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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2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

会第四十二次（临时） 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以下简称 “《回购议

案》” ）。 为严格符合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 “《回购管理办

法》” ）、《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 “《回购补充规

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以下简称“《回购股份指

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等有关规定的

要求，公司对《回购议案》作出修订。

公司于2019年1月30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 （临时） 会议， 于2019年2月15日召开了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方案〉的议案》。 相关

内容请参见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披露的《关于修订〈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方案〉的公告》（刊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2019年6月27日，公司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19年6月28日披

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

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8月30日收盘，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364,2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8%；本次回购股份最高成交价为7.3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15元/

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0,000,021.23元（含佣金等交易费用）。

二、其他说明

1、上述公司回购情况符合既定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

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2、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19年6月27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132,

119,413股。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

4、公司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5、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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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航发航材院” ）持有中航航空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中航高科” ）股份 101,872,3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31%。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中国航发航材院本次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不超过1390万股，即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1%，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均将于本减持计划

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即2019年9月26日至2020年3月25日期间进行。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中国航发航材院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101,872,396 7.3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101,

872,39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减持主体自公司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中国航发航材院

不 超 过 ：

13900000股

不超过 ：

1%

竞价交易

减持 ，不

超 过 ：

1390000

0股

2019/9/26 ～

2020/3/25

按市场价

格

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取得

自身经营需

要

注：1、中国航发航材院本次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不超过1390万股，即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均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日起15个

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即2019年9月26日至2020年3月25日期间进行。

2、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应对该减持股份数量进行除权处理。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航发航材院严格履行了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承诺的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2016年4月16日披露的2015年度报告。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股东中国航发航材院根据自身资金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

性经营产生影响。 中国航发航材院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择机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实

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在减持期间，中国航发航材院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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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关于请做好中嘉博创公开发行可转

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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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下发的《关于请做好中嘉博创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

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核查和回复。 现对回复报告进行

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中嘉博创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中嘉博创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

议准备工作的函〉之答复报告》。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

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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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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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8年12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

会2018年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19年1月14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

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份回购相关事项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2019年1月31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书》（公号编号：2019-12）。 公司于2019年3月8日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实

施股份回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2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

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8月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累计

回购股份1,128,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7%，最高成交价为13.1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2.36元/股，

支付的总金额为14,436,163.60元（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

的回购方案。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过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

十九条的相关规定,�符合关于敏感期、回购数量和节奏、交易委托时段的要求。 自公司实施回购股份

计划之日起，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19年3月8日）前

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38,381,098股的 25%，即 9,595,275股。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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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9月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秦淮区中山南路1号南京中心23楼多功能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76,394,2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247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袁亚非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参加及主持本次

会议，经推举由公司董事张雷先生代为主持会议，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韩光律师、苗雪律师为本

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2人，公司董事袁亚非、张居洋、生德伟以及独立董事胡晓明、杨春福、

时玉舫因公务未出席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檀加敏、周晓兵因公务未出席大会；

3、 董事会秘书张雷（代）出席了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4,762,585 99.7587 1,395,500 0.2063 236,120 0.035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 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 例

（%）

是 否 当

选

2.01 选举张轩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673,684,293 99.5993 是

2.02 选举翟凌云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673,684,291 99.5993 是

2.03 选举唐志清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673,684,300 99.5993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部

分条款的议案

190,279,

864

99.1498 1,395,500 0.7271 236,120 0.1231

2.01

选举张轩先生为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189,201,

572

98.5879

2.02

选举翟凌云先生为第八届

董事会董事

189,201,

570

98.5879

2.03

选举唐志清先生为第八届

董事会董事

189,201,

579

98.5879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一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二

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均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光、苗雪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

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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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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原则上与其他股东或其关联方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公司持股比例

对其融资提供担保。 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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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科郡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郡威” ）接受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提供的不超过40,000万元贷款，期限12个月。 重庆金达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达润” ）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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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金达润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后对重庆金科郡

威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2、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市搏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搏展” ）接受华夏银

行重庆分行提供的最高额不超过75,000万元贷款，期限30个月。 重庆搏展以其合法持有的土地

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重庆金科为其提供最高额不超过75,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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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展的担保余额及

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3、公司和公司控股子公司佛山金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金御” ）作为共

同借款人接受中建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不超过62,000万元贷款，期限13个月。 玉溪金科

