.07万元，负债总

额为2,478,233.29万元，净资产为39,483.78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131,262.40万元，利润总额2,960.97万元，净利润2,493.15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3、 公司名称：重庆宇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7年06月23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永川区化工路318号

法定代表人：陈宗华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房屋、建材、装饰材料、钢材销售；自有房屋

租赁。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通过成都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成都市

江龙投资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由成都市江龙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

重庆宇瀚96.7957%的股权，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直接持有其1.8972%的股权，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福顺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其0.3007%的股权，员工跟投企业天

津金泰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其1.0064%的股权。公

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1,120.53万元， 负债总额为

21,418.02万元， 净资产为-297.49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

润总额0万元，净利润0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07,034.41万元，负债总额

为206,793.78万元， 净资产为240.63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0.23万元，利润总额-1,943.08万元，净利润-1,460.89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4、 公司名称：成都金丰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01月22日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万虹路88号

法定代表人：陈云平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营销策划。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通过成都金科骏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成都

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其100%的股权， 其中员工跟投企业

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金泰辉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仅享有成都金科骏丰旗下开发项目权益，不享有成都

金丰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任何权益。

该子公司系2018年1月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67,915.14万元，负债总额

为168,126.90万元，净资产为-211.75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282.35万元，净利润-211.75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5、 公司名称：成都金科骏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年12月03日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侯新城管委会武青南路33号

法定代表人：杨程钧

注册资本：5,059.78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营销策划。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直接和通过成都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间接

合计持有其98.82%股权, �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其的0.66%股权，天津金泰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持有其0.52%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39,217.95万元，负债总额为

136,731.57万元，净资产为2,486.38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0.8万元，

利润总额-1,978.09万元，净利润-1,483.54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81,795.18万元，负债总额

为175,658.63万元，净资产为6,136.55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61,707.20万元，利润总额4,839.54万元，净利润3,650.17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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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平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营销策划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通过成都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

100%股权。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36,502.37万元，负债总额为

134,733.53万元， 净资产为1,768.84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39,

564.95万元，利润总额-4,585.27万元，净利润-3,518.64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02,518.12万元，负债总额

为99,747.15万元， 净资产为2,770.97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47,204.13万元，利润总额1,185.38万元，净利润1,002.13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7、 公司名称：成都金科展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06月02日

注册地址：成都市温江区涌泉街道瑞泉馨城社区五福路51、53号

法定代表人：陈云平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营销策划。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通过成都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

100%股权。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48,670.08万元，负债总额为

247,763.17万元， 净资产为906.91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280.36万

元，利润总额-4,756.21万元，净利润-3,570.14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530,610.76万元，负债总额

为530,267.05万元， 净资产为343.71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61.74万元，利润总额-1,109.61万元，净利润-563.20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8、 公司名称：遂宁金科东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01月30日

注册地址：遂宁市河东新区五彩南路（仁里镇）金科美湖湾销售中

心二楼

法定代表人：邓勇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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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的股权。 重庆上鼎城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持有其8%的股权，重庆弘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20%的股权。 公司

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23,458.39万元，负债总额为

117,499.39万元， 净资产为5,959.00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31,

857.19万元，利润总额3,709.75万元，净利润2,764.65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17,721.17万元，负债总额

为102,972.99万元，净资产为14,748.18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

入35,054.47万元，利润总额11,722.67万元，净利润8,789.18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9、 公司名称：淄博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年12月13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积家村综合办公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王明建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土地

资源综合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49.57%的股权，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0.78%的股权，天津金泰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其0.52%的股权、天津金福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持有0.13%的股权，山东恒兴茂业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49%

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该子公司系2017年末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51,819.08万元，负债总额

为154,012.67万元，净资产为-2,193.60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

入0万元，利润总额-1,146.89万元，净利润-2,193.60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0、 公司名称：重庆金帛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05月21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双星大道8号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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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该子公司系2018年5月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41,705.45万元，负债总额

为126,475.14万元，净资产为11,706.81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

入1.26万元，利润总额-390.93万元，净利润-293.19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1、 公司名称：佛山金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05月24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高明大道东315号2座商铺6第2卡

之二

法定代表人：罗国华

注册资本：3,050.02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承接：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98.36%的股权。 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和

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其0.8983%的股权，员工跟投

企业天津金福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其0.2039%的

股权，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

其0.5378%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该子公司系2018年5月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2,479.23万元，负债总额

为29,354.74万元， 净资产为3,124.49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7.45万元，利润总额-42.64万元，净利润-34.21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2、 公司名称：泸州金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06月14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酒谷大道五段19号

法定代表人：陈云平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泸州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泸州金润” ）间接持有其98.09%的股权，天津金泰辉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其0.78%的股权，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其0.93%的股权，天津金福顺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其0.20%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

