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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0,044.9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出租。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9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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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

有其0.13%、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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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114.37万元， 负债总额为407,

669.98万元，净资产为-3,555.61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36,872.63万元，利

润总额-12,334.48万元，净利润-9,135.34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686,675.78万元，负债总额为675,

225.49万元，净资产为11,450.29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66,824.93万

元，利润总额25,497.31万元，净利润15,005.90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9、公司名称：南昌金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0月12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蛟桥镇办公楼208室

法定代表人：赵波

注册资本：2,009.326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99.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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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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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0.06%、0.18%的股

权。

股权结构：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19,628.49万元， 负债总额为221,

603.17万元，净资产为-1,974.68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5.66万元，利润总额

-5,076.3万元，净利润-3,799.66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42,888.03万元，负债总额为346,

871.96万元， 净资产为-3,983.93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84.71万元，

利润总额-1,878.56万元，净利润-2,009.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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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公司名称：杭州金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4月19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环站东路97号云峰大厦1号楼1407室

法定代表人：单磊磊

注册资本：4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8年末，该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336,300.36万元，负债总额为

296,246.88万元，净资产为40,054.47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

额-180.42元，净利润-145.93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771,797.26万元，负债总额为732,

512.25万元，净资产为39,285.02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

总额-553.75万元，净利润-566.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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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公司名称：苏州金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月24日

注册地址：苏州市平泷路1001号平江新城现代服务大厦4楼D2室

法定代表人：王朋朋

注册资本：15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69.77%的股权，南京仁远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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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福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分别持有其0.11%、0.1%、0.02%的股权。

股权结构图：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49,349.70万元， 负债总额为200,

205.15万元，净资产为149,144.55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2.49万元，利润

总额-1,127.89万元，净利润-855.45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511,821.25万元，负债总额为364,

399.38万元，净资产为147,421.87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4.60万元，

利润总额-2,416.68万元，净利润-1,722.6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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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公司名称：南京金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7月24日

注册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和燕路408号晓庄国际广场1幢521室

法定代表人：祝文婷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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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53.57万元， 负债总额为99,

286.64万元，净资产为11,666.93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2.52万元，利润总

额-390.29万元，净利润-309.17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75,020.26万元，负债总额为163,

614.9万元，净资产为11,405.36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0.25万元，利

润总额-410.48元，净利润-296.0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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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公司名称：句容亿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3月26日

注册地址：句容市宝华镇开发区便民路3号

法定代表人：吴亚春

注册资本：10,114.29万元

主营业务：普通商住房开发、建设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98.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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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0.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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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502.49万元， 负债总额为160,

907.02万元，净资产为15,595.47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52,709.07万元，利

润总额13,638.52万元，净利润9,842.96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77,976.75万元，负债总额为168,

225.11万元， 净资产为9,751.64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743.43万元，

利润总额-289.82万元，净利润-910.76万元。

该子公司部分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4、公司名称：河南国丰园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7月24日

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沁河路北、文化宫路东啟福铭都6号楼25层东

法定代表人：韩恺

注册资本：19,96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07,493.77万元， 负债总额为305,

217.2万元，净资产为2,276.58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2,

871.26万元，净利润-2,190.37万元；

截止2019年9月， 该公司资产总额为360,164.25万元， 负债总额为339,

271.37万元，净资产为20,892.88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

总额-1,698.52万元，净利润-1,383.7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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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公司名称：安顺金科澳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4月1日

注册地址： 贵州省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双阳路双阳三期B组团虹国资

B1-31\B2-4

法定代表人：孙文超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60%股权，贵州澳维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持

有其30%股权，重庆同迈九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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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71.74万元， 负债总额为27,

657.83万元，净资产为2,713.91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

-302.84万元，净利润-286.0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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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公司名称：重庆凯尔辛基园林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1月26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义和镇兴义南路（政府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宋明军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城市公园、社区、公共区域的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与园林景