骏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溪金科骏耀” ）以及玉溪金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玉溪金嘉” ）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玉溪金科骏耀、玉溪金嘉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后对佛山金御

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4、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百俊” ）接受中国银行

烟台分行提供的50,000万元贷款，期限36个月。 烟台百俊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和在建工程

提供抵押担保。 重庆金科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烟台百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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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担保前后对烟台百俊的担保余额及

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5、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金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金科产业” ）接受中原信

托有限公司提供的不超过27,000万元贷款，期限24个月。 山西金科产业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

权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山西金科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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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担保前后对山西金科产业的担保余

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6、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州金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金宸” ）接受民生银行

常州支行提供的不超过110,000万元贷款，期限3年。 常州金宸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

押担保。 常州金宸股东无锡金科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金科嘉润” ）为其提

供股权质押担保。 重庆金科按持股比例为其提供不超过60,5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常州金

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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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担保前后对常州金宸的担保余额及

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7、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金骏梁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金骏梁合” ）接受

民生银行合肥分行提供的不超过110,000万元贷款，期限3年。 合肥金骏梁合以其自有项目土地

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合肥金骏梁合股东合肥金科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

金科百俊” ）为其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重庆金科按持股比例为其提供不超过60,500万元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合肥金骏梁合向重庆金科提供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合肥金科百俊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后对合肥金骏

梁合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8、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金科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金科嘉润” ）接受

江苏银行无锡太原新城支行提供的不超过60,000万元贷款，期限3年。无锡金科嘉润以其自有项

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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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担保前后对无锡金科嘉润的担保余

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9、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金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金瑞” ）接受光大银行

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分行提供的不超过50,000万元贷款，期限3年。广州金瑞以其自有项目土地

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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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担保前后对广州金瑞的担保余额及

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10、公司控股子公司淄博远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淄博远景” ）接受兴业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提供的不超过34,95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18个月。 公司控股子公司聊城市

金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聊城金民” ）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重

庆金科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淄博远景向重庆金科提供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聊城金民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后对淄博远景的担

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11、公司控股子公司资阳金泓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阳金泓瑞” ）接受工商

银行资阳分行提供的不超过80,000万元贷款，期限3年。资阳金泓瑞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和

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 重庆金科为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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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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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阳金泓瑞经审议担保额度80,000万元。 本次重庆金科对资阳金泓瑞提供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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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担保前后对资阳金泓瑞

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12、公司控股子公司岳阳江南广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岳阳江南广德” ）接受广发银

行长沙分行提供的不超过60,000万元贷款，期限3年。 重庆金科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岳

阳江南广德向重庆金科提供反担保。

公司于2019年3月2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

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岳阳江南广德经审议

担保额度60,000万元。本次重庆金科对岳阳江南广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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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担保前后对岳阳江南广德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

详见表1。

13、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市金科宸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宸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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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宸居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

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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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担保前后对金科宸居的担保余额及

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14、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达科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科畅” ）接受华夏

银行重庆分行提供的不超过55,000万元贷款，期限30个月。 金达科畅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

提供抵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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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担保前后对金达科畅的担保余额及

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15、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优程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优程” ）接受兴业银行重庆分

行提供的不超过21,500万元贷款，期限2年。 重庆优程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重庆金科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重庆优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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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担保前后对重庆优程的担保余额及

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16、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科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新能源” ）与五家渠鑫垣风

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家渠鑫垣” ）签订《五家渠鑫垣六师北塔山牧场100MW风电项

目EPC总承包合同》，约定由重庆新能源作为总承包人采购相关设备以完成项目建设。 为回笼建

设资金，重庆新能源及五家渠鑫垣与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其风力

发电设备，融资金额55,000万元,租赁期限10年。 相关租赁设备设定抵押，电费收益权及五家渠

鑫垣股东提供质押担保。 公司为此项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重庆新能源及其股东西藏明

诺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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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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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能源经审议担保额度100,000万元。本次对重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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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担保前后对重庆新能源的担保余

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17、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金润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金润达” ）接受广发

银行西安分行提供的不超过15,000万元及33,000万元贷款,期限均为2.5年。 陕西金润达以其自

有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并以其存单提供质押担保，公司为上述两笔融资提供全额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陕西金润达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于2019年4月2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