股权结构：

该子公司于2018年6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69,459.05万元，负债总额

为67,476.91万元，净资产为1,982.14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

万元，利润总额-23.47万元，净利润-17.86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3、 公司名称：淄博远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2月2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中润大道远景玉城1号楼北楼201

法定代表人：毛根生

注册资本：475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综合开发，经营；建筑材料、建筑机械的批发、零

售。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80%的股权，自然人巩军昌、张碧波分别

持有其10%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84,332.84万元， 负债总额为

101,172.21万元， 净资产为-16,839.37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13,

888.32万元，利润总额-4,526.63万元，净利润-4,526.63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72,344.04万元，负债总额

为98,603.55万元，净资产为-26,259.51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

入0万元，利润总额-394.37万元，净利润-394.37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4、 公司名称：重庆市雅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07月03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中山路9号（金科世界走廊）A区6-1

法定代表人：吉仕林

注册资本：17,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中介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80%的股权，重庆璟昍实业有限公司持

有其20%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该公司系2018年7月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8年9月末，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71,703.47万元，负债总额

为54,751.22万元，净资产为16,952.25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63.66万元，净利润-47.75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

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唐山金耀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40,000万元。

2、担保期限：24个月。

3、担保方式：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公司为赣州金晨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30,000万元。

2、担保期限：3年。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两年。

（三）公司为重庆中峰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37,000万元。

2、担保期限：3年。

3、担保方式Ⅰ：公司为其提供37,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方式Ⅱ：控股子公司重庆金科为其提供31,700万元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公司为常熟金俊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51,000万元。

2、担保期限：3年。

3、担保方式Ⅰ：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方式Ⅱ：控股子公司苏州金科为其提供质押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公司为重庆金兆岭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9,591.64万元。

2、担保期限：重组宽限期4年，自2016年12月31日起计算。

3、担保方式：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重组宽限期终止日后两年。

（六）公司为重庆金兆锦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21,470.87万元。

2、担保期限：重组宽限期4年，自2016年12月31日起计算。

3、担保方式：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重组宽限期终止日后两年

（七）公司为青岛都顺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24,000万元。

2、担保期限：13个月。

3、担保方式Ⅰ：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方式Ⅱ：控股子公司济南骏耀为其提供抵押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八）公司为沈阳金科骏达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0,200万元。

2、担保期限：36个月。

3、担保方式：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两年。 （九）公司为广州金科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不超过60,000万元。

2、担保期限：12个月。

3、担保方式：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本期可转债到期日起两年。

（十）公司为金科展昊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70,000万元。

2、担保期限：5年。

3、担保方式：公司为其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两年。

（十一）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开具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提供债务担保，

是为提高商业承兑汇票的信用度和流通性所做的增信措施，电子商业承

兑汇票票面保证背书通过中国人民银行ECDS系统电子化操作完成，无

纸质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为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融资和经营需要所提供的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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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原则上与其他股东按照股权比例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本次

公司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为非全资子公司重庆中峰、青岛都顺提供全

额担保，其他股东未能提供同等条件担保，公司已要求项目公司或其他

股东签署反担保协议。 被担保对象均系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正常，

且公司负责其日常的经营管理，资金由公司控制，不存在不能按时还本

付息的情形，故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公

司控股子公司因日常经营发展需要而开展的供应链融资，公司为其开具

票据提供的增信担保，其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

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

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8年10月末，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

及诉讼的担保。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929,02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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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5,197万元，

合计担保余额为6,634,218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的335.59%，

占总资产的42.16%。随着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对贷款的偿付，公

司对其提供的担保责任将自动解除。 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经营正常，资金

充裕，不存在不能按期偿付贷款而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4、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5、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6、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7、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8、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9、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10、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1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12、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13、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14、2018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15、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16、2018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17、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18、2018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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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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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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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100%、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

位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50%，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审

批的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30%， 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

险。

2、公司本次对常州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百

俊” ）、常熟金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熟金宸” ）及重庆

西联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西联锦” ）的担保均系与

其他股东方按持股比例同等条件提供，担保公平、对等；本次应金融机构

要求，公司为南宁市玉桶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玉桶

金公司” ）提供全额担保，其他股东为本次交易分别按照股权比例向公

司提供反担保，且玉桶金公司向公司提供反担保，风险可控。

3、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

担保。

一、对外担保概述

1、 公司持股33.33%的参股公司常州百俊接受建设银行常州新北支

行提供的不超过75,000万元贷款，期限36个月。 常州百俊以其自有项目

土地使用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公司及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按照持有常州百俊的权益比例为本次交易

分别提供最高额不超过30,000万元、30,010万元、30,000万元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该担保金额在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

保额度范围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再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2、 公司持股20%的参股公司玉桶金公司接受光大银行南宁分行提

供的不超过30,000万元贷款，期限3年。玉桶金公司以其自有的项目土地

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为其提供30,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