观相配套的园林设施、艺术小品的设计及施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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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13.81万元， 负债总额为69,

277.47万元，净资产为12,936.34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4.09万元，利润总额

1,497.5万元，净利润1,251.97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550,757.81万元，负债总额为533,

342.39万元，净资产为17,415.42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0,582.11万

元，利润总额5,179.84元，净利润4,479.08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7、公司名称：资阳金泓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0月26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娇子大道京龙领地坐标3（F）-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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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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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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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02.02万元， 负债总额为57,

719.26万元， 净资产为-217.24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 利润总额

-289.64万元，净利润-217.23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24,353.42万元，负债总额为123,

349.33万元， 净资产为1,004.09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74万元，利

润总额-1,038.24万元，净利润-778.6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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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公司名称：内江金科弘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3月14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胜利镇蟠龙冲135号

法定代表人：熊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权益。

股权结构：

该公司系201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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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32.72万元，负债总额85,115.08

万元， 净资产为1,617.64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 利润总额

-508.42万元，净利润-382.3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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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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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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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其99.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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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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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0.38%、0.07%的股

权。

股权结构：

截止2018年12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55,232.48万元， 负债总额为

257,786.64万元， 净资产为-2,554.16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00万元，利

润总额-5,433.97万元，净利润-4,043.75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13,084.52万元，负债总额为417,

363.71万元， 净资产为-4,279.19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98.22万元，

利润总额-2,300.03万元，净利润-1,725.0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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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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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

注册地址：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观山洞街道郴州大道金科城23栋301

法定代表人：肖俊

注册资本：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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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54,771.13万元， 负债总额为121,

801.19万元，净资产为32,969.94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3,771.74万元，利润

总额-6,573.42万元，净利润-4,872.32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54,292.14万元，负债总额为117,

968.89万元，净资产为36,323.25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88,566.16万

元，利润总额13,069.09万元，净利润9,429.94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1、公司名称：重庆金科正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5月29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乌龙村1组

法定代表人：吉仕林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房地产中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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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43.57万元， 负债总额为84,

654.55万元，净资产为-610.98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9,801.11万元，利润

总额-1,507.99元，净利润-595.32万元。

截止2019年9月，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84,423.47万元， 负债总额为80,

720.11万元， 净资产为3,703.36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6,505.69万

元，利润总额5,142.09元，净利润4,314.34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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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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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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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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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2%、0.3007%、

1.0064%的股权。

股权结构：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97,227.47万元， 负债总额为199,

196.87万元，净资产为-1,969.40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51万元，利润总额

-4,661.59万元，净利润-3,670.91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24,532.24万元，负债总额为229,

659.60万元， 净资产为-5,127.36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6.88万元，

利润总额-2,868.10万元，净利润-3,157.9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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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公司名称：重庆市雅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7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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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隽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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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66,988.48万元， 负债总额为50,

067.44万元，净资产为16,921.04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0.85万元，利润总

额-93.09万元，净利润-78.96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58,249.33万元，负债总额为 41,

919.69万元， 净资产为16,329.64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7.02万元，

利润总额-584.54万元，净利润-591.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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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汇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12月27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中山路9号

法定代表人：吉仕林

注册资本：5,924.42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99.28%的股权，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耀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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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持

有其0.45%、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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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090.79万元， 负债总额为348,

912.05万元，净资产为35,178.74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60,208.10万元，利

润总额-1,256.14万元，净利润-2,289.33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09,306.43万元， 负债总额为 258,

474.21万元， 净资产为50,832.22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02,070.98

万元，利润总额17,064.09万元，净利润15,208.78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5、公司名称：重庆金科科健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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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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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渝未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其1.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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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88,749.79万元， 负债总额为142,

845.33万元， 净资产为45,904.46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32,979.06万元，

利润总额53,811.85万元，净利润40,645.7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44,990.40万元，负债总额为227,

149.21万元，净资产为17,841.19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56,549.22万

