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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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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

股子公司 （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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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净

资产50%， 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参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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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全额担保；对非全资子公

司的融资担保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原则上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对其融资提供担保。 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超过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要

求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或者该控股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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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概述

1、 公司控股子公司益阳鼎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益阳鼎

益” ）接受工商银行益阳桃花仓支行提供的15,000万元贷款，期限36个月。重庆

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 ）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后对益阳鼎

益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2、 公司控股子公司镇江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镇江科

生” ）接受华夏银行镇江分行提供的不超过25,000万元贷款，期限3年。 镇江科

生以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为其提供最高不超过15,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镇江科生向重庆金科提供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后对镇江科

生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3、 公司控股子公司赣州金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赣州金

高” ）接受赣州银行瑞金支行提供的17,300万元贷款，期限24个月。赣州金高以

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 南昌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昌金科” ）按30%的公司持股比例为其提供不超过5,190万元

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南昌联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联锦” ）

按30%的公司持股比例为其提供不超过5,19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南昌金科和南昌联锦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

后对赣州金高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4、公司控股子公司景德镇华地金达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德镇华

地金达” ）接受万向信托股份公司提供的不超过38,000万元信托贷款，期限不

超过18个月。 景德镇华地金达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南昌金

科以其持有的景德镇华地金达51%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重庆金科按51%的公

司持股比例提供不超过19,38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南昌金科、重庆金科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后

对景德镇华地金达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5、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美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美

圆” ）与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托” ）签订《特定资产收益

权转让协议》，重庆金美圆转让其名下土地使用权及使用权项下的不动产（合

称“特定资产” ）的收益权，约定转让价款不超过100,000万元（实际支付转让

价款22,400万元），投资本金及投资收益支付期限不超过18个月。 重庆金美圆

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重庆市金科宸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科宸居” ）以其持有的重庆金美圆51%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重庆金科

按照51%的公司持股比例提供11,424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重庆金美圆向

重庆金科提供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金科宸居、重庆金科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后

对重庆金美圆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6、 公司控股子公司泸州金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泸州金

泓” ）接受中原信托有限公司提供的不超过15,00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27个

月。 雅安金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安金凯” ）以其自有项目的土

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雅安金凯、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雅安金凯、重庆金科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后

对泸州金泓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7、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中讯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中讯物

业” ）及公司确认其对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资管” ）80,

000万元无期限债务，债务人有权根据实际经营情况选择归还的时间。重庆金科

为债务人履行主合同项下义务及其因违反主合同而产生的违约金、 赔偿金、其

它依据约定应付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8、公司控股子公司金科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新能源” ）接受

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提供的9,000万元贷款，期限16个月。金科新能源以其

应收账款提供质押担保。 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2019年9月1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2019年第

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金科新能源经审议担保额度20,000万元；后经公

司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取消其经审议担保额度10,000万元。

综上，金科新能源经审议剩余可用担保额度10,000万元。 本次对金科新能源提

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 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

次担保前后对金科新能源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9、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金盛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金盛

兴” ）接受平安银行南宁分行提供的50,000万元贷款，期限36个月。 南宁金盛

兴以其自有项目的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南宁金泓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宁金泓耀” ）以其持有的南宁金盛兴51%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重庆金科按照51%的公司持股比例提供金额25,5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南宁金盛兴向重庆金科提供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南宁金泓耀、重庆金科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

后对南宁金盛兴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10、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市金科和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

庆金科和煦” ） 接受浙商银行重庆分行提供的80,000万元贷款， 期限24个月。

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弘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弘景” ）以其

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金科弘景、重庆金科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后

对重庆金科和煦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11、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源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源昊装

饰” ）接受浙商银行重庆分行提供的1,500万元贷款，期限12个月。 重庆金科为

重庆源昊装饰在12个月内与浙商银行重庆分行发生的债务提供最高不超过4,

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后对重庆源

昊装饰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12、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兆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兆禧” ）

