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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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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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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股子公司原则上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公司及控股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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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科商贸”）接受百瑞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提供的 20,000 万元信托贷款，期限不超过 1 年。 重庆金科嘉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科嘉辰”）提供保证金质押担保，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
将其持有的金科嘉辰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金科嘉辰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其中 13,000 万元担保额度，使
用经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该额度具体已使用情况及可用担保额度
详见表 2。 本次担保前后对庆科商贸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 1。

2、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金启盛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金启盛泽”）接受浦
发银行成都分行提供的 78,000 万元借款，期限 3 年。 成都金启盛泽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
押担保。重庆金科提供最高不超过 78,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成都金启盛泽向重庆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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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担保前后对成都金启盛泽的担保余
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 1。

3、公司控股子公司邻水金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邻水金成”）与五矿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信托”）签订《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暨回购合同》，邻水金成转让其名
下不动产的收益权（“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价款不超过 25,000 万元，转让期限 2 年，邻水金
成到期回购特定资产收益权。 日照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百俊”）以其自有
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日照亿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亿鼎”）将其持有日
照百俊 100%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日照百俊、日照亿鼎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后对邻水金成的
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 1。

4、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天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天昊”）接受天津银行成
都分行提供的 80,000 万元贷款，期限 36 个月。四川天昊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武
胜金昱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胜金昱德”）以其持有的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
保，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武胜金昱德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后对四川天昊
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 1。

5、公司控股子公司金科集团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金科”）接受浙商银
行苏州分行提供的不超过 65,000 万元借款，期限 10 年，苏州金科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
押担保。 重庆金科在 65,000 万元的最高余额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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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担保前后对苏州金科的担保余额及
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 1。

6、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科骏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骏宏”）接受中国银
行重庆云阳支行提供的 50,000 万元借款，期限 36 个月。 金科骏宏与重庆市金科骏耀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骏耀”）分别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重庆金科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金科骏宏向重庆金科提供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金科骏耀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后对金科骏宏的
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 1。

7、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昌金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金淳”）接受江西水投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委托人提供的 49,500 万元委托贷款，期限 12 个月。 南昌茂悦湖置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南昌茂悦湖”）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南昌茂悦湖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后对南昌金淳
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 1。

8、公司控股子公司惠州市鑫簇珂泽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鑫簇珂泽”）通过深
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发行“深圳前海梧桐可转债 2020201 号 - 惠州市鑫簇珂泽机电工
程有限公司可转债”，总金额不超过 57,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重庆金睿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睿源”）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重庆金睿源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后对惠州鑫簇
珂泽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 1。

9、公司控股子公司温州金瑶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金瑶”）接受中信银行温州分行
提供的 39,000 万元贷款，期限 3 年，温州金瑶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杭州科昉商
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科昉”）以其持有的温州金瑶股权提供质押担保，重庆金科提
供全额担保， 合作方南京银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其持股比例提供 15,600 万元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杭州科昉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后对温州金瑶的
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 1。

10、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煜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煜辉”）接受厦门
银行重庆分行提供不超过 25,000 万元贷款，期限 3 年，重庆金煜辉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
押担保。 重庆金科按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最高不超过 12,5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经 2020 年 3 月 25 日的重庆金科股东决定（公告编号：2020-045）通过的对重庆金煜辉担保
额度为 10,000 万元， 剩余 2,500 万元担保额度使用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
额度，该额度具体已使用情况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 2。 本次担保前后对重庆金煜辉的担保余
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 1。

11、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荣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荣和盛”）接受
农业银行重庆渝中支行提供的 20,000 万元贷款，期限 3 年。 重庆金荣和盛和重庆市金科上尊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上尊”）分别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重庆金荣和盛向重庆金科提供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重庆金科上尊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后对重庆金
荣和盛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 1。

