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4,859.99

负债总额 30,160.05

长期借款 0.00

流动负债 30,160.05

净资产 14,699.94

2020年1-12月

营业收入 0.12

净利润 -0.06

（三）北京金科德远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北京金科德远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北京市平谷区兴谷经济开发区泃河西路45号-207室

法定代表人：谢琨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经济贸易咨询

成立日期： 2018/3/5

股权关系：北京金科展昊置业有限公司持股50.08%，天津阳光金嘉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49%，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股0.47%，天津金渝未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0.39%，天津金福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0.07%。

股权结构图：

2、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2,887,105,264.04

负债总额 2,631,952,266.91

净资产 255,152,997.13

2020年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489,857.31

净利润 -5,049,903.36

（四）常州光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常州光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常州市天宁区河海东路11号;

法定代表人：胡雨波;

注册资本： 85,5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成立日期：2020年6月23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璞阳建设实业有限公司持有51%股权，苏州舜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25.90994%股权，常州璟德

弘投资有限公司持有23.09006%股权；

股权结构图：苏州璞阳建设实业有限公司持有51%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财务信息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3,082,346,687.64

负债总额 2,229,350,038.43

净资产 852,996,649.21

2020年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2,003,350.79

（五）德清锦晧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德清锦晧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康街道永安街145号1101室；

法定代表人：施海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成立日期：2018年8月1日；

股权关系：浙江锦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锦臻投资管理” ）持有其100%股权，上海梁舞置业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

司上海云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赛丽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浙江锦臻投资管理34%、22%、22%及22%的股

权；

德清锦晧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持有22%权益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德清锦晧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2、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1,281,360,904.27

负债总额 1,266,732,384.01

净资产 14,628,520.26

2020年1-12月（未经审计）单位：元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32,948,478.54

（六）佛山市锦汇隆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佛山市锦汇隆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6月5日 ；

注册资本：人民币18,77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赫威；

注册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南涌社区民族路43、45、47号之三；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保利华南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49%股权，佛山市臻德阳光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40%股权，广州旭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

有其11%股权。

股权架构图

2、财务信息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4,943,677,741.00

负债总额 3,067,150,904.30

净资产 1,876,526,836.70

2020年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473,163.30

（七）福建登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福建登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福州市晋安区登云路388号；

法定代表人：徐国宏；

注册资本： 美元5,250万元；

经营范围：在福州市晋安区登云水库附近桂规划红线范围内建设、经营高尔夫球场及配套别墅、普通商住楼等。 （涉及审批许可项目

的，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 ）；

成立日期：1990年5月31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宏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穿透持有其17.09875%股权，厦门象屿集团穿透持有其50%股权，福建盛天

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穿透持有其32.90125%股权。

福建登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持有17.09875%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福建登云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2、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单位：元

资产总额 1,755,945,144.31

负债总额 1,990,280,636.15

净资产 -234,335,491.84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990,527.35

净利润 -29,587,714.25

（八）福州德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福州德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01月17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高巍；

注册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竹岐乡竹岐村竹岐街151号；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福州光鹏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30%股权；

福州德元房地产系本公司持有30%权益的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9,198.62

负债总额 29,200.00

长期借款 0.00

流动负债 29,200.00

净资产 -1.38

2020年1-12月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1.38

（九）福州海光荣创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福州海光荣创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君竹路83号开发区科技发展中心大楼第四层G416室（自贸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兰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工程项目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9年4月28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欣德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24.5%股权，福建日出东海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24.5%股权，福州

衡越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24.5%股权，正荣（福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26.5%股权；

福州海光荣创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持有24.5%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福州海光荣创置业有限公司股权

结构图如下：

2、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单位：元

资产总额 845,826,026.15

负债总额 100,392,897.53

净资产 745,433,128.62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4,566,871.38

（十）福州融锦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福州融锦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闽江大道167号融侨水乡酒店12层；

法定代表人：林宏修；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对房地产业的投资；物业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8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宏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50%股权，融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50%股权；

福州融锦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持有50%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福州融锦欣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2、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单位：元