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以下简称 “信达重庆公

司” ）签署《债务转移合同》，金兆禧作为债务人接受信达重庆公司重组债务金

额19,889.39万元，重组宽限期4年，自2016年12月31日起计算。金兆禧以其自有

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2019年2月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取消部分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并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且该议案经公

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金兆禧经审议担保额度为51,000万

元，本次对金兆禧提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前后对金兆禧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13、鉴于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应付账款提供增信担保。 本次重庆金科为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应付账款义务的

履行向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合计为64,

810.94万元，期限至2021年1月2日。

公司于2019年12月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且该议案经公司2019年第十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重庆金科拟于未来十二个月内为资产负债率为70%

以上的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不超过6.8亿元担保额度。本次重庆金科对参与供应

链融资业务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无需

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前后对各被担保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及可

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被担保控股子公司及担保金额的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被担保控股子公司名称

担保金额

（万元）

1 遂宁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宁金科” ) 1,900.00

2 重庆市御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御临建筑” ) 1,105.01

3 遂宁金科弘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宁金科弘鼎” ) 502.93

4 安徽西湖新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西湖新城” ) 369.80

5 重庆金科中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中俊” ） 6,104.62

6 贵州龙里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龙里天宸” ） 3,608.38

7 天津世纪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世纪兴” ） 1,134.05

8 岳阳江南广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岳阳江南广德” ） 1,040.03

9 广州金驰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金驰” ） 2,077.11

10 重庆市金科骏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骏耀” ） 969.08

11 昭通市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昭通金科” ） 767.77

12 乐至县至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至至庆” ） 805.91

13 南充金科弘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充金科弘鑫” ） 500.00

14 重庆骏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骏功” ） 1,560.76

15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科商贸” ） 2,971.60

16 成都金丰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金丰瑞” ） 240.00

17 广汉金信辉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汉金信辉” ） 760.00

18 攀枝花金信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枝花金信瑞” ） 500.00

19 泰安海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安海大” ） 372.86

20 淄博嘉慧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嘉慧” ） 387.30

21 合肥金科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金科天宸” ） 1,009.00

22 南昌金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金淳” ） 500.00

23 陕西金润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金润达” ） 1,129.00

24 沈阳金科骏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金科骏景” ） 1,139.21

25 泰兴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兴百俊” ） 189.46

26 无锡恒远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恒远” ） 1,250.00

27 南昌金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金合” ） 1,500.00

28 杭州金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金唐” ） 1,124.16

29 苏州金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金俊” ） 1,218.30

30 南京金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金嘉润” ） 140.77

31 句容亿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句容亿丰” ） 575.26

32 河南国丰园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国丰园” ） 1,000.00

33 安顺金科澳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顺金科澳维” ） 725.60

34 重庆凯尔辛基园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凯尔辛基” ） 500.00

35 资阳金泓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阳金泓瑞” ） 400.00

36 内江金科弘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江金科弘景” ） 571.00

37 成都金盛泽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金盛泽瑞” ） 500.00

38 郴州金科凯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郴州金科凯天” ） 516.27

39 重庆金科正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正韬” ） 1,102.89

40 重庆宇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宇瀚” ） 1,500.00

41 重庆市金科和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金科和煦” ） 1,388.39

42 重庆市雅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雅云” ） 429.06

43 重庆市金科汇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汇宜” ） 117.98

44 重庆中讯物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中讯物业” ） 326.79

45 重庆金科科健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科健” ） 810.05

46 重庆庆恒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庆恒” ） 1,177.81

47 重庆源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源昊装饰” ） 356.19

48 重庆金科佳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佳翰” ） 926.02

49 重庆江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江骏” ） 2,011.19

50 重庆金科金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金裕” ） 1,141.13

51 重庆市金科骏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骏凯” ） 874.09

52 临沂金科城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金科城投” ） 762.48

53 南宁金卓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金卓立” ） 748.62

54 玉溪金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溪金嘉” ） 585.64

55 重庆市金科昌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昌锦” ） 1,175.71

56 重庆金帛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帛藏” ） 766.34

57 玉溪金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溪金志” ） 215.04

58 山西金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金科产业” ） 1,700.00

59 玉林市金凯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玉林金凯瑞” ） 411.31

60 柳州金明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金明柳” ） 179.29

61 青岛都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都顺置业” ） 1,314.53

62 唐山金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金耀” ） 1,010.16

63 云南金万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金万众” ） 39.03

64 桂林真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真龙” ） 315.07

65 玉溪金科骏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溪金科骏成” ） 90.00

66 玉溪金科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溪金科骏达” ） 156.72

67 聊城市金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聊城金民” ） 331.42

68 长沙嘉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嘉玺” ） 1,182.73

合计 64,810.94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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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被担保方担保额度审议及担保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累计经审批可