12、公司控股子公司阜阳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阳百俊”）接受万向信托
股份公司提供的不超过 50,000 万元信托贷款，期限不超过 18 个月。 阜阳百俊以其自有项目不
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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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持有
的阜阳百俊股权提供质押担保，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
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告编号：2020-037 号），且该议案经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上述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已使用担保额度及可
用担保额度详见表 2。

13、公司控股子公司赣州金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金通”）接受工商银行
瑞金支行提供的 58,000 万元借款，期限 3 年。 赣州金通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重
庆金科按公司持股比例为其提供 34,8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后对赣州金通的担保余额及
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 1。

14、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住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住邦地产”）、重庆市御临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与首誉光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誉光控”）签订《应收账款转让合
同》及《债权债务确认协议》，确认御临建筑对住邦地产的 826.28 万元应收款债权转让予首誉光
控，还款期限 1 年。 重庆金科对住邦地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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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担保前后对住邦地产的担保余额及
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 1。

15、公司控股子公司泸州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州金润”）接受平安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不超过 80,000 万元信托贷款，期限 24 个月，公司为共同借款人。 宜宾市金
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金北”）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
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告编号：2020-037 号），且该议案经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上述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已使用担保额度及可
用担保额度详见表 2。

16、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金科骏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金科骏景”）与国
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泰康信托”）签订《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债
权债务确认协议》，沈阳金科骏景转让其名下不动产的收益权（即“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价
款 34,300 万元，转让期限 1.5 年，沈阳金科骏景到期回购特定资产收益权。 北京金科德远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德远”）以其持有的天津阳光城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提供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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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德远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后对沈阳金科骏
景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 1。

17、鉴于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应付账款提供
增信担保。 本次重庆金科为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应付账款义务的履行向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为 64,371.52 万元，期限至 2021 年 6 月 23 日。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
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告编号：2020-037 号），且该议案经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上述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已使用担保额度及可
用担保额度详见表 2。

被担保控股子公司及担保金额的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被担保控股子公司名称 担保金额
（万元）

1 常德宏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德宏景”） 700.00

2 金科地产集团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科武汉公司 ”） 1,708.14

3 青岛悦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悦茂”） 430.06

4 重庆金科德元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科德元”） 1,001.35

5 天津世纪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津世纪兴”） 354.27

6 唐山金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金耀”） 1,983.45

7 永嘉鸿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永嘉鸿科”） 2,067.36

8 宁波金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波金昇”） 600.00

9 重庆金科科健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科科健”） 785.11

10 赣州金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金晨”） 442.96

11 孝感金泽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孝感金泽”） 420.10

12 襄阳科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襄阳科鹏”） 733.45

13 玉溪金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溪金志”） 351.1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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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00

15 资阳金泓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资阳金泓瑞”） 674.00

16 西安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科润”） 537.00

17 射洪金科弘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射洪金科弘景”） 724.00

18 内江祥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内江祥澳”） 783.00

19 南充金科弘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充金科弘鑫”） 760.00

20 泸州金润 1,240.00

21 陕西金润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陕西金润达”） 639.00

22 乐至县至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乐至至庆 ”） 1,000.00

23 重庆金荣和盛 650.00

24 重庆昌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昌立”） 514.81

25 重庆通融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通融实业”） 1,000.00

26 安顺金科澳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顺金科澳维”） 558.94

27 金科骏宏 516.66

28 遵义星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义星聚”） 512.77

29 重庆金开睿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庆金开睿腾”） 391.59

30 柳州市远道香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柳州远道香颂”） 819.98

31 天津滨奥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津滨奥”） 583.99

32 张家港保税区金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张家港金科”） 614.44

33 句容亿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句容亿丰”） 364.42

34 平湖悦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湖悦佳”） 680.0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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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0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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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98