资产总额 8,561,289,817.13

负债总额 8,412,606,563.65

净资产 148,683,253.47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1,518,337,526.60

净利润 71,065,358.28

（十一）福州市碧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福州市碧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宦溪镇政府招商引资办公楼1楼102室；

法定代表人：杨智帆；

注册资本： 人民币3,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成立日期： 2017年9月4日；

股权关系：福州泓百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臻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福建朗信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其50%股权）持有其5%股权，福建省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70%股权，正荣正兴（福州）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20%股

权，福建凯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5%股权；

福州市碧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持有2.5%权益参股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福州市碧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图如下：

2、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单位：元

资产总额 1,280,630,183.54

负债总额 1,271,377,884.30

净资产 9,252,299.24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545,623.05

净利润 -10,380,245.73

（十二）福州祯泰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福州祯泰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卢滨支路87号01室；

法定代表人：张立进；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自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

成立日期：2018年11月21日；

股权关系：福州地铁职业有限公司持有其10%股权，福州绿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80%股权，中交西海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10%

股权，福州兴胜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臻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福州兰园投资有限公司持

有其50%股权）持有福州绿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32.50%股权，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福州绿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35%股权，绿

城华南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福州绿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32.50%股权；

福州祯泰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持有13%权益参股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福州祯泰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2、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单位：元

资产总额 2,843,462,747.62

负债总额 2,070,804,391.81

净资产 772,658,355.81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27,341,644.19

（十三）福州中隆泰实业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福州中隆泰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宦溪镇牛项村民委员会办公楼102室；

法定代表人：陈冬桔；

注册资本：人民币 65,000万元；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业的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

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日；

股权关系：福州泓百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中全资子公司福州臻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福建朗信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其50%股权）持有其30.88%股权，福建保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40%股权，福州市立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9.12%股权，正荣（福

州）职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20%股权；

福州中隆泰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持有15.44%权益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福州中隆泰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结构

图如下：

2、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单位：元

资产总额 1,952,126,261.98

负债总额 1,328,318,224.15

净资产 623,808,037.83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20,906,102.40

（十四）广西唐沁同光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广西唐沁同光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南宁市良庆区平乐大道 21�号大唐总部 1�号 1�号楼 19�层；

法定代表人：黄小达；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经营范围：对农业、商务服务业、建筑业的投资；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凭资质证经营）；土地整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以上具体项目凭

资质证经营）；房屋租赁；销售：针纺织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除危险化学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机电设备、

金属材料、电子产品、通讯设备；

成立日期：2018年7月12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宁泓兴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16.5%股权，广西凯竣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34%股权，深圳市圳

雅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33%股权，广西唐润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16.5%股权；

广西唐沁同光投资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持有16.5%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广西唐沁同光投资有限公司股

权结构图如下：

2、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2,849,905,275.95

负债总额 1,670,984,117.77

净资产 1,178,921,158.18

2020年1-12月（未经审计）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21,784,469.38

（十五）广西唐昇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广西唐昇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1月13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涛；

注册地点：南宁市兴宁区邕宾路328号2栋201号房；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宁臻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30%股权，厦门大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40%股权，南宁大商汇

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30%股权。

广西唐昇投资系本公司持有30%股权的参股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32,616.15

负债总额 225,742.45

长期借款 64,000.00

流动负债 161,742.45

净资产 6,873.70

2020年1-12月

营业收入 141.73

净利润 -1,618.37

（十六）广西唐耀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广西唐耀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1月6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小达；

注册地点：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盘歌路8号大唐国际中心1号楼10层1006号房；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宁正珏阳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权，广西唐润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49%股权；

广西唐耀投资系本公司持有51%权益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54,328.69

负债总额 252.03

长期借款 0

流动负债 252.03

净资产 54,076.67

2020年1-12月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46.87

（十七）广西阳唐茂房地产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广西阳唐茂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南宁市良庆区五象新区盘歌路 8�号大唐国际中心 1#楼 10�层1006�号房；

