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财务信息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1,166,614,835.15

负债总额 456,304,143.89

净资产 710,310,691.26

2020年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671,258.96

净利润 -6,286,170.64

（二十六）吉安金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吉安金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吉州大道50号A幢店面A-2-10室；

法定代表人：赵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及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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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顺阳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南昌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

吉安金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持有50%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重庆光锦房地产股权结构图

如下：

2、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单位：元

资产总额 576,446,926.61

负债总额 577,567,716.15

净资产 -1,120,789.54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1,120,789.54

（二十七）吉安市荣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吉安市荣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吉州大道20号华夏江岸星城1号楼1-1402号；

法定代表人：王磊；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市政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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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29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豫郡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50%股权，南昌世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50%股权；

吉安市容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持有50%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吉安市容城房地产开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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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5,805,608.25

负债总额 1,558,511,045.81

净资产 147,294,562.44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46,380,514.69

（二十八）嘉兴荣阳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嘉兴荣阳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广益路819号550室；

法定代表人：陈寅；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成立日期： 2019年11月11日；

股权关系：嘉兴钇和置业有限公司（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甄阑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50%股权，嘉兴荣安置业有限公司持有

50%股权）持有其100%股权；

嘉兴荣阳置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持有50%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嘉兴荣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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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920,295.20

负债总额 961,920,300.00

净资产 -4.80

2020年1-12月（未经审计）单位：元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4.80

（二十九）江西浩光房地产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江西浩光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南京东路399号天御国际大厦-写字楼801室；

法定代表人：吴乐;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及施工；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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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茂阳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50%股权，南昌炀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50%股权；

江西浩光房地产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持有50%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江西聚光房地产有限公司股权结

构图如下：

2、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单位：元

资产总额 700,618,465.75

负债总额 313,554,795.24

净资产 387,063,670.51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1,068,431.89

（三十）江西聚光房地产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江西聚光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778号星河国际1621室；

法定代表人：吴乐；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设计、施工；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以上项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9年4月15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祺阳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江西聚光房地产有限公司50%股权，芜湖齐垠置业有限公司持有江西聚光

房地产有限公司50%股权；

江西聚光房地产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持有50%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江西聚光房地产有限公司股权结

构图如下：

2、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单位：元

资产总额 494,533,436.5

负债总额 498,512,857.36

净资产 -3,979,420.86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3,979,420.86

（三十一）金华天璟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金华天璟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新华街301号县府里科创中心信息大厦3楼302室；

法定代表人：杨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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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日；

股权关系：金华天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浙江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33%股权，金华天旗置业有限公司持有

其34%股权，瑞安市鸿骋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33%股权）持有100%股权；

金华天璟置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持有33%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金华天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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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638,416.78

负债总额 647,807,932.08

净资产 99,830,484.70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169,515.30

（三十二）九江富力志盛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九江富力志盛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长虹北路中瀚商务中心20楼；

法定代表人：谢威；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营销策划、自有房屋租赁；

成立日期： 2018年2月27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志阳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33.33%股权，江西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66.7%股权；

九江富力志盛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持有33.3%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九江富力志盛置业有限公司股权

结构图如下：

2、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单位：元

资产总额 690,322,531.02

负债总额 320,577,963.58

净资产 369,744,567.44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140.11

净利润 -10,105,071.94

（三十三）九江市碧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九江市碧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十里街道德化路南侧、青年南路以西宗地（DGA2017008）地块；

法定代表人：吴乐；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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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6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藤顺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50%股权，江西碧桂园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

九江市碧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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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碧城房地产开发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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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436,440.52

负债总额 928,888,928.37

净资产 -15,452,487.85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12,044,856.37

（三十四）辽宁裕盛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辽宁裕盛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沈阳市于洪区平罗镇黄土坎村

法定代表人： 马英

注册资本：人民币2050万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

成立日期： 2010年1月25日

股权关系：沈阳阳光城耀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权、马英持有其49%股权

股权结构图：

2、财务信息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1074207548.63

负债总额 1058166723.58

净资产 16040825.05

2020年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513001.7

（三十五）南京光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南京光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庄排路109号（江宁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王君;

注册资本：4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成立日期：2020年9月29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捷阳建设实业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股权结构图：（南京捷阳建设实业有限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常州光裕房地产股权结构图如下：）

2、财务信息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2,023,723,348.70

负债总额 1,623,841,107.06

净资产 399,882,241.64

2020年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117,758.36

（三十六）南宁恭蓊实业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南宁恭蓊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南宁市良庆区五象大道349号恒大绿洲15号楼十四层1402号房

法定代表人： 唐毅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销售代理；市场营销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商业综合体

管理服务；住房租赁。

成立日期：2020-10-28

股权关系：南宁正沁澜阳投资有限公司持其29%股权,南宁蕹滠实业有限公司持其31%股权,南宁市龙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其

40%股权.

股权结构图：

2、财务信息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327,060,022.88

负债总额 255,401.70

净资产 326,804,621.18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98.62

（三十七）南宁阳正煦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南宁阳正煦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体强路19号B座1号房

法定代表人：陈中镇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房地产开发经营、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市政工程（以上三项凭资质证经营）；对房地产业、交通业、能源业、建筑业的投

资；销售：建筑材料（除危险化学品）、有色金属（除国家专控产品）、钢材、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

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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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16

股权关系：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9%股权，广西大唐世家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41%股权。

股权结构图：

2、财务信息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4,165,731,323.72

负债总额 3,194,529,054.99

净资产 971,202,268.73

2020年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605.51

净利润 -28,797,731.27

（三十八）南宁瀛蕹实业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南宁瀛蕹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南宁市江南区下津路8号富宁工业标准厂房1号楼5楼511-41室