37 重庆金科金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庆金科金裕”） 1,622.03

38 重庆金科汇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庆金科汇茂”） 393.91

39 枣庄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枣庄百俊”） 387.24

40 重庆市金科宸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宸居”） 740.29

41 重庆相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相龙实业”） 103.92

42 镇江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江科生”） 315.70

43 南昌金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金坚”） 800.00

44 南宁金卓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宁金卓立”） 1,260.01

45 南昌金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金合”） 100.00

46 江西中农房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中农房 ”） 350.00

47 重庆市御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临建筑”） 1,034.86

48 重庆金科中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科中俊”） 2,171.56

49 庆科商贸 2,041.87

50 山西金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山西金科产业 ”） 4,473.35

51 沈阳金科骏景 2,277.88

52 重庆恒春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春置业”） 1,109.15

53 广汉金信辉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汉金信辉”） 1,086.00

54 贵州龙里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贵州龙里天宸”） 1,277.52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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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41

56 合肥金科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合肥金科天宸”） 418.39

57 平湖悦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湖悦泽”） 632.70

58 仁怀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怀博达”） 1,380.75

59 潍坊金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潍坊金科建投 ”） 1,192.69

60 宿迁常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迁常俊”） 2,162.50

61 盐城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百俊”） 784.55

62 重庆金帛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重庆金帛藏”） 1,041.91

63 重庆金科巫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庆金科巫宸”） 821.05

64 重庆市搏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重庆搏展 ”） 1,312.21

65 重庆市金科骏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重庆金科骏凯”） 1,516.09

66 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科科润”） 2,001.51

67 淄博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百俊”） 331.26

68 淄博远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淄博远景”） 1,694.93

69 遵义茂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义茂骏”） 880.32

合计 64,371.54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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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科嘉辰
重庆金科 庆科商贸 133,941.87 156,675.1 176,675.1 113,941.87

重庆金科 成都金启盛泽 78,000.00 - 78,000.00 -
日照百俊
日照亿鼎 邻水金成 25,000.00 - 25,000.00 -

武胜金昱德
重庆金科 四川天昊 80,000.00 - 80,000.00 -

重庆金科 苏州金科 96,500.00 16,000.00 81,000.00 31,500.00
金科骏耀
重庆金科 金科骏宏 50,516.66 14,095.00 64,095.00 516.66

南昌茂悦湖
重庆金科 南昌金淳 49,500.00 55,500.00 105,000.00 -

重庆金科
重庆金睿源 惠州鑫簇珂泽 57,000.00 - 57,000.00 -

杭州科昉
重庆金科 温州金瑶 39,000.00 - 39,000.00 -

重庆金科 重庆金煜辉 12,500.00 18693.81 31,193.81 -
重庆金科上尊

重庆金科 重庆金荣和盛 25,650.00 50,000.00 70,000.00 5,650.00

无锡金科嘉润
重庆金科 阜阳百俊 50,000.00 - 50,000.00 -

重庆金科 赣州金通 34,800.00 - 34,800.00 -
重庆金科 住邦地产 5,290.27 12,784.74 13,611.02 4,463.99
宜宾金北 泸州金润 81,240.00 - 80,000.00 1,240.00
金科德远
重庆金科 沈阳金科骏景 36,577.88 23,139.21 57,439.21 2,277.88