他股东慕剑、陆芬娥为本次交易分别按照68%和12%的持股比例向公司

提供反担保，且玉桶金公司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该担保金额在公司2018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公司持股49%的参股公司常熟金宸拟根据与中信银行苏州分行

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接受其提供的不超过85,000万元贷款,期限3

年。 常熟金宸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常熟金宸

股东金科集团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金科” ）及苏

州新城创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新城” ）按照同等条件提供

最高额102,000万元股权质押担保； 公司及苏州新城控股股东新城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控股” ）按照持有常熟金宸的股权

比例为本次交易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即公司为常熟金宸提供金额为

41,65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该担保金额在公司2018年第八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本事项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 公司持股20%的参股公司重庆西联锦接受光大银行重庆分行提

供的不超过35,000万元贷款,期限3年。重庆西联锦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

用权提供抵押担保；重庆西联锦各方股东的控股股东，即美的置业集团

有限公司、厦门中骏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旭

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公司按照各自持有重庆西联锦20%的股权比例

为本次交易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即公司为重庆西联锦提供7,000万

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担保金额在公司2018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

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被担保公司相关担保额度的审议情况及担保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经审批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担保

余额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额

本年度可用担保额

度

常州百俊 33,333.00 - 30,000.00 3,333.00

玉桶金公司 40,000.00 - 30,000.00 10,000.00

常熟金宸 50,000.00 - 41,650.00 8,350.00

重庆西联锦 7,000.00 - 7,000.00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常州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1月29日

注册地址：常州市新北区云河路10号

法定代表人：潘阿明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与本公司关系：光明地产持有其33.34%的股权，南京碧桂园持有其

33.33%的股权，公司持有其33.33%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

股权结构：

该公司于2018年1月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根据常州百俊提供的资料显示，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

额为142,759.99万元，负债总额为45,312.48万元，净资产为97,447.51

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1,063.64万元，净利

润-1,063.64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 公司名称：南宁市玉桶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0年03月28日

注册地址：南宁市良庆区银海大道西侧708-1号尚上园3层商场305

号房

法定代表人：慕剑

注册资本：2,604.1625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二、三类机电产品，五金交电，建筑材

料，日用百货，纺织品，农副土特产品，机动车配件；室内外装饰装修工

程。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20%的股权，自然人慕剑、陆芬娥分别持

有其68%和12%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根据玉桶金公司提供的资料显示，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为25,436.50万元，负债总额为22,373.83万元，净资产为3,062.67万元，

2017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74.97万元， 利润总额-24.38万元， 净利润

-24.38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8,655.76万元，负债总额

为25,564.63万元， 净资产为3,091.13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4.87万元，利润总额28.46万元，净利润28.46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 公司名称：常熟金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07月12日

注册地址：常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嘉路滨江国贸中心3-502室

法定代表人：徐刚

注册资本：80,33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经纪；房地产项目管理咨询等。

与本公司关系： 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金科最终将持有其49%的股

权，苏州新城创佳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该公司于2018年7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25,142.22万元，负债总额

为44,869.30万元，净资产为80,272.93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76.10万元，净利润-57.07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 公司名称：重庆西联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3月26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大道28-2号SOHO楼601-D05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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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其20%的股权，由美的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美的西南房地产发展有

限公司持有其20%的股权，由厦门中骏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福建中骏置

业有限公司持有其20%的股权，由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

的南充世纪城（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20%的股权，由旭辉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重庆辉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20%的股

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该公司系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13,966.58万元，负债总额

为110,160.40万元， 净资产为3,806.18万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

入0万元，利润总额-343.38万元，净利润-1,193.82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常州百俊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30,000万元

2、担保期限：36个月

3、担保方式：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两年。

（二）公司为玉桶金公司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30,000万元

2、担保期限：3年

3、担保方式：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债务人履行主合同项下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

年。

（三）公司为常熟金宸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41,650万元

2、担保期限：3年

3、担保方式：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公司为重庆西联锦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7,000万元

2、担保期限：3年

3、担保方式：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债务人履行主合同项下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

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是满足

金融机构要求、支持参股公司经营发展，有利于参股公司的开发建设，符

合公司整体利益。

该参股公司开发的项目前景良好，资产优良，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公司对常州百俊、常熟金宸及重庆西联锦的担保均系与其他股东方按持

股比例同等条件提供，担保公平、对等；本次应金融机构要求，公司为玉

桶金公司提供全额担保，其他股东为本次交易分别按照股权比例向公司

提供反担保，且玉桶金公司向公司提供反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已派驻财

务人员参与项目公司财务管理，能有效控制和防范相关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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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末，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

及诉讼的担保。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929,02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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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5,197万元，

合计担保余额为6,634,218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的335.59%，

占总资产的42.16%。随着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对贷款的偿付，公

司对其提供的担保责任将自动解除。 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经营正常，资金

充裕，不存在不能按期偿付贷款而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 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4、 公司2018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5、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6、 公司2018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7、 相关合同文件。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上接B06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