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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59.85%的股权，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皇未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其 0.078%、0.072%的股权，嘉
兴荣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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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043.73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24,104.52 万元，净
资产为 226,939.21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6.42 万元， 利润总额 -13,356.66 万元， 净利润
-10,031.29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174,905.82 万元，负债总额为 887,978.81 万元，
净资产为 286,927.02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59,075.45 万元，利润总额 80,480.10 万
元，净利润 60,377.80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9、公司名称：青岛悦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5 月 20 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公园路 89 号 5 栋 207 室
法定代表人：马建平
注册资本：5,06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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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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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鑫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其 0.73%、0.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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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22.08 万元， 负债总额为 48,730.82 万元， 净资产为
3,291.25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 -2,282.78万元，净利润 -1,708.75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59,524.47 万元，负债总额为 56,977.64 万元，净
资产为 2,546.83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01.69 万元， 利润总额 -996.03 万元，净
利润 -74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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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公司名称：重庆金科德元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6 月 12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德感工业园区 C4-03
法定代表人：黎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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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
截止 2019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3,487.89 万元，负债总额为 23,536.50 万元，净资产

为 -48.61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64.78 万元，净利润 -48.58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09,545.70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3,909.46 万元，

净资产为 5,636.24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8.65 万元，利润总额 3,684.96 万元，净利
润 3,6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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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公司名称：天津世纪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4 月 16 日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街工业园商贸楼 201 室
法定代表人：刘宏兵
注册资本：6,122.45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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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95.54 万元，负债总额为 48,718.37 万元，净资产

为 -3,922.83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68 万元， 利润总额 -4,280.37 万元， 净利润 -3,
207.54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33,129.84 万元，负债总额为 137,529.17 万元，
净资产为 -4,399.33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8.74 万元， 利润总额 -632.23 万元，净
利润 -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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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公司名称：唐山金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4 月 3 日
注册地址：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常庄镇新房子村北
法定代表人：史南
注册资本：10,276.238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 公司持有其 97.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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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渝未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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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45%、0.21%的股权。

股权结构：

截止 2019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51,776.24 万元，负债总额为 149,196.29 万元，净资
产为 2,579.95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0.47 万元， 利润总额 -6,904.77 万元， 净利润 -5,
186.08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80,707.27 万元，负债总额为 180,350.28 万元，
净资产为 356.99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1.77 万元，利润总额 -2,961.38 万元，净利
润 -2,2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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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公司名称：永嘉鸿科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7 月 29 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乌牛街道芦池大厦 2 幢 303 室
法定代表人：周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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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的权益， 浙江国鸿新瑞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49.9%

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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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50.51 万元，负债总额为 29,801.73 万元，净资产
为 26,748.77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332.20 万元，净利润 -251.23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83,063.79 万元，负债总额为 83,902.54 万元，净
资产为 -838.75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01 万元，利润总额 -772.04 万元，净利润
-58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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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公司名称：宁波金昇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1 月 7 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镇府路 78 号 1 号楼 307 室
法定代表人：潘想余
注册资本：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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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52,532.76 万元，负债总额为 152,049.69 万元，净资

产为 483.07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6,054.53 万元，净利润 -4,547.45 万
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75,228.24 万元，负债总额为 276,705.93 万元，
净资产为 -1,477.70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11 万元，利润总额 -2,611.49 万元，净
利润 -1,9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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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公司名称：重庆金科科健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2 月 17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碚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云汉大道 5 号附 401
法定代表人：范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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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497%的股权，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渝未来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其 1.421%、1.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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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883.26 万元，负债总额为 232,153.35 万元，净资
产为 18,729.91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63,162.66 万元， 利润总额 10,688.17 万元， 净利润
7,748.83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321,465.00 万元，负债总额为 302,870.38 万元，
净资产为 18,594.62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8,410.13 万元， 利润总额 -146.73 万元，
净利润 -135.29 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6、公司名称：赣州金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5 月 24 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梅林镇城南大道西路 7 号 3 栋写字楼 48 号
法定代表人：孙正军
注册资本：2,022.785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98.8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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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福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分别持有其 0.509%、0.486%、0.131%的股权。

股权结构：

截止 2019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88,156.61 万元，负债总额为 99,545.08 万元，净资产
为 -11,388.47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 利润总额 -11,380.00 万元， 净利润 -12,
443.66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93,715.50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5,929.96 万元，净
资产为 -12,214.46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70 万元，利润总额 -384.08 万元，净利
润 -82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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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公司名称：孝感金泽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10 月 25 日
注册地址：孝感市孝南区卧龙乡黄花路特六号
法定代表人：饶志刚
注册资本：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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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51.59 万元，负债总额为 23,051.80 万元，净资产

为 -0.21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0.2 万元，净利润 -0.2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68,484.06 万元，负债总额为 69,018.13 万元，净

资产为 -534.07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99 万元，利润总额 -647.6 万元，净利润
-55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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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公司名称：襄阳科鹏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12 月 3 日
注册地址：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航空路北(襄阳碧桂园第 109 幢 1 单元 108 号)
法定代表人：饶志刚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及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湖北中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49%的股权。公司与

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该子公司系 2019 年末新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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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63.31 万元，负债总额为 35,920.36 万元，净

资产为 -457.05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9.31 万元， 利润总额 468.2 万元， 净利润
-4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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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公司名称：玉溪金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5 月 28 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红星国际广场紫郡 8 幢 801
法定代表人：宋明军
注册资本：2,149.88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 公司持有其 93.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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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瑞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其 3.82%、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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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49.82 万元，负债总额为 23,806.12 万元，净资产为
1,643.70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475.06 万元，净利润 -356.30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44,946.76 万元，负债总额为 43,571.03 万元，净
资产为 1,375.73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70 万元，利润总额 -552.99 万元，净利润
-4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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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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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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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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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191.25 万元，负债总额为 507,760.06 万元，净资