重庆金科 常德宏景 700.00 - 700.00 -
重庆金科 金科武汉公司 1,708.14 10,000.00 11,708.14 -
重庆金科 青岛悦茂 430.06 18,112.00 18,542.06 -
重庆金科 金科德元 1,001.35 60,000.00 61,001.35 -
重庆金科 天津世纪兴 354.27 26,434.05 26,788.32 -
重庆金科 唐山金耀 1,983.45 1,010.17 2,993.62 -
重庆金科 永嘉鸿科 2,067.36 36,900.00 38,967.36 -
重庆金科 宁波金昇 600.00 47,899.00 48,499.00 -
重庆金科 金科科健 785.11 33,008.06 33,793.17 -
重庆金科 赣州金晨 442.96 15,000.00 15,442.96 -
重庆金科 孝感金泽 20,420.10 - 420.10 20,000.00
重庆金科 襄阳科鹏 30,733.45 10,000.00 10,733.45 30,000.00
重庆金科 玉溪金志 351.15 215.04 566.19 -
重庆金科 无锡金科嘉润 207.00 - 207.00 -
重庆金科 资阳金泓瑞 674.00 41,025.00 41,699.00 -
重庆金科 西安科润 537.00 114,995.00 115,532.00 -
重庆金科 射洪金科弘景 724.00 - 724.00 -
重庆金科 内江祥澳 783.00 23,300.00 24,083.00 -
重庆金科 南充金科弘鑫 760.00 500.00 1,260.00 -
重庆金科 泸州金润 1,240.00 80,000.00 81,240.00 -
重庆金科 陕西金润达 639.00 42,679.00 43,318.00 -
重庆金科 乐至至庆 1,000.00 805.91 1,805.91 -
重庆金科 重庆金荣和盛 5,650.00 70,000.00 70,650.00 5,000.00
重庆金科 重庆昌立 514.81 - 514.81 -
重庆金科 通融实业 32,000.00 - 1,000.00 31,000.00
重庆金科 安顺金科澳维 20,558.94 21,095.6 21,654.54 20,000.00
重庆金科 金科骏宏 516.66 64,095.00 64,611.66 -
重庆金科 遵义星聚 512.77 8,000.00 8,512.77 -
重庆金科 重庆金开睿腾 391.59 23,510.29 23,901.88 -
重庆金科 柳州远道香颂 819.98 24,400.00 25,219.98 -
重庆金科 天津滨奥 583.99 72,000.00 72,583.99 -
重庆金科 张家港金科 614.44 - 614.44 -
重庆金科 句容亿丰 364.42 575.25 939.67 -
重庆金科 平湖悦佳 680.00 10,020.00 10,700.00 -
重庆金科 合肥金骏梁合 248.00 43,998.9 44,246.90 -
重庆金科 重庆金科郡威 374.98 - 374.98 -
重庆金科 重庆金科金裕 1,622.03 16,141.12 17,763.15 -
重庆金科 重庆金科汇茂 393.91 16,798.00 17,191.91 -
重庆金科 枣庄百俊 387.24 - 387.24 -
重庆金科 金科宸居 37,640.29 - 740.29 36,900.00
重庆金科 相龙实业 103.92 - 103.92 -
重庆金科 镇江科生 315.70 6,600.00 6,915.70 -
重庆金科 南昌金坚 800.00 79,200.00 80,000.00 -
重庆金科 南宁金卓立 1,260.01 748.62 2,008.63 -
重庆金科 南昌金合 100.00 52,500.00 52,600.00 -
重庆金科 江西中农房 350.00 10,150.00 10,500.00 -
重庆金科 御临建筑 3,034.86 4,105.01 5,139.87 2,000.00
重庆金科 金科中俊 268,571.56 80,904.62 83,076.18 266,400.00
重庆金科 庆科商贸 113,941.87 176,675.1 178,716.97 111,900.00
重庆金科 山西金科产业 99,473.35 109,603.1 114,076.45 95,000.00
重庆金科 沈阳金科骏景 2,277.88 57,439.21 59,717.09 -
重庆金科 恒春置业 1,109.15 28,228.6 29,337.75 -
重庆金科 广汉金信辉 1,086.00 12,760.00 13,846.00 -
重庆金科 贵州龙里天宸 13,377.52 6,808.39 8,085.91 12,100.00
重庆金科 合肥金科百俊 683.41 45,999.00 46,682.41 -
重庆金科 合肥金科天宸 418.39 55,972.00 56,390.39 -
重庆金科 平湖悦泽 632.70 20,000.00 20,632.70 -
重庆金科 仁怀博达 16,380.75 21,800.00 23,180.75 15,000.00
重庆金科 潍坊金科建投 1,192.69 43,000.00 44,192.69 -
重庆金科 宿迁常俊 2,162.50 - 2,162.50 -
重庆金科 盐城百俊 17,784.55 56,950.00 57,734.55 17,000.00
重庆金科 重庆金帛藏 31,041.91 45,666.33 46,708.24 30,000.00
重庆金科 重庆金科巫宸 821.05 - 821.05 -
重庆金科 重庆搏展 1,312.21 49,866.00 51,178.21 -
重庆金科 重庆金科骏凯 1,516.09 15,874.1 17,390.19 -
重庆金科 金科科润 2,001.51 - 2,001.51 -
重庆金科 淄博百俊 331.26 - 331.26 -
重庆金科 淄博远景 1,694.93 48,350.00 50,044.93 -
重庆金科 遵义茂骏 35,880.32 24,500.00 25,380.32 35,000.00