用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担

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担保

余额（注）

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

重庆金科 益阳鼎益 50,000.00 - 15,000.00 35,000.00

重庆金科 镇江科生 15,000.00 - 15,000.00 -

南昌金科

南昌联锦

赣州金高 11,400.00 - 10,380.00 1,020.00

南昌金科

重庆金科

景德镇华地

金达

19,380.00 - 19,380.00 --

重庆金科

金科宸居

重庆金美圆 11,424.00 9,180.00 20,604.00 -

雅安金凯

重庆金科

泸州金泓 15,000.00 8,500.00 23,500.00 -

金科股份 金科新能源 10,000.00 - 9,000.00 1,000.00

南宁金泓耀

重庆金科

南宁金盛兴 25,500.00 - 25,500.00 -

重庆金科

金科弘景

重庆金科和

煦

81,388.39 - 80,000.00 1,388.39

重庆金科

重庆源昊装

饰

4,356.19 - 4,000.00 356.19

金科股份 金兆禧 51,000.00 - 19,889.39 -

重庆金科 遂宁金科 31,900.00 73,380.00 75,280.00 30,000.00

重庆金科

重庆御临建

筑

6,105.01 - 1,105.01 5,000.00

重庆金科

遂宁金科弘

鼎

502.93 - 502.93 -

重庆金科

安徽西湖新

城

369.80 - 369.80 -

重庆金科

重庆金科中

俊

6,104.62 74,800.00 80,904.62 -

重庆金科

贵州龙里天

宸

31,608.38 16,900.00 20,508.38 28.000.00

重庆金科 天津世纪兴 1,134.05 - 1,134.05 -

重庆金科

岳阳江南广

德

1,040.03 43,369.00 44,409.03 -

重庆金科 广州金驰 20,077.11 50,000.00 52,077.11 18,000.00

重庆金科

重庆金科骏

耀

969.08 89,400.00 90,369.08 -

重庆金科 昭通金科 767.77 - 767.77 -

重庆金科 乐至至庆 805.91 - 805.91 -

重庆金科

南充金科弘

鑫

500.00 - 500.00 -

重庆金科 重庆骏功 1,560.76 15,700.00 17,260.76 -

重庆金科 庆科商贸 52,971.60 172,258.92 175,230.52 50,000.00

重庆金科 成都金丰瑞 240.00 41,250.00 41,490.00 -

重庆金科 广汉金信辉 760.00 48,500.00 49,260.00 -

重庆金科

攀枝花金信

瑞

500.00 51,840.08 52,340.08 -

重庆金科 泰安海大 372.86 - 372.86 -

重庆金科 淄博嘉慧 387.30 14,000.00 14,387.30 -

重庆金科

合肥金科天

宸

1,009.00 119,975.00 120,984.00 -

重庆金科 南昌金淳 500.00 70,000.00 70,500.00 -

重庆金科 陕西金润达 1,129.00 59,980.00 61,109.00 -

重庆金科

沈阳金科骏

景

1,139.21 48,000.00 49,139.21 -

重庆金科 泰兴百俊 189.46 30,900.00 31,089.46 -

重庆金科 无锡恒远 61,250.00 - 1,250.00 60,000.00

重庆金科 南昌金合 1,500.00 76,000.00 77,500.00 -

重庆金科 杭州金唐 88,686.66 200,000.00 201,124.16 87,562.50

重庆金科 苏州金俊 1,218.30 123,200.00 124,418.30 -

重庆金科 南京金嘉润 140.77 66,500.00 66,640.77 -

重庆金科 句容亿丰 575.26 26,000.00 26,575.26 -

重庆金科 河南国丰园 1,000.00 112,500.00 113,500.00 -

重庆金科

安顺金科澳

维

15,725.60 - 725.60 15,000.00

重庆金科

重庆凯尔辛

基

500.00 11,000.00 11,500.00 -

重庆金科 资阳金泓瑞 400.00 18,000.00 18,400.00 -

重庆金科

内江金科弘

景

571.00 10,070.00 10,641.00 -

重庆金科

成都金盛泽

瑞

500.00 108,500.00 109,000.00 -

重庆金科

郴州金科凯

天

516.27 24,500.00 25,016.27 -