元，利润总额9,851.46万元，净利润6,860.11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6、公司名称：重庆庆恒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6年11月8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义和镇兴义南路88号5-7号

法定代表人：陶建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室内装饰、室内设计；批发、零售装饰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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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52.95万元， 负债总额为20,

975.07万元，净资产为8,977.88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1,012.63万元，利润

总额1,100.09万元，净利润1,117.93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92,407.31万元，负债总额为281,

488.60万元，净资产为10,918.71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5,262.92万

元，利润总额2,908.81万元，净利润1,940.83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7、公司名称：重庆金科佳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11月19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巫山县平湖西路159号财富酒店六楼（金科佳翰处）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3,039.88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98.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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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81%的股权。

股权结构：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4,763.41万元， 负债总额为31,

782.57万元，净资产为2,980.84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10.

15万元，净利润-20.42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71,992.34万元， 负债总额为69,

122.58万元，净资产为2,869.76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

额-148.11万元，净利润-111.0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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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公司名称：重庆江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8月28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奉节县鱼复街道人民广场商业步行街1幢1层C-02、03号

法定代表人：蒋思德

注册资本：8,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自有房屋出租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重庆海成实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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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52,592.85万元， 负债总额为28,

958.19万元，净资产为23,634.66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89万元，利润总

额-476.11万元，净利润-365.34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97,659.64万元，负债总额为176,

000.67万元， 净资产为21,658.97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85.73万元，

利润总额-2,228.64万元，净利润-1,975.6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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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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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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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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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55,707.32万元， 负债总额为196,

858.69万元， 净资产为58,848.63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75,288.21万元，利

润总额16,713.68万元，净利润14,143.62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51,289.81万元，负债总额为391,

990.17万元，净资产为59,299.64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2,868.97万

元，利润总额10,118.36万元，净利润8,594.63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0、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骏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12月29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万州区沙龙路三段索特F幢

法定代表人：蒋思德

注册资本：15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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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882.96万元， 负债总额为263,

225.88万元，净资产为163,657.08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08,715.1万元，利

润总额16,060.53万元，净利润13,542.20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548,471.34万元，负债总额为427,

715.41万元， 净资产为120,755.93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43,247.68万元，

利润总额9,988.02万元，净利润7,098.85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1、公司名称：临沂金科城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5月7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九曲街道李公街1号1楼102室

法定代表人：王君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机械制造;房地产开发、销售;房产经纪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物

业服务;房屋租赁;园林绿化工程;食品经营;餐饮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90%的股权，临沂河东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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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为2019年5月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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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2.44万元，负债总额为9,980

万元，净资产为422.42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103.

44万元，净利润-77.5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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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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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程钧

注册资本：3,012.59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室内外装修装饰工程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99.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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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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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925.41万元， 负债总额为353,

276.47万元，净资产为-3,351.06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19.30万元，利润

总额-5,880.58万元，净利润-4,441.07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661,305.58万元，负债总额为665,

128.41万元， 净资产为-3,822.83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861.25万

元，利润总额131.26万元，净利润101.8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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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公司名称：玉溪金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3月15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环山路3号

法定代表人：宋明军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该公司为2019年3月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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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311.30万元，负债总额为173,

604.43万元，净资产为706.87� 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68万元，利润

总额-1,723.66万元，净利润-1,293.1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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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昌锦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年4月20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国泰路18号附66号30栋

法定代表人：韩强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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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94,765.28万元， 负债总额为162,

282.18万元，净资产为32,483.10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04,846.2万元，利

润总额23,923.5万元，净利润20,257.26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06,603.54万元，负债总额为165,

692.08万元， 净资产为40,911.46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5,059.5万

元，利润总额10,668.9万元，净利润8,428.36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5、公司名称：重庆金帛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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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凤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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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有其80%的股权， 重庆迈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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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81,319.9万元， 负债总额为132,