合计 1,647,188.22 2,333,105.33 3,022,753.15 886,890.40
注：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担保余额以实际资金到账为准。

表 2：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控股子公司
150 亿担保额度使用及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类别 总额度 公司名称
截至公告时
最近一期资
产负债率

对应进展公告
编号

已使用额
度

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

资产负债率
为 70%以上
（含 70%）的
控股子公司

1,000,000.00

深圳金科置业有限公司 97.78% 2020-096 号 135,000.00

142,528.48

重庆金科德元实业有限公司 93.15% 2020-124 号 60,000.00
潍坊金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95.60% 2020-124 号 32,000.00

遵义宸梁房地产有限公司 91.35% 2020-124 号 32,600.00
商丘悦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5.14% 2020-124 号 1,000.00

许昌金宏房地产有限公司 97.80% 2020-124 号 32,000.00
合肥金科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0.50% 2020-124 号 48,000.00

重庆凯尔辛基园林有限公司 95.28% 2020-145 号 7,000.00
昭通市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1.32% 2020-145 号 20,000.00

长沙景科置业有限公司 68.48% 2020-145 号 80,000.00
贵州鑫久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9.96% 2020-145 号 20,000.00

西安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1.43% 2020-145 号 35,000.00
汕头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8.26% 2020-165 号 68,000.00

山西金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89.65% 2020-165 号 30,000.00
日照亿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8.44% 2020-165 号 35,000.00
遵义茂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8.28% 2020-165 号 24,500.00

安康景宜置业有限公司 100.10% 2020-174 号 40,000.00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98.54% 2020-188 号 13,000.00

泸州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7.84% 2020-188 号 80,000.00
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 70%以上 2020-188 号 64,371.52

已用额度总计 857,471.52

资产负债率
低于 70%的
控股子公司

500,000.00

重庆金科喆美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 - 2020-145 号 209,000.00

110,524.00

重庆金蒙晟玥置业有限公司 新公司 2020-145 号 17,000.00
南京科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2.18% 2020-145 号 79,500.00
徐州珺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公司 2020-145 号 23,826.00

抚州华睿置业有限公司 6.84% 2020-174 号 7,650.00
重庆金煜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1.75% 2020-188 号 2,500.00

阜阳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5.03% 2020-188 号 50,000.00
已用额度总计 389,476.00

注： 公司 2020-145 号公告中披露的对佛山金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担保的 12,000 万元债
务已结清，故从本列表中删除。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 年 12 月 2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义和镇兴义南路 88 号
法定代表人：陶建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主营业务：批发及统一配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产品、机械设

备、摩托车及配件；市场经营管理；自有房屋出租；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截止 2019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615,945.87 万元，负债总额为 1,582,545.89 万元，净

资产为 33,399.98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97,471.00 万元，利润总额 8,786.99 万元，净利润
7,457.01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576,750.69 万元，负债总额为 2,539,081.21 万
元，净资产为 37,669.48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17,261.11 万元，利润总额 5,022.94
万元，净利润 4,269.50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公司名称：成都金启盛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3 月 4 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柏合街道曲柏西路 99 号
法定代表人：陈云平
注册资本：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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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的股权，成都梁恒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40%的股权。公司与