法定代表人：黄小达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销售代理；市场营销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租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20年10月23日

股权关系：南宁瀛恭淦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权，南宁正琅阳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49%股权

股权结构图：

2、财务信息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1,568,357,175.3

负债总额 1,519,914,645.66

净资产 48,442,529.64

2020年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557,470.36

（三十九）南平光耀世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南平光耀世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南平市建阳区嘉禾北路529号站前步行街1幢409室；

法定代表人：陈芳梅；

注册资本： 人民币5,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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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0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欣泰然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40%股权，南平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60%股权；

南平光耀世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持有40%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南平光耀世隆房地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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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999,512.08

负债总额 572,000,000.00

净资产 -487.92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487.92

（四十）南平世阳达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南平世阳达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南平市建阳区潭城街道景贤路288号(正达名郡19幢6层808室)；

法定代表人：陈芳梅；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9年4月23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锦弘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4%股权，南平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33%股权，福建省正信

博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33%股权；

南平世阳达置业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持有34%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南平世阳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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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567,259.18

负债总额 771,813,135.70

净资产 90,754,123.48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9,245,876.52

（四十一）宁波中交美庐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宁波中交美庐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贸城西路157号1G10室；

法定代表人：黄勇；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物业服务；建筑材料、五金件、水暖器材、电子产品的批发、零售；停车设备的研发、批发、零售；

新材料的研发；室内装饰工程、建筑工程的施工；房地产信息咨询；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或无需经营许可的项

目和未列入地方产业发展负面清单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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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9年6月3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融鼎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0%股权，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69.8%股权，宁波中旻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0.2%股权；

宁波中交美庐置业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持有30%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宁波中交美庐置业有限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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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1,039,840.16

负债总额 1,303,067,713.64

净资产 297,972,126.52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2,027,873.48

（四十二）启东光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启东光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启东市城北工业园兴龙路1号；

法定代表人：周俊冬；

注册资本：人民币7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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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臻陌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权，启东市宏启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49%股权；

启东光勋房地产系本公司持有51%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启东光勋房地产股权结构图如下：

2、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1,564,584,323.83

负债总额 867,098,293.50

净资产 697,486,030.33

2020年1-12月（未经审计）单位：元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2,513,969.67

（四十三）清远天安智谷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清远天安智谷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园创兴大道18号天安智谷展示服务中心三楼01-08室；

法定代表人：李洁；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科技园区开发及管理；房产开发等；

成立日期：2014年4月24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清远天安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清远君伟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20%股权，广东进田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持有其30%股权；

清远天安智谷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持有50%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清远天安智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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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904,328.72

负债总额 431,074,797.05

净资产 242,829,531.67

2020年1-12月（未经审计）单位：元

营业收入 72,906,919.17

净利润 5,264,930.60

（四十四）泉州唐城房地产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泉州唐城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双阳小米时代3号1103� ；

法定代表人：张坚；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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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28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厦门）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漳州信地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

泉州唐城房地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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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唐城房地产有限公司股权结构

图如下：

2、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单位：元

资产总额 434,980,334.95

负债总额 353,957,838.72

净资产 81,022,496.23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862,924,254.24

净利润 99,913,279.83

（四十五）荣泰（福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荣泰（福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长洋路1号亭江科教中心638室（自贸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杨旭；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6万元；

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策划、市场营销策划；房地产开发经营；对房地产业的投资；房地产信息咨询；公路工程、桥梁工程的

施工；工程项目管理；商业运营管理，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金属门窗工程专业承包；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

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设计；建筑幕墙设计；企业管理咨询；承办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国内各类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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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8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腾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3.34%股权，正荣（福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33.33%股权，福

建省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28.33%股权，平潭碧桂共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3.33%股权，佛山市顺德区共享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其1.17%股权，佛山市顺德区臻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0.5%股权；

荣泰（福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持有33.34%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荣泰（福州）置业发展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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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588,077.18

负债总额 604,066,098.97

净资产 31,521,978.21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13,663,262.32

（四十六）绍兴汀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绍兴汀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越东南路328号绍兴港现代物流园内A4楼514号；

法定代表人：李志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凭有效资质经营）；物业管理等；

成立日期：2019年6月21日；

股权关系：上海汀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99%（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上海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绍兴凯有限公司持

有其50%股权），中粮房地产开发（杭州）有限公司持股1%；

绍兴汀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持有49.5%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绍兴汀光房地产股权结构图

如下：

2、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6,145,274,910.87

负债总额 5,653,765,413.19

净资产 491,509,497.68

2020年1-12月（未经审计）单位：元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3,490,502.32

（四十七）深圳市俊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深圳市俊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人民南路天安国际大厦C座10楼

法定代表人：吴乐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电脑设备的购销；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及限制项目）；国内贸易；在合

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经纪；房地产信息咨询；自有物业租赁。 （企业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

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2002-03-04

股权关系：方明治持有其5%股权，上海天颐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45%股权，天安地产投资发展（深圳）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

股权结构图：

2、财务信息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2,132,206,331.68

负债总额 2,197,640,900.32

净资产 -65,434,568.64

2020年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5,476,956.31

（四十八）沈阳光新恒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沈阳光新恒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景星北街21甲1(� 2-14-3)

法定代表人：颜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成立日期：2020-08-03

股权关系：沈阳腾光建材贸易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辽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浙江瀚阳金煦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持有其100%股权；

股权结构图：

2、财务信息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306,015,039.28

负债总额 306,042,713.50

净资产 -27,674.22

2020年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27,674.22

（四十九）苏州骁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苏州骁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04月03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7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唐云龙；

注册地点：苏州市相城区渭塘镇爱格豪路19号中汽零大厦310室；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4%股权，金科集团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3%股权，苏州

亿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33%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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