809.2万元，净资产为48,510.70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5.67万元，利润总额

-1,966.54万元，净利润-1,489.30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31,671.93万元，负债总额为209,

161.82万元， 净资产为22,510.11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67.48万元，

利润总额-942.18万元，净利润-1,000.5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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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公司名称：玉溪金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5月28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红星国际广场紫郡8幢801

法定代表人：宋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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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

该公司为2019年5月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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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86万元， 负债总额为10,

811.63万元，净资产为-4.77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

-6.36万元，净利润-4.7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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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公司名称：山西金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4月13日

注册地址：山西省晋中市山西示范区晋中开发区汇通产业园区机械工业园

二号路综合办公楼401

法定代表人：刘兴春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主营业务：机械制造;房地产开发、销售;房产经纪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物

业服务;房屋租赁;园林绿化工程;经济贸易咨询;食品经营;餐饮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90%的股权，晋中开发区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其10%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图：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60,854.06万元， 负债总额为132,

785.19万元， 净资产为28,068.87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 利润总额

-2,548.46万元，净利润-1,911.35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62,245.02万元，负债总额为433,

849.94万元，净资产为28,395.08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4,213.79万

元，利润总额-616.96万元，净利润-207.36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8、公司名称：玉林市金凯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1月31日

注册地址：玉林市二环东路20号永利.辛福广场1幢1单元601号

法定代表人：龚文梁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销售建筑材料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该公司为2019年1月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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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06.22万元， 负债总额为69,

129.16万元， 净资产为2,177.05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40万元，利

润总额-1,093.41万元，净利润-822.9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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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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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水南路221号灯台花苑16栋2层6间

法定代表人：李晓明

注册资本：29,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建筑、装饰材料等的销售；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

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8.89%的股权，嘉兴宝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持有其40%的股权；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耀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天津金合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其0.63%、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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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929.98万元， 负债总额为350,

350.97万元，净资产为122,579.01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52.81万元，利润

总额-8,528.03万元，净利润-6,604.24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81,353.33万元，负债总额为226,

991.04万元，净资产为154,362.29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22,177.57

万元，利润总额24,503.57万元，净利润18,589.69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70、公司名称：青岛都顺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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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波

注册资本：18,075.78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 公司持有其70%的股权， 青岛海都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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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361.56万元， 负债总额为293,

410.98万元，净资产为6,950.58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85.66万元，利润总

额-2,392.67万元，净利润-1,830.58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16,611.19万元，负债总额为309,

997.31万元，净资产为6,613.88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75.80万元，利

润总额-334.75万元，净利润-336.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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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公司名称：唐山金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4月3日

注册地址：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常庄镇新房子村北

法定代表人：史南

注册资本：10,276.238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97.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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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渝未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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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45%、0.21%的股

权。

股权结构：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78,582.57万元， 负债总额为71,

092.77万元，净资产为7,489.29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3,

308.54万元，净利润-2,510.21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38,976.62万元，负债总额为134,

987.56万元， 净资产为3,989.06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42万元，利

润总额-3,347.8万元，净利润-3,776.9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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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公司名称：云南金万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7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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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杰

注册资本：2,022.18万元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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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79.12%的股权，昆明金岑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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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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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266.50万元， 负债总额为371,

690.41万元，净资产为-7,423.92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07.31万元，利润

总额-7,488.04万元，净利润-6,395.96万元。

截止2019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11,550.25万元，负债总额为149,

853.78万元， 净资产为61,696.47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56,602.34

万元，利润总额86,044.32万元，净利润73,153.24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73、公司名称：桂林真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3月28日

注册地址：广西桂林市临桂县临桂镇机场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龚文梁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 公司持有其60%的股权， 桂林大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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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8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552.74万元，负债总额为3,552.74

万元，净资产为1,00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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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24.21万元， 负债总额为16,

847.96万元，净资产为476.24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

-690.01万元，净利润-523.7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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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公司名称：玉溪金科骏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3月28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环山路3号