重庆金科

重庆金科正

韬

1,102.89 - 1,102.89 -

重庆金科 重庆宇瀚 1,500.00 25,000.00 26,500.00 -

重庆金科

重庆金科和

煦

1,388.39 80,000.00 81,388.39 -

重庆金科 重庆雅云 429.06 25,000.00 25,429.06 -

重庆金科

重庆金科汇

宜

38,117.98 34,500.00 34,617.98 38,000.00

重庆金科

重庆中讯物

业

80,326.79 92,800.00 93,126.79 80,000.00

重庆金科

重庆金科科

健

810.05 40,198.00 41,008.05 -

重庆金科 重庆庆恒 1,177.81 - 1,177.81 -

重庆金科

重庆源昊装

饰

356.19 4,000.00 4,356.19 -

重庆金科

重庆金科佳

翰

926.02 - 926.02 -

重庆金科 重庆江骏 2,011.19 7,700.00 9,711.19 -

重庆金科

重庆金科金

裕

1,141.13 25,000.00 26,141.13 -

重庆金科

重庆金科骏

凯

874.09 27,000.00 27,874.09 -

重庆金科

临沂金科城

投

762.48 - 762.48 -

重庆金科 南宁金卓立 748.62 72,540.00 73,288.62 -

重庆金科 玉溪金嘉 585.64 - 585.64 -

重庆金科

重庆金科昌

锦

1,175.71 - 1,175.71 -

重庆金科 重庆金帛藏 766.34 42,999.00 43,765.34 -

重庆金科 玉溪金志 215.04 - 215.04 -

重庆金科

山西金科产

业

1,700.00 113,392.60 115,092.60 -

重庆金科 玉林金凯瑞 411.31 - 411.31 -

重庆金科 柳州金明柳 179.29 - 179.29 -

重庆金科

青岛都顺置

业

1,314.53 29,100.00 30,414.53 -

重庆金科 唐山金耀 1,010.16 20,061.46 21,071.62 -

重庆金科 云南金万众 39.03 40,000.00 40,039.03 -

重庆金科 桂林真龙 315.07 - 315.07 -

重庆金科

玉溪金科骏

成

90.00 - 90.00 -

重庆金科

玉溪金科骏

达

156.72 24,000.00 24,156.72 -

重庆金科 聊城金民 40,331.42 - 331.42 40,000.00

重庆金科 长沙嘉玺 26,182.73 - 1,182.73 25,000.00

合计 835,822.00 2,517,494.06 2,806,878.37 487,327.08

注：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担保余额以实际资金到账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益阳鼎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5月30日

注册地址：益阳市赫山区龙岭工业集中办公楼201室

法定代表人：胡学刚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该子公司系2019年5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9年9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57,167.13万元， 负债总额为57,

230.03万元，净资产为-62.90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56万元，利润

总额-87.69万元，净利润-62.89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公司名称：镇江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4月17日

注册地址：镇江市新区丁卯纬四路6号

法定代表人：吴亚春

注册资本：25,501.84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60%的股权，南京祥生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持有其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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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9年9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0,048.64万元， 负债总额为14,