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图：

该子公司于 2020 年 3 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73,103.4 万元，负债总额为 189,217.6 万元，净

资产为 83,885.8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89 万元， 利润总额 -33.01 万元， 净利润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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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水金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3 月 14 日
注册地址：邻水县城北镇文星路 15 号 303
法定代表人：张洪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98.69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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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93%、0.5743%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 2019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02,156.0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2,353.36 万元，净资
产为 -197.27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25.77 万元， 利润总额 -2,923.64 万元， 净利润 -2,
197.27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65,175.3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65,936.29 万元，
净资产为 -760.89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8.31 万元，利润总额 -750.77 万元，净利
润 -56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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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 年 6 月 13 日
注册地址：成都市温江区柳城镇向阳路 2 栋 1 楼 65 号
法定代表人：陈云平
注册资本：4,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项目投资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权益
截止 2019 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4,944.11 万元， 负债总额为 0 万元， 净资产为

4,944.11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24.85 万元，净利润 -18.64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93,303.83 万元，负债总额为 88,399.89 万元，净

资产为 4,903.94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36.08 万元，净利润 -4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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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集团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7 月 27 日
注册地址：苏州高新区塔园路 369 号
法定代表人：王朋朋
注册资本：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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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9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592,074.83 万元，负债总额为 562,954.74 万元，净资

产为 29,120.09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687.97 万元， 利润总额 -5,510.56 万元， 净利润
-5,510.56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776,608.22 万元，负债总额为 747,931.30 万元，
净资产为 28,676.92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5,478.09 万元， 利润总额 -443.17 万元，
净利润 -443.17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公司名称：重庆金科骏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5 月 2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云阳县青龙街道滨江东路 1666 号 29 幢
法定代表人：王申殿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60%的股权，重庆昕榕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40%的股权。公司与

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 2019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13,168.35 万元，负债总额为 94,342.49 万元，净资产
为 18,825.86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56.67 万元，利润总额 -1,167.39 万元，净利润 -827.12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86,598.07 万元，负债总额为 167,029.87 万元，
净资产为 19,568.20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2,698.06 万元， 利润总额 3,177.06 万
元，净利润 2,310.66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7、公司名称：南昌金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10 月 15 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998 号绿地中央广场 A1 栋 2803 室
法定代表人：孙正军
注册资本：2,008.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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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8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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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赣未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分别持有其 0.3029%、0.0733%、0.0379%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 2019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25,222.14 万元，负债总额为 227,580.18 万元，净资
产为 -2,358.04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6.2 万元， 利润总额 -5,740.8 万元， 净利润 -4,
319.31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75,421.10 万元，负债总额为 280,948.27 万元，
净资产为 -5,527.17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55.07 万元， 利润总额 -4,201.63 万元，
净利润 -3,1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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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公司名称：惠州市鑫簇珂泽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10 月 9 日
注册地址：惠州市惠城区惠州大道 20 号赛格广场 21 层 01 号
法定代表人：段维立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主营业务：机电设备安装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建材、装饰材料、五金产品、化工产品批

发及零售；实业投资。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截止 2019 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630.64 万元， 负债总额为 472.11 万元， 净资产为

158.52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80.04 万元，利润总额 66.35 万元，净利润 63.03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571.29 万元，负债总额为 396.07 万元，净资产为

175.21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477.95 万元， 利润总额 17.56 万元， 净利润 16.69 万
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9、公司名称：温州金瑶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5 月 25 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科技创新中心大楼 3F-11
法定代表人：单磊磊
注册资本：2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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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的股权，杭州银嘉澄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40%的

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该子公司于 2020 年 5 月新设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70,165.20 万元，负债总额为 44,122.92 万元，净

资产为 26,042.28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 利润总额 -76.94 万元， 净利润
-5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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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金煜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6 月 6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宝鸿大道 8 号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 73,919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50%的股权，重庆旭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50%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 2019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88,291.3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4,531.01 万元，净资产