法定代表人：宋明军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该公司为2019年3月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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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90.16万元，负债总额为100,

219.78万元，净资产为1,970.37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

额-39.50万元，净利润-29.6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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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公司名称：玉溪金科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3月28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红星国际广场紫郡8幢801

法定代表人：宋明军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该公司系201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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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30.09万元， 负债总额为65,

953.52万元，净资产为1,676.57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

额-431.25万元，净利润-323.4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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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公司名称：聊城市金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4月17日

注册地址： 山东省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路民生绿城百合新城办公楼

101室

法定代表人：毛根生

注册资本：1,960.78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1%股权，山东民生置业有限公司持有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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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82.75万元， 负债总额为71,

420.04万元，净资产为-137.29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

额-175.08万元，净利润-137.2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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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公司名称：长沙嘉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5月20日

注册地址：长沙市宁乡经济开发区金州大道创业大楼1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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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58.20万元， 负债总额为53,

436.87万元，净资产为-78.67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

-106.82万元，净利润-78.6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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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重庆金科为益阳鼎益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5,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36个月。

3、担保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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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

（二）重庆金科为镇江科生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5,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3年。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三）控股子公司为赣州金高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0,38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24个月。

3、担保方式Ⅰ:南昌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方式Ⅱ:南昌联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控股子公司为景德镇华地金达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9,38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不超过18个月。

3、担保方式Ⅰ:南昌金科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五）控股子公司为重庆金美圆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1,424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不超过18个月。

3、担保方式Ⅰ：金科宸居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控股子公司为泸州金泓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5,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不超过27个月。

3、担保方式Ⅰ：雅安金凯提供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雅安金凯、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七）重庆金科为重庆中讯物业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债务人履行主合同项下的义务以及其因违反合同而产生的违

约金、赔偿金、债务人依据约定应付的费用等。

2、主债务履行期限：无。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至债务人有权选择提前归还债务之日止。

（八）公司为金科新能源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9,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16个月。

3、担保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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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

（九）控股子公司为南宁金盛兴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25,5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36个月。

3、担保方式Ⅰ：南宁金泓耀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十）控股子公司为重庆金科和煦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80,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24个月。

3、担保方式Ⅰ：金科弘景提供不动产抵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十一）重庆金科为重庆源昊装饰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4,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12个月。

3、担保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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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

（十二）公司为金兆禧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9,889.39万元。

2、担保期限：4年（自2016年12月31日起计算）。

3、担保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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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

（十三）重庆金科为公司开展供应链融资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不超过67,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合计64,810.94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至2021年1月2日。

3、担保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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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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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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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相违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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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股东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

定，按照股权比例对其提供担保。 本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非全资子公司重庆

金美圆、镇江科生、赣州金高、景德镇华地金达、南宁金盛兴担保系按持股比例

提供。 为非全资子公司泸州金泓、重庆中讯物业提供全额担保，公司已要求其他

股东或项目公司签署反担保协议。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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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其应付账款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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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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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20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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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9,960.99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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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0,853.40万元，合计担保余额为9,

330,814.39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02.52%， 占总资产的

40.45%。随着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对贷款的偿付，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对

其提供的担保责任将自动解除。 目前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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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关于担保事项的审批文件；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5、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6、公司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7、公司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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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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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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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原则上与其他股东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公司持

股比例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控股

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

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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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股35%的参股公司周口碧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口碧天

置业” ）作为应收款债务人与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

信托” ）签署了《债权债务确认暨还款合同》，确认漯河融和置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漯河融和置业” ）对其85,000万元的应收款债权转让予山东信托，债

务期限24个月。 周口碧天置业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重庆金

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 ）按公司持股比例为其提供29,

75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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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且该议案

经公司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周口碧天置业经审议可用担保额

度为29,750万元，本次对周口碧天置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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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担保前后对周口碧天置业的担保余

