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骁竣房地产系本公司持有34%权益的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十）台州方远阳光广合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台州方远阳光广合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北街道西路桥大道555号天时大厦902室

法定代表人：黄强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物业管理；室内装饰装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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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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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成立日期：2020-02-20

股权关系：方远建设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70%股权，杭州隆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0%股权

台州方远阳光广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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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381,649,832.30

负债总额 382,713,381.06

净资产 -1,063,548.76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0

（五十一）台州椒江方远荣安阳光城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台州椒江方远荣安阳光城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洪家街道昌平路1号；

法定代表人：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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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成立日期：2020年2月14日；

股权关系：方远建设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40%股权，台州荣安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30%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汇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0%股权；

台州方远荣安阳光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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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椒江方远荣安阳光

城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2、财务数据

2020年03月31日单位：元

资产总额 527,000,781.81

负债总额 477,000,000

净资产 50,000,781.81

2020年1-3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781.81

（五十二）太仓市万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太仓市万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04月17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4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荣华；

注册地点：太仓市城厢镇郑和西路306号；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33%权益的子公司上海盛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太仓市万鑫房地产系本公司持有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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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57.97

负债总额 37,603.40

长期借款 0

流动负债 37,603.40

净资产 68,554.57

2020年1-12月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44.43

（五十三）天津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天津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北侧创业总部基地C02号楼310室-88（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谢琨；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服务，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房屋信息咨询，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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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7年10月27日；

股权关系：天津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泰兴佳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天津隽御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持有其100%股权；

天津隽泰房地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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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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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9,127,420.29

负债总额 3,797,548,376.51

净资产 41,579,043.78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50,217,609.42

（五十四）天津融锦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天津融锦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天津市西青汽车工业区（张家窝工业区）天安路1号天安数码城3号楼602室

法定代表人：谢琨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成立日期： 2017年10月16日至长期

股权关系：福州融锦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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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5,476,683.28

负债总额 1,837,635,863.09

净资产 1,767,840,820.19

2020年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20,870,716.49

（五十五）无锡福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无锡福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4月13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胡雨波；

注册地点：无锡经济开发区金融三街6号160A室；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苏州康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南阳光城置业（苏州）有限公司持有其49%股权，苏州崇旭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持有其51%股权）持有其100%股权；

无锡福阳房地产系本公司持有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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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699.16

负债总额 740,849.30

长期借款 200,000.00

流动负债 540,849.30

净资产 -150.13

2020年1-12月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150.13

（五十六）无锡慧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无锡慧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4月13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胡雨波；

注册地点：无锡市梁溪区会岸路88-317号；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计等；

股东情况：苏州黎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南阳光城置业（苏州）有限公司持有其49%股权，苏州崇旭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持有其51%股权）持有其100%股权；

无锡慧阳房地产系本公司持有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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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89.83

负债总额 1,338.66

长期借款 0

流动负债 1,338.66

净资产 119,751.17

2020年1-12月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58.42

（五十七）无锡金丰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无锡金丰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无锡市建筑西路599-1幢9层926；

法定代表人：李亮；

注册资本：人民币120,000万元；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书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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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29日；

股权关系：苏州隽泰房地产开发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汇丰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3.4%股权；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其28.305%的股权；北京路劲隽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3.3%的股权；佛山市顺德区共享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1.665%的股权；

长兴新碧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3.33%的股权）持有其100%股权；

无锡金丰投资系本公司持有33.4%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无锡金丰投资股权结构图如下：

2、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单位：元

资产总额 687,603,440.76

负债总额 381,958,569.68

净资产 305,644,871.08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339,209,407.72

净利润 8,016,755.94

（五十八）武汉德信之光置业有限公司

1、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武汉德信之光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05月12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高智；

注册地点：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工智能科技园R栋研发楼2楼2011号 ；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等；

股东情况：武汉德杭置业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瑞鸿阳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武汉德信致远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持有其100股权；

武汉德信之光系本公司持有50%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71,843.94

负债总额 72,053.54

长期借款 0

流动负债 72,053.54

净资产 99,790.40

2020年1-12月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209.59

（五十九）新疆中安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新疆中安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石化中鼎街1018号米东区综合办公楼212号；

法定代表人：刘巨川；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成立日期：2018年5月17日；

股权关系：新疆阳光泰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70%股权（公司持有36%股权的子公司浙江光泓明宇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100%

股权）,新疆中安信诚投资持有其30%股权；

新疆中安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持有25.2%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新疆中安光泰房地产股权

结构图如下：

其他股东（注1）：安华置业有限公司持股60%；深圳市正朗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0%；北京众信汇丰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北

京华洲新泰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

其他股东（注2）:浙江欣羿辰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0%；

2、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686,292,476.02

负债总额 699,541,454.98

净资产 -13,248,978.96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11,955,335.43

（六十）宜昌腾顺阳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宜昌腾顺阳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4月3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能迪；

注册地点：湖北宜昌大连路33号1号楼4楼；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腾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38,564.74

负债总额 138,911.15

长期借款 0

流动负债 138,911.15

净资产 -346.41

2020年1-12月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346.41

（六十一）宜春正泽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宜春正泽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袁州大道598号24栋214室

法定代表人：唐小伟

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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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成立日期： 2021年1月12日

股权关系：江西曙阳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30.6%股权，江西省正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49%股权，江西嘉韶实业有限公司持

有其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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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4,552,086.83