为 73,760.38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2.4 万元， 利润总额 -219.21 万元， 净利润 -158.62 万
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88,613.4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16,476.42 万元，
净资产为 72,137.07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3.06 万元， 利润总额 -2,209.20 万元，
净利润 -1,6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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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金荣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5 月 20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国泰路 18 号附 116 号
法定代表人：蒋思德
注册资本：44,45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70%的股权，重庆荣商建设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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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53,186.4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9,519.26 万元，净资产
为 43,667.23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22.75 万元，利润总额 -1,040.00 万元，净利润 -782.70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24,074.93 万元，负债总额为 181,453.34 万元，
净资产为 42,621.59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69.19 万元， 利润总额 -1,431.06 万元，
净利润 -1,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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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4 月 28 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颍淮大道与三清路交叉口居然之家 13#106 号
法定代表人：田品勇
注册资本：68,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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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的股权，合肥奥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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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30,098.67 元， 负债总额为 62,641.58 万元， 净资产为
67,457.09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32.07万元，利润总额 -1,022.64万元，净利润 -768.91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48,175.03 万元，负债总额为 81,542.95 万元，净
资产为 66,632.09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51.67 万元， 利润总额 -1,132.91 万元，净
利润 -8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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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金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3 月 31 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瑞金市象湖镇绵江大桥东引道北侧凯鸿和园商铺 2#-104
法定代表人：孙正军
注册资本：25,305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60%的权益，江西省交通工程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40%的

权益。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该子公司系 2020 年 3 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46,787.08 万元，负债总额为 21,510.51 万元，净

资产为 25,276.57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 利润总额 -36.83 万元， 净利润
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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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住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10 月 12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大足区智凤街道登云街 187 号 - 附 18 号
法定代表人：蒋思德
注册资本：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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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91,183.60 万元，负债总额为 92,224.52 万元，净资产

为 -1,040.91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44.53 万元， 利润总额 -1,857.27 万元， 净利润 -1,
387.55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26,856.57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8,793.01 万元，
净资产为 -1,936.44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1.04 万元， 利润总额 -1,151.89 万元，
净利润 -8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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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 年 8 月 31 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况场街道康庄街 87 号
法定代表人：向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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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都市江龙投资有限公司

分别持有其 51.5%、4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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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8%、0.203%、0.049%的股权。

股权结构：

截止 2019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320,767.38 万元，负债总额为 307,033.62 万元，净资
产为 13,733.76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1,976.41 万元， 利润总额 20,595.99 万元， 净利润
15,374.03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411,245.07 万元，负债总额为 402,370.23 万元，
净资产为 88,748.43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79,053.50 万元， 利润总额 79,686.70 万
元，净利润 48,014.67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6、公司名称：沈阳金科骏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6 月 27 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 258 号 307 室
法定代表人：王鹏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截止 201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237,455.53 万元，负债总额为 244,791.97 万元，净资产

为 -7,336.44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71 万元， 利润总额 -8,097.63 万元， 净利润 -6,
084.57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427,741.72 万元，负债总额为 436,804.93 万元，
净资产为 -9,063.21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4 万元，利润总额 -2,300.34 万元，净
利润 -1,72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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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公司名称：常德宏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7 月 2 日
注册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沧浪街道八角楼社区安置小区 1 排 6 号 3-4 楼
法定代表人：杨成
注册资本：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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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9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33,437.01万元，负债总额为 34,084.15万元，净资产为 -647.

14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11.26万元，利润总额 -860.93万元，净利润 -647.14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55,237.57 万元，负债总额为 46,468.26 万元，净

资产为 8,769.31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7.93 万元，利润总额 -1,152.74 万元，净利
润 -58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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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公司名称：金科地产集团武汉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5 月 25 日
注册地址：洪山区和平街青城华府 G6-10 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钱建明
注册资本：65,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房地产营销策划；装饰工程设计、施工。

（下转 C34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