748.02万元，净资产为25,300.63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30万元，利

润总额-262.13万元，净利润-201.21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公司名称：赣州金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6月24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瑞金市象湖镇瑞明村青年路U区95、96号

法定代表人：赵波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运营;物业管理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60%股权，江西省交通工程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其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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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9年9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9,741.86万元， 负债总额为11,

125.83万元，净资产为18,616.03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

总额-104.00万元，净利润-103.97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公司名称：景德镇华地金达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9年7月5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曙光路130号竟成镇政府大楼3楼303室

法定代表人：赵波

注册资本：31,820万元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服务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安徽华地融达房地产有限公司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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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9年9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1,507.63万元， 负债总额为11,

554.45万元，净资产为-46.81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

-46.82万元，净利润-46.82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公司名称：重庆金美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4月26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仙桃街道百果路99号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101,5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美的西南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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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66,941.07万元，负债总额为65,

567.14万元，净资产为101,373.93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

总额-168.09万元，净利润-126.07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公司名称：泸州金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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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99.07%的权益，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泰辉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

金福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其0.38%、0.45%、0.1%的权益。

股权结构：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63,540.14万元， 负债总额为34,

256.95万元， 净资产为29,283.19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 利润总额

-955.74万元，净利润-716.80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79,794.00万元， 负债总额为81,

643.84万元， 净资产为-1,849.84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69.97万元，

利润总额-3,053.86万元，净利润-2,846.07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7、公司名称：重庆中讯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6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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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79万元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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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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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耀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

有其0.30%、0.29%的股权。

股权结构：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84,225.17万元， 负债总额为217,

546.25万元，净资产为66,678.92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916.55万元，利润

总额-5,348.83万元，净利润-2,255.65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99,551.71万元，负债总额为381,

016.65万元，净资产为18,535.06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92,870.35万

元，利润总额26,544.67万元，净利润22,977.08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8、公司名称：金科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10月14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林荫北街13号1幢802室

法定代表人：刘忠海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主营业务：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项目投资；投资咨询；风电塔筒及组件设计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8年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46,358.55万元， 负债总额为

321.33万元， 净资产为146,037.22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382.49万元，利

润总额228.08万元，净利润228.08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53,702.51万元， 负债总额为7,

843.12万元，净资产为145,859.39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532.23万

元，利润总额-204.55万元，净利润-177.83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9、公司名称：南宁金盛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4月10日

注册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津路229号原县交通局办公楼3楼13号房

法定代表人：何弦

注册资本：33,7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服务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南宁世茂新纪元房地产开发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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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9年9月末， 该公司资产总额为50,556.31万元， 负债总额为16,

875.60万元，净资产为33,680.71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

总额-24.71万元，净利润-19.29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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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长寿区菩提大道91号

法定代表人：吉仕林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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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97,173.32万元， 负债总额为236,

069.07万元，净资产为61,104.25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9,045.43万元，利

润总额-2,734.53万元，净利润-2,110.69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54,118.27万元，负债总额为193,

149.37万元，净资产为60,968.90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56,039.17万

元，利润总额-20.48万元，净利润-135.35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1、公司名称：重庆源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4月20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义和镇兴义南路88号6-4号

法定代表人：刘东涛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销售；照明设备、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工程

管理服务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0,463.70万元， 负债总额为24,

927.85万元，净资产为5,535.85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7,994.59万元，利润

总额-588.95万元，净利润-432.39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79,282.12万元，负债总额为373,

146.89万元， 净资产为6,135.23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4,650.40万

元，利润总额800.21万元，净利润599.37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2、公司名称：重庆金兆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8月22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玉马路1号附3号负1层

法定代表人：付诚

注册资本：2,02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目前公司持有其0.99%的股权，重庆众诚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持有其99.01%的股权， 且重庆众诚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99.01%股权

全部质押于重庆金科，公司可实现对该公司的实际控制。 根据相关协议约定公

司最终将持有其100%股权。

该子公司系2019年12月新收购，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3、公司名称：遂宁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0月30日