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2、 公司持股49%的参股公司上饶市悦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饶悦盛” ）接受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提供的融资24,000万元，期限12

个月。 上饶悦盛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无锡金科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金科” ）以其持有的上饶悦盛49%的股权提供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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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且该议案

经公司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饶悦盛经审议担保额度为19,

600万元， 向吉安金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调剂担保额度 2,500万元（

公告编号：2019-155号），其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7,100万元，本次无锡金科对

上饶悦盛提供的担保金额超过其可用担保额度，需进行调剂，本次担保前后对

上饶悦盛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及调剂情况详见表2。

3、公司持股33%的参股公司温州市凯壹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凯

壹” ）接受中国银行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提供的60,000万元贷款，期限36

个月。 温州凯壹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重庆金科按公司持股

比例为其提供19,8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温州凯壹向重庆金科提供反担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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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取消部分控股及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担保额度并预计新增担保额度的议

案》，且该议案经公司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温州凯壹经审议

可用担保额度为19,800万元，本次对温州凯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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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担保前后对温州凯壹的担保

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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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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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碧天置业 29,750.00 - 29,750.00 -

无锡金科 上饶悦盛 24,000.00 - 24,000.00 -

重庆金科 温州凯壹 19,800.00 - 19,800.00 -

合计 73,550.00 - 73,550.00 -

注：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担保余额以实际资金到账为准。

本次担保调剂事项发生情况如下：

表2：担保调剂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累计经审

批担保额

度

本次调

剂额度

本次调

剂前担

保余额

本次调剂

后担保余

额

调剂后剩

余可用担

保额度

1

获调

剂方

上饶悦盛 100.19% 17,100.00

+6,

900.00

- 24,000.00 -

调剂

方

重庆市碧

金辉房地

产开发有

限公司

99.80% 19,150.00

-6,

900.00

- - 12,25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周口碧天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6月13日

注册地址：河南省周口市市辖区体育馆往东1000米周口碧桂园凤凰俱乐部

三楼06室

法定代表人：李丹俊

注册资本：9,803.92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35%的股权,� 漯河碧桂园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周口市城建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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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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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377.10万元， 负债总额为128,

920.43万元，净资产为-543.33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

额-724.45万元，净利润-543.33万元。

该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 公司名称：上饶市悦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3月1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上饶市上饶县凤凰西大道76号1幢1501号

法定代表人：申司昀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自有房屋租赁。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49%股权，沈阳奥园新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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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系201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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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03.33万元， 负债总额为115,

420.77万元，净资产为-217.44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

-217.44万元，净利润-217.44万元。

该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 公司名称：温州市凯壹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7月16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梧田街道梧田街村南瓯嘉园一组团1幢301

室-1

法定代表人：於恺

注册资本：44,15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室内外装修装饰工程设计、施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33%的权益，嵊州融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

有34%的权益，温州凯旸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33%的权益。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该公司系2019年7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9年9月末， 该公司资产总额为92,115.06万元， 负债总额为48,

083.31万元，净资产为44,031.75万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

总额-74.04万元，净利润-74.04万元。

该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重庆金科为周口碧天置业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29,750万元。

2、担保期限：24个月。

3、担保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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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无锡金科为上饶悦盛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24,000万元。

2、担保期限：12个月。

3、担保方式：股权质押。

（三）重庆金科为温州凯壹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9,800万元。

2、担保期限：36个月。

3、担保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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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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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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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子公司本次对周口碧天置业、 温州凯壹的担保均系按公司持股比例提供；

对上饶悦盛的担保仅系公司持有该项目公司股权提供的质押担保，部分参股房

地产项目公司已签署相关反担保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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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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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截至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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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20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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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9,960.99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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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0,853.40万元，合计担保余额为9,

330,814.39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02.52%， 占总资产的

40.45%。随着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对贷款的偿付，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对

其提供的担保责任将自动解除。 目前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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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4、公司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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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三月十三日

(上接A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