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陕西金润达

经审议担保额度15,000万元，本次对陕西金润达提供的担保金额超过上述可用担保额度，需进

行调剂，本次担保前后对陕西金润达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及调剂情况详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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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庆金达润

重庆金科郡威 40,000.00 940.97 40,940.97 -

重庆金科 重庆搏展 75,000.00 - 75,000.00 -

玉溪金科骏

耀、玉溪金嘉

佛山金御 110,000.00 - 62,000.00 48,000.00

重庆金科 烟台百俊 25,500.00 - 25,500.00 -

重庆金科 山西金科产业 84,000.00 36,315.00 63,315.00 57,000.00

重庆金科 常州金宸 60,500.00 - 60,500.00 -

重庆金科、合

肥金科百俊

合肥金骏梁合 60,500.00 - 60,500.00 -

重庆金科 无锡金科嘉润 87,000.00 27,000.00 87,000.00 -

重庆金科 广州金瑞 139,500.00 29,500.00 79,500.00 60,000.00

重庆金科、聊

城金民

淄博远景 34,950.00 - 34,950.00 -

重庆金科 资阳金泓瑞 80,000.00 - 80,000.00 -

重庆金科 岳阳江南广德 60,000.00 - 60,000.00 -

重庆金科 金科宸居 40,000.00 - 35,000.00 5,000.00

重庆金科 金达科畅 55,000.00 - 55,000.00 -

重庆金科 重庆优程 25,000.00 - 21,500.00 3,500.00

金科股份 重庆新能源 100,000.00 - 55,000.00 45,000.00

合计 1,113,350.00 93,755.97 932,105.97 21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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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名称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经审批累

计可用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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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金润达 101.84% 15,000 +33,000 37,240.00 85,240.00 -

调剂方

洛阳金隆千

都置业有限

公司

100.05% 113,000 -33,000 - - 80,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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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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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图：

截止2018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94,667.35万元，负债总额为213,986.95万元，净资产

为80,680.39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5,367.99万元， 利润总额-2,246.19万元， 净利润-1,

876.98万元。

截止2019年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80,934.57万元，负债总额为200,942.03万元，净资

产为79,992.54万元，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198.58万元，利润总额-349.96万元，净利润

-687.8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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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司名称：重庆市搏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1995年4月23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渝鲁大道737号鲁能星城三街区13幢1-7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股权结构：

截止2018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1,076.57万元，负债总额为2,366.97万元，净资产为

38,709.59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749.13万元，利润总额714.84万元，净利润575.25万元。

截止2019年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23,754.14万元，负债总额为183,359.87万元，净资

产为40,394.27万元，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70.19万元， 利润总额-28.38万元， 净利润1,

684.6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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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名称：佛山金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07月09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芦苞大道33号F35之二

法定代表人：罗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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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股权结构：

截止2018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78,225.22万元，负债总额为75,655.78万元，净资产为

2,569.44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36万元，利润总额-789.91万元，净利润-594.66万元。

截止2019年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12,899.78万元，负债总额为210,494.12万元，净资

产为2,405.66万元，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2.97万元，利润总额-22.29万元，净利润-17.6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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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名称：烟台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9月12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兴园路16号210室

法定代表人：孙波

注册资本：3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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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的股权，烟台建源五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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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9,105.83万元，负债总额为16,165.33万元，净资产为

32,940.50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72.91万元，净利润-59.50万元。

截止2019年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83,229.15万元，负债总额为50,764.22万元，净资产

为32,464.93万元，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462.19万元，净利润-475.5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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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金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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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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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82,073.28万元，负债总额为250,363.47万元，净资

产为31,709.81万元，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34,213.79万元，利润总额5,461.26万元，净利润

3,640.94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公司名称：常州金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9年3月8日

注册地址： 常州市天宁区中吴大道566号

法定代表人： 潘阿明

注册资本：75,600万元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5%的股权，中梁香港地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常州润梁置

业有限公司持有其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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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末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9年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14,955.60万元，负债总额为39,460.48万元，净资

产为75,495.12万元，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139.84万元，净利润-10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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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金骏梁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06月11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肥东经济开发区金阳路33号

法定代表人：田品勇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商业用房租赁；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4.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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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福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分别持有其0.3%、0.23%、0.05%的股权，安徽梁和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45%的股权。

股权结构：

截止2018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71,716.84万元，负债总额为72,157.74万元，净资产为

99,559.09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584.89万元，净利润-440.91万元。

截止2019年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84,802.01万元，负债总额为85,743.18万元，净资

产为99,058.84万元，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6.85万元，利润总额-673.12万元，净利润-500.