注册地址：遂宁市河东新区五彩缤纷路1号金科·美湖湾（D3地块）1号楼1

栋1号

法定代表人：熊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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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其97.49%%的股权，员工跟投公司天津金泰辉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天津金福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分别持有其1.22%、0.12%、1.17%的股权。

股权结构：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30,964.36万元， 负债总额为131,

362.72万元， 净资产为-398.36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79万元， 利润总额

-3,015.64万元，净利润-2,272.04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69,794.21万元，负债总额为266,

800.10万元， 净资产为2,994.11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9,589.06万

元，利润总额4,528.76万元，净利润3,392.47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4、公司名称：重庆市御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7年11月27日

注册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街道双龙东路108号附1号御临小苑1幢

1-1

法定代表人：吕细华

注册资本：23,200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贰

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66%股权，重庆汇旭实业有限公司持有34%股

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8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5,242.93万元，负债总额为24,302.7

万元，净资产为10,940.23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3,107.14万元，利润总额

669.01万元，净利润617.37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04,463.28万元，负债总额为77,

219.47万元， 净资产为27,243.81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19,951.11

万元，利润总额1,748.59万元，净利润1,342.7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5、公司名称：遂宁金科弘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8月22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遂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涪小区2栋2单元2楼3号

法定代表人：熊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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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遂宁弘鼎95.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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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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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持有其2%、0.25%、1.85%

的股权。

股权结构：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1,574.54万元， 负债总额为30,

075.49万元， 净资产为1,499.05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 利润总额

-663.76万元，净利润-500.95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82,113.12万元， 负债总额为81,

561.93万元，净资产为551.19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02万元，利润总

额-1,260.45万元，净利润-947.86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6、公司名称：安徽西湖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10月11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双凤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施翔

注册资本：8,366.2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开发相关配套服务、房地产租赁;建筑

材料、装饰材料、机电设备、化工原料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办公用品、五金交

电购销;园林绿化;装潢设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99.21%的股权，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凯鑫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0.42%的股权，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其0.37%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76,010.48万元， 负债总额为340,

431.29万元， 净资产为35,579.18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82,811.33万元，利

润总额46,729.28万元，净利润35,023.90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25,280.4万元，负债总额为389,

406.57万元，净资产为35,873.82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71,503.66万

元，利润总额34,403.6万元，净利润25,820.7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7、公司名称：重庆金科中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年12月28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新南路184号附12、13号金科星城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29,411.76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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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末， 经审计资产总额为223,946.12万元， 负债总额为188,

446.94万元，净资产为35,499.18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6,479.79万元，利润

总额-19,504.85元，净利润-743.72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58,999.33万元，负债总额为423,

150.95万元， 净资产为35,848.38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337.57万

元，利润总额-457.03万元，净利润349.19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8、公司名称：贵州龙里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月31日

注册地址：贵州省黔南州龙里县谷脚镇王关社区继望路1号

法定代表人：孙文超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房地产经纪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5%股权，重庆道正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45%

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63,018.35万元， 负债总额为61,

118.08万元，净资产为1,900.27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22万元，利润总额

-4,120.43万元，净利润-3,099.73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86,376.60万元，负债总额为187,

533.17万元， 净资产为-1,156.57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3.69万元，

利润总额-3,007.01万元，净利润-3,056.84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9、公司名称：天津世纪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4月16日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街工业园商贸楼201室

法定代表人：刘宏兵

注册资本：6,122.45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5,967.22万元， 负债总额为36,

682.50万元，净资产为-715.28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3,

940.70万元，净利润-2,983.70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3,252.5万元， 负债总额为47,

193.1万元，净资产为-3,940.6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5万元，利润

总额-3,987.2万元，净利润-3,225.3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0、公司名称：岳阳江南广德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1月17日

注册地址：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木里港大道 （现代工业产业园研发楼三

楼）

法定代表人：罗华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酒店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目前公司持有其20%股权，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雨虹” ）持有其80%的股权。 根据协议约定，公司最终

将持有其80%的股权，东方雨虹将持有其20%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

协议约定的股权结构：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4,528.26万元， 负债总额为24,

502.75万元， 净资产为25.51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 利润总额-111.