法定代表人：黄小达；

注册资本：人民币8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凭资质证经营）；

成立日期：2019年1月17日；

股权关系：南宁正灿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34%股权（其中公司持有51%股权，天津鼎晖弘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持有其49%股

权），厦门泽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33%股权，广西唐瑞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33%股权；

广西阳唐茂房地产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持有17.34%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广西阳唐茂房地产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图如下：

2、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3,026,592,797.28

负债总额 511,154,602.57

净资产 2,515,438,194.71

2020年1-12月（未经审计）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11,058,162.09

（十八）广州当代腾欣投资有限公司

1、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广州当代腾欣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0日 ；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平；

注册地点：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68号地上第61层02单元；

主营业务：商务服务业；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利碧辉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4.9%股权，嘉兴创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90%股权，

深绿置业（北京）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权。

广州当代腾欣系本公司持有4.9%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架构图

2、财务信息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6,764,085,356.53

负债总额 2,875,343,073.32

净资产 3,888,742,283.21

2020年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24,261.27

（十九）广州市汉国恒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广州市汉国恒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10月28日；

注册资本：贰亿贰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平；

注册地点：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188号六楼C部位；

主营业务：房地产业；

股东情况：

2、财务信息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9,564,539,241.62

负债总额 5,034,347,265.42

净资产 4,530,191,976.2

2020年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202,431.19

净利润 -9,394,979.79

（二十）广州市泽瑞鸿光房地产有限公司

1、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广州市泽瑞鸿光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7月8日 ；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建立；

注册地点：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新沙大道北102号之三；

主营业务：房地产业；

股东情况：

广州阳光城壹远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股权架构图

2、财务信息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1,427,901,626.24

负债总额 7,320,683.56

净资产 1,420,580,942.68

2020年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215,112.32

（二十一）杭州华宇业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杭州华宇业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蒋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8年1月31日；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管理咨询，物业服务，房屋租赁，劳务咨询；

股权关系：重庆业博实业有限公司（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淮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25%股权，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25%股权，浙江达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25%股权，杭州新城创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25%股权）持有其100%股权；

杭州华宇业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持有25%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杭州华宇业瑞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2、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2,340,408,663.93

负债总额 2,324,471,832.63

净资产 15,936,831.30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31,316,592.98

（二十二）杭州临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杭州临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6月3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孙琴琴；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汀兰街253号7幢137-138室；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房产中介,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及施工,物业管理；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

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权关系：深圳市创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安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34%股权，杭州中创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66%股权

（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浙江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49%股权，保亿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权。 ））持有其100%股权；

杭州临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持有32.34%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杭州临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2、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1,752,297,310.88

负债总额 915,498,533.01

净资产 836,798,777.87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1,318,193.63

（二十三）杭州南光置业有限公司

1、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杭州南光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04月20日；

注册资本：30,000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梁俊；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南秀路2699号；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臻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1%股权，杭州东原长天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49%股权，杭州诺澜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20%股权；

杭州南光置业系本公司持有31%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61,906.82

负债总额 132,113.75

长期借款 0.00

流动负债 132,113.75

净资产 29,793.07

2020年1-12月

营业收入 21.58

净利润 -206.93

（二十四）合肥光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合肥光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3月17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蒋必强；

注册地点：合肥市包河区金斗路与云谷路交口东方蓝海A区2幢705室；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商业房屋租赁；

股东情况：安徽阳煜光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阳光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40%股权，合肥旭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其45%股权，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5%股权）持有其100%股权；

合肥光煜房地产系本公司持有40%权益的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13,870

负债总额 376

长期借款 0

流动负债 376

净资产 313,494

2020年1-12月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141

（二十五）菏泽光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菏泽光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菏泽市经济开发区佃户屯街道前崔楼社区沿街门市101-102室

法定代表人：孔博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

成立日期： 2018年6月5日

股权关系：济南鑫兆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90%的股权，济南润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10%股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济南龙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济南鑫兆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0%股权。

菏泽光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持有45%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菏泽光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图如下：

股权结构图：

（下转B188版）

（上接B18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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