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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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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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锐

注册资本：36,664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企业管理与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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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717.71万元，负债总额为240,251.22万元，净资产

为173,466.49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96,347.92万元， 利润总额28,124.82万元， 净利润25,

039.83万元。

截止2019年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507,601.61万元，负债总额为332,414.24万元，净资

产为175,187.37万元，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2,491.13万元，利润总额1,720.88万元，净利润

1,720.8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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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公司名称： 广州金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07月05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金茂东一街18号1314房

法定代表人：罗国华

注册资本：1,200万元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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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房地产经营

活动;房屋租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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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381.81万元，负债总额为154,554.61万元，净资产

为827.20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496.70万元，净利润-372.80万元。

截止2019年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74,548.79万元，负债总额为173,765.61万元，净资

产为783.18万元，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2.46万元， 利润总额-55.98万元， 净利润-44.0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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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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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月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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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妍妮

注册资本：4,750万元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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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15,421.93万元，负债总额为143,541.82万元，净资产

为-28,119.89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2,999.63万元，净利润-2,254.74万

元。

截止2019年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14,235.72万元，负债总额为243,091.64万元，净资

产为-28,855.92万元，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0.24万元， 利润总额-1,245.45万元， 净利润

-736.0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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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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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的股权。

截止2018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57,502.03万元，负债总额为57,719.26万元，净资产为

-217.23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289.65万元，净利润-217.23万元。

截止2019年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96,430.94万元，负债总额为94,827.69万元，净资产

为1,603.25万元，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0.08万元， 利润总额-78.51万元， 净利润-25.9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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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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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5,859.97万元，负债总额为35,914.45万元，净资产

为9,945.52万元，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154.09万元，净利润-95.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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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宸居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04月07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茶园新城区世纪大道99号A栋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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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截止2018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83,862.94万元，负债总额为96,950.75万元，净资产为

-13,087.81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0,371.99万元，利润总额8,033.34万元，净利润8,033.34

万元。

截止2019年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68,900.57万元，负债总额为378,333.89万元，净资

产为-9,433.32万元，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5,444.78万元，利润总额1,805.03万元，净利润

3,654.4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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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公司名称：重庆金达科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4月2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铜梁区巴川街道金砂路120号

法定代表人：韩强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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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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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50,097.29万元，负债总额为50,127.75万元，净资产

为-30.45万元，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40.61万元，净利润-30.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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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公司名称：重庆优程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1月14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大足区智凤街道登云街187号-附19号

法定代表人：韩强

注册资本：4,6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房地产管理、策划，商业地产策划、招商，房产销售、代理，物业管理。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重庆坤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坤

基” ）间接持有其49%的股权。 公司与重庆坤基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8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5,036.53万元， 负债总额为419.69万元， 净资产为4,

616.84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81.35万元，净利润-59.25万元。

截止2019年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9,341.04万元，负债总额为4,741.29万元，净资产为

4,599.75万元，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2.24万元，利润总额-22.79万元，净利润-17.0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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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公司名称：重庆金科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2月21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黎明路70号总部经济楼110室

法定代表人：孙羽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 电力新能源系列工程的建设施工；风力、太阳能能源项目的管理、技术开发；风

电塔筒的设计、制作、销售；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等。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金科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西藏明诺创业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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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末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9年6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39,329.25万元，负债总额为38,243.80万元，净资产为

1,085.45万元，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0.38万元，利润总额-14.55万元，净利润-14.55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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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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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及销售；物业管理。

与本公司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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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同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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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809.93�万元，净资

产为13,940.83�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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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42,606.00万元，负债总额为342,151.22万元，净资

产为454.78万元，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31,673.51万元，利润总额6,834.23万元，净利润4,

513.95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控股子公司为重庆金科郡威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40,000万元。

2、担保期限：12个月。

3、担保方式Ⅰ：重庆金达润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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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庆金科为重庆搏展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75,000万元。

2、担保期限：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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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控股子公司为佛山金御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62,000万元。