02万元，净利润-83.52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70,162.12万元， 负债总额为60,

879.98万元， 净资产为9,282.14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03.36万元，

利润总额-1,090.66万元，净利润-606.35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1、公司名称：广州金驰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11月16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珠电路4号708房

法定代表人：钟力华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屋租赁;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咨询

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室内装饰、装修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94,292.77万元， 负债总额为94,

328.17万元，净资产为-35.39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47.

19元，净利润-35.39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28,147.24万元，负债总额为225,

466.28万元， 净资产为2,680.95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6.73万元，利

润总额-402.19万元，净利润-305.30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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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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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思德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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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937,422.20万元， 负债总额为724,

431.93万元，净资产为212,990.27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75,355.87万元，

利润总额16,581.35万元，净利润13,864.06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015,530.41万元， 负债总额为

807,539.42万元， 净资产为207,990.99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85,

591.61万元，利润总额44,083.02万元，净利润31,495.76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3、公司名称：昭通市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7月8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二环西路乌蒙古镇营销中心

法定代表人：魏冬

注册资本：16,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该子公司系2019年7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9年9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8,064.77万元， 负债总额为18,

066.93万元，净资产为-2.16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

-3.06万元，净利润-2.16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4、公司名称：乐至县至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4月19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天池镇名景路212（201、202、203）号

法定代表人：陈昌凤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建材批发。

与本公司关系：重庆金科持有其90%的股权，四川欣源泰实业有限公司持

有其10%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该子公司系2019年4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9年9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4,523.42万元， 负债总额为14,

615.71万元，净资产为-92.29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5.66万元，利润

总额-123.05万元，净利润-92.28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5、公司名称：南充金科弘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5月9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新政镇春晖路东一段47号（金源帝都12幢

负一层）

法定代表人：熊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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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其100%的权益。

股权结构：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94,495.35万元， 负债总额为94,

914.32万元， 净资产为-418.97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11万元， 利润总额

-3,164.72万元，净利润-2,386.79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94,494.88万元，负债总额为195,

531.51万元， 净资产为-1,036.63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79.96万元，

利润总额-808.48万元，净利润-617.66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6、公司名称：重庆骏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8月27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开州区云枫街道滨湖西路477号附A1幢

法定代表人：蒋思德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企业管理咨

询；自有房屋出租。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其70%的股权，重庆海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其

30%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88,849.87万元， 负债总额为77,

390.17万元，净资产为11,459.7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34,762.42万元，利润

总额-674.97万元，净利润-540.3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58,615.37万元，负债总额为118,

328.33万元， 净资产为40,287.04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80.59万元，

利润总额-1,557.25万元，净利润-1,172.66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7、公司名称：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1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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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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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071,916.50万元， 负债总额为1,

045,973.53万元，净资产为25,942.97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71,374.52万

元，利润总额4,686.01万元，净利润3,952.35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759,893.60万元，负债总额为2,

729,273.20万元， 净资产为30,620.40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24,

482.77万元，利润总额5,492.33万元，净利润4,677.42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8、公司名称：成都金丰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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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其99.36%的权益；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和顺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金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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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持有其0.37%、0.07%、0.2%的权益。

股权结构：

截止2018年12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02,346.97万元， 负债总额为

161,437.89万元，净资产为40,909.08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

额-1,294.71万元，净利润-1,090.91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56,764.50万元，负债总额为216,

867.02万元，净资产为39,897.48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00万元，利

润总额-1,480.88万元，净利润-1,011.62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9、公司名称：广汉金信辉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8月29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顺德路二段148号顺德小区12幢附1号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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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其9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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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泰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

有其0.41%、0.33%的权益。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8年12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89,069.03万元，负债总额为87,