负债总额 3,513,560,879.19

净资产 1,300,991,207.64

2020年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32,538,051.72

净利润 23,328,726.22

（六十二）宜春中冶天工秀江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宜春中冶天工秀江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天宝路500号（喜悦艺术酒店26楼2604室）；

法定代表人：吴乐；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建材经营、室内装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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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9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腾顺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90%股权，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股权；

宜春中冶天工秀江置业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持有90%权益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宜春中冶天工秀江置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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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3,297,739.07

负债总额 2,090,527,392.56

净资产 662,770,346.51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887,252,517.43

净利润 169,924,164.98

（六十三）义乌麦光置业有限公司

1、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义乌麦光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6月12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范立峰；

注册地点：浙江省义乌市稠江街道杨村路266号二楼201室；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杭州洪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臻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权，杭州建杭嘉祺置业有限公

司持有其30%股权，义乌市鼎茂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19%股权）持有其100%股权；

义乌麦光置业系本公司持有51%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07,49.99

负债总额 707,50.00

长期借款 0

流动负债 707,50.00

净资产 -0.0002

2020年1-12月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0.0002

（六十四）义乌市联鼎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义乌市联鼎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5月22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徐康达；

注册地点：义乌市苏溪镇苏福路与苏溪大道交叉口丽景湾；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光然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4%股权，温州市新华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权，义

乌市联顺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15%股权；

义乌市联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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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联鼎置业股权结构图如下：

2、财务数据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单位：元

资产总额 1,162,145,458.41

负债总额 1,154,969,609.76

净资产 7,175,848.65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9,877.00

净利润 -12,824,151.35

（六十五）漳浦县碧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漳浦县碧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绥安镇府前街小桥东岸聚源东岸6号楼1601号

法定代表人： 刘建飞

注册资本： 人民币1385.866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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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1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利碧辉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49%股权，厦门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47.24%股

权，佛山市顺德区共享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1.79%股权，平潭碧桂共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1.20%股权，佛山市顺德区碧盈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0.77%股权

股权结构图：

注（1）其他股东：

鹤山市碧桂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1.30%；江门市五邑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7.54%；佛山市高明区碧桂园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6.89%；长沙威尼斯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37%；韶关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33%；沈阳浑南新城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32%；广州碧桂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03%；佛山市南海区碧桂园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80%；江门市东岸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51%；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碧桂园物业发展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 3.42%；安徽和县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07%；长沙市宁乡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0.72%；

台山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0.11%。

2、财务信息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533,996,905.58

负债总额 522,569,656.46

净资产 11,427,249.12

2020年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276,654.78

净利润 -2,420,792.38

（六十六）漳浦臻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漳浦臻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绥安镇江滨路与湖滨东路交汇处；

法定代表人：张坚；

注册资本：人民币1867.9245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对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旅游业的投资；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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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1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阳光泽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4%股权，厦门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61.64%股权，

堆龙德庆区碧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0.99%股权，堆龙德庆区碧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1.98%股权，堆龙德庆区碧辉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持有其0.33%股权，平潭碧桂共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1.06%股权；

漳浦臻阳房地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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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浦臻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注（1）其他股东：

鹤山市碧桂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1.30%；江门市五邑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7.54%；佛山市高明区碧桂园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6.89%；长沙威尼斯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37%；韶关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33%；沈阳浑南新城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32%；广州碧桂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03%；佛山市南海区碧桂园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80%；江门市东岸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51%；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碧桂园物业发展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3.42%；安徽和县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07%；长沙市宁乡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0.72%；台

山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0.11%。

2、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单位：元

资产总额 555,355,749.22

负债总额 544,048,893.32

净资产 11,306,855.90

2020年1-12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488,281.73

净利润 -5,770,799.56

（六十七）漳州金光嘉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漳州金光嘉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福建省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角嵩路97-5号

法定代表人： 季斌

注册资本： 385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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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成立日期：2020年11月17日

股权关系：公司参股子公司厦门臻晟辉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32%股权、漳州金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5%股权、厦门宝嘉鼎盛

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其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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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227,842.06

负债总额 13,118,996.06

净资产 246,108,846.00

2020年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0.00

（六十八）漳州金昇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漳州金昇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福建省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天美路1号阳光城凡尔赛宫二期B-1幢D206室

法定代表人： 吴金珠

注册资本： 353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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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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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建筑材料销售；企业管理；停车场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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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

股权关系：公司参股子公司厦门臻晟耀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权、漳州金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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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620,765.38

负债总额 17,127,765.21

净资产 220,493,000.17

2020年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6,999.83

（六十九）漳州龙文唐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漳州龙文唐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九龙大道1413号

法定代表人： 倪冰

注册资本： 人民币80000万元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

成立日期： 2020年4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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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唐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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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5,868,609.07

负债总额 946,247,953.74

净资产 789,620,655.33

2020年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10,379,344.67

（七十）长沙弘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长沙弘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路222号永升商业广场C1栋2603房

法定代表人：杜纯

注册资本：人民币12350万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成立日期： 2020年11月6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阳光鼎科实业有限公司持有49%股权，长沙弘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51%股权。 长沙弘澈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持有49%权益的参股子公司，与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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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417902.85

负债总额 245466913.16

净资产 19950989.69

2020年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48960.31

（七十一）长汀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长汀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福建省长汀县大同镇东街村海螺墩路95号

法定代表人： 陈震江

注册资本： 723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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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成立日期： 2020年11月23日

股权关系：公司参股子公司厦门臻晟荣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80%股权、福建盼盼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20%股权

股权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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