2、担保期限：13个月。

3、担保方式Ⅰ：玉溪金科骏耀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玉溪金嘉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重庆金科为烟台百俊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25,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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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

（五）重庆金科为山西金科产业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27,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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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控股子公司为常州金宸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60,500万元。

2、担保期限：24个月。

3、担保方式Ⅰ: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方式Ⅱ：无锡金科嘉润以其持有常州金宸的55%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七）控股子公司为合肥金骏梁合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60,500万元。

2、担保期限：24个月。

3、担保方式Ⅰ: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方式Ⅱ：合肥金科百俊以其持有合肥金骏梁合的54.42%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八）重庆金科为无锡金科嘉润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6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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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九）重庆金科为广州金瑞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5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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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十）控股子公司为淄博远景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34,950万元。

2、担保期限：18个月。

3、担保方式Ⅰ:�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方式Ⅱ：聊城金民以其合法持有的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十一）重庆金科为资阳金泓瑞房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8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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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十二）重庆金科为岳阳江南广德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6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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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十三）重庆金科为金科宸居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3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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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十四）重庆金科为金达科畅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55,000万元。

2、担保期限：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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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重庆金科为重庆优程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21,500万元。

2、担保期限：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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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公司为重庆新能源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55,000万元。

2、担保期限：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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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公司为陕西金润达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Ⅰ：15,000万元。

2、担保金额Ⅱ：33,000万元。

3、担保期限：2.5年。

4、担保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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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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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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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公司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为非全资子公司烟台百俊、山西金科产业、常州金宸、合肥金骏梁

合、淄博远景、岳阳江南广德、重庆优程、重庆新能源、陕西金润达提供全额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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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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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9,853.6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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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9,

588.71万元，合计担保余额为8,499,442.40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66.66%，占

总资产的3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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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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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5、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6、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7、2019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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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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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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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原则上与其他股东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 按持股比例对参股公司融资提供担

保。 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超过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则公司提供担

保后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公司提供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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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的参股公司沈阳骏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骏宇” ）接受招

商银行沈阳分行提供的50,000万元贷款，期限3年。沈阳骏宇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

程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按持股比例为其提供最高不超过16,5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2018年7月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参股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2018年度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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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沈阳骏宇经审议担保额度为27,000万元，取消担保额度10,5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为16,500万元。 本次对沈阳骏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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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担保前后对沈阳骏宇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2、公司持股33%的参股公司佛山市金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金集” ）接受

中国银行佛山分行提供的65,000万元贷款，期限3年。佛山金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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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额不超过21,45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2019年4月2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

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佛

山金集经审议担保额度为19,800万元， 本次对佛山金集提供的担保金额超过上述可用担保额

度，需进行调剂，本次担保前后对佛山金集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及调剂情况详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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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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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骏宇 16,500.00 - 16,5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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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名称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经审批可

用担保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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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金集 99.03% 19,800 +1,650 - 21,450.00 21,450

调剂方

郑州新银科置

业有限公司

93.40% 30,000 -1,650 101,000 101,000 28,35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沈阳骏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19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浑南三路1-8号B1902

法定代表人：刘兴伟

注册资本：8,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北京融辉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沈阳龙

湖恒卓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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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资产总额为55,245.58万元，负债总额为52,901.32万元，净资产为2,

344.26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329.60万元，净利润-329.60万元。

截止2019年6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91,404.21万元，负债总额为90,515.45万元，净资产为

888.75万元，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 利润总额-1,455.50万元， 净利润-1,455.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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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金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09月29日

注册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世埠社区居民委员会文华路96号嘉信龙成大厦2座2101号

之三（住所申报）

法定代表人：蔡风佳

注册资本：9,090.91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广州合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4%的股权，

深圳市瑞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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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资产总额为72,045.21万元，负债总额为62,983.74万元，净资产为9,

061.47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39.25万元，净利润-29.44万元。

截止2019年6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72,045.21万元，负债总额为62,983.74万元，净资产为

9,061.47万元，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38.98万元，净利润-38.9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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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沈阳骏宇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6,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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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重庆金科为佛山金集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21,4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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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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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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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本

次对沈阳骏宇、佛山金集的担保均系按公司持股比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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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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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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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9,853.6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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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9,

588.71万元，合计担保余额为8,499,442.40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66.66%，占

总资产的3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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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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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8年度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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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5、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6、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7、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8、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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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九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