862.51万元，净资产为1,206.52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1,

058.69万元，净利润-793.48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89,963.69万元，负债总额为190,

189.29万元，净资产为-225.60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88万元，利润

总额-1,869.53万元，净利润-1,432.12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0、公司名称：攀枝花金信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5月11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联通路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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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其99.24%股权。 员工跟投公司天津金和顺企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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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

福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其0.37%、0.30%、0.09%的股权。

股权结构图：

截止2018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96，366.73万元，负债总额为95,833.27

万元，净资产为533.46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2,162.38万

元，净利润-1,632.35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40,672.59万元，负债总额为141,

356.96万元， 净资产为-684.37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6.19万元，利

润总额-1,401.85万元，净利润-1,052.03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1、公司名称：泰安海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7月12日

注册地址：泰安市岱岳区粥店街道办事处石腊村石腊河东路北段

法定代表人：毛根生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99.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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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泰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

有其0.30%、0.33%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21,486.66万元， 负债总额为127,

529.61万元，净资产为-6,042.95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9,596.83万元，利

润总额-5,299.92万元，净利润-4,007.13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96,214.33万元，负债总额为200,

788.19万元，净资产为-4,573.86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6,611.29万

元，利润总额1,872.50万元，净利润1,437.46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2、公司名称：淄博嘉慧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9月27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南世纪路9号嘉亿国际营销中心二楼201室

法定代表人：刘妍妮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屋、场地租赁;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

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自然人高圣亮持有其49%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8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2,098.00万元，负债总额为2,098.00

万元，净资产为10,000.00万元，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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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01,049.30万元，负债总额为91,

532.14万元，净资产为9,517.16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

额-485.71万元，净利润-482.84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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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包河经济开发区北京路与黄河路交口

法定代表人：施翔

注册资本：2,003.86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室内外装饰工程;房屋租赁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99.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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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凯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

有其0.08%、0.12%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8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63,645.34万元，负债总额为465,003

万元，净资产为-1,357.65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8.17万元，利润总额-4,

049.63万元，净利润-3,038.95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45,886.77万元，负债总额为449,

120.47万元，净资产为-3,233.69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63.15万元，

利润总额-2,294.25万元，净利润-1,714.89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4、公司名称：南昌金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0月15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998号绿地中央广场A1栋

2803室

法定代表人：赵波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00，499.31万元， 负债总额为98，

538.04万元，净资产为1,961.27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50.

95万元，净利润-38.72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89,462.41万元，负债总额为189,

253.75万元，净资产为208.66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9.69万元，利润

总额-1,740.8万元，净利润-1,752.61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5、公司名称：陕西金润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6日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同德路李家庄村8号楼

法定代表人：贾媛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及销售；物业管理。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其34%的股权，西安朗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15%的股权。 公司

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35,750.75万元， 负债总额为221,

809.92万元， 净资产为13,940.83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1,810.89万元，

利润总额-4,143.87万元，净利润-3,121.95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06,188.42万元，负债总额为405,

062.22万元， 净资产为1,126.20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75,735.74万

元，利润总额7,624.13万元，净利润5,185.37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6、公司名称：沈阳金科骏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6月27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258号307室

法定代表人：王鹏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自有房屋租赁；房地产经纪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50,428.16万元， 负债总额为151,

680.03万元， 净资产为-1,251.86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 利润总额

-1,662.03万元，净利润-1,251.86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02,451.63万元，负债总额为308,

872.49万元， 净资产为-6,420.85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4万元，利

润总额-4,758.80万元，净利润-5,168.99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7、公司名称：泰兴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5月7日

注册地址：泰兴市星火路350号

法定代表人：吴亚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企业管理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该子公司系2019年5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9年9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76,497.56万元， 负债总额为71,

534.59万元， 净资产为4,962.97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45万元，利

润总额-51.63万元，净利润-37.03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8、公司名称：无锡恒远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8月27日

注册地址：无锡市蠡湖大道168号蠡湖大厦501室

法定代表人：陈锐

(下转A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