产为 185,431.19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708.64 万元， 利润总额 11,964.04 万元， 净利润
11,964.04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923,556.46 万元，负债总额为 743,776.17 万元，
净资产为 179,780.29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35.50 万元，利润总额 -5,650.90 万元，
净利润 -5,6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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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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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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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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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70.06 万元，负债总额为 94,055.83 万元，净资产为
14.23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0.75 万元，利润总额 -2,352.88 万元，净利润 -1,768.54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58,326.35 万元，负债总额为 158,860.94 万元，
净资产为 -534.59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6,990.89 万元，利润总额 -735.30 万元，净
利润 -54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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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公司名称：西安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10 月 12 日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浐灞生态区北辰路与东风路东南角金科博翠天宸售楼部二楼 201

室
法定代表人：贾媛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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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982.13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2,776.21 万元，净资

产为 -3,794.09 万元。 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 利润总额 -7,374.20 万元， 净利润 -5,
637.38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517,685.62 万元，负债总额为 528,110.49 万元，
净资产为 -10,424.87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6.08 万元，利润总额 -5,336.44 万元，
净利润 -6,63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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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公司名称：射洪金科弘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9 年 7 月 1 日
注册地址：射洪县太和镇太和大道北段郁金香·上城 2 幢第 1 层 1-4 号
法定代表人：熊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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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遂宁金科弘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股权结构：

截止 2019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39,040.06 万元，负债总额为 40,265.97 万元，净资产
为 -1,225.91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88 万元， 利润总额 -1,629.68 万元， 净利润 -1,
225.91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99,548.67 万元，负债总额为 99,529.49 万元，净
资产为 19.18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51 万元， 利润总额 -1,006.42 万元， 净利润
-75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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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公司名称：内江祥澳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2 月 26 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内江市汉晨路 888 号 8 栋
法定代表人：熊健
注册资本：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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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2%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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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福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分别持有其 0.36%、0.44%、0.07%的权益。

股权结构：

截止 2019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91,346.42 万元，负债总额为 193,887.59 万元，净资
产为 -2,541.17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0.00 万元，利润总额 -212.43 万元，净利润 -165.01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98,963.03 万元，负债总额为 302,975.68 万元，
净资产为 -4,012.65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24 万元，利润总额 -1,951.01 万元，净
利润 -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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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公司名称：南充金科弘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5 月 9 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新政镇春晖路东一段 47 号（金源帝都 12 幢负一层）
法定代表人：熊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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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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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持有其 1.25%、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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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17.36 万元，负债总额为 44,540.64 万元，净资产
为 876.72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26.74 万元，利润总额 -1,485.86 万元，净利润 -1,123.28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96,208.19 万元，负债总额为 95,926.58 万元，净
资产为 281.61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40.25 万元， 利润总额 -798.63 万元， 净利润
-5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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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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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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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及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34%的股权，

西安朗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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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451,661.83 万元，负债总额为 440,995.56 万元，净资产
为 10,666.26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8,542.00 万元， 利润总额 18,836.77 万元， 净利润
14,725.44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389,390.99 万元，负债总额为 360,979.43 万元，
净资产为 28,411.56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81,022.29 万元， 利润总额 20,949.71 万
元，净利润 17,745.29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7、公司名称：乐至县至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4 月 19 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天池镇名景路 212（201、202、203）号
法定代表人：陈昌凤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建材批发。
与本公司关系：重庆金科持有其 90%的股权，四川欣源泰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10%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 2019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2,030.90 万元，负债总额为 22,735.62 万元，净资产
为 -704.72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73 万元，利润总额 -924.64 万元，净利润 -704.72 万
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38,939.58 万元，负债总额为 40,150.10 万元，净
资产为 -1,210.52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4.94 万元，利润总额 -561.97 万元，净利
润 -60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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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公司名称：重庆昌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12 月 10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开州区云枫街道寨子坪社区滨湖西路 477 号 A1 幢
法定代表人：王申殿
注册资本：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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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的股权，重庆市诚和通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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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5.08 万元，负债总额为 315.17 万元，净资产为
18,999.91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0.00 万元，利润总额 -0.12 万元，净利润 -0.09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49,808.75 万元，负债总额为 31,530.41 万元，净
资产为 18,278.34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5.51 万元，利润总额 -958.75 万元，净利
润 -7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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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公司名称：重庆通融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 年 5 月 19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湖宁路 92 号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70,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信息技术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厦门禹洲鸿图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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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6.41 万元，负债总额为 13,866.45 万元，净资产
为 149.96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0.37 万元，净利润 -0.37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380,205.89 万元，负债总额为 310,647.39 万元，
净资产为 69,558.50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6,280.93 万元， 利润总额 3,327.10 万
元，净利润 2,454.59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0、公司名称：安顺金科澳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4 月 1 日
注册地址：贵州省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双阳路双阳三期 B 组团虹国资 B1-31\B2-4
法定代表人：周灵梓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60%股权，贵州澳维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 30%股权，重

庆同迈九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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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80.79 万元， 负债总额为 38,927.06 万元， 净资产为
1,653.73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 -1,794.34万元，净利润 -1,346.27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75,706.85 万元，负债总额为 74,699.94 万元，净
资产为 1,006.91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 利润总额 -696.77 万元， 净利润
-64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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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公司名称：遵义星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 年 5 月 10 日
注册地址：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金科中央公园城售楼部
法定代表人：周灵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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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截止 2019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01,693.93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2,412.13 万元，净资

产为 -718.20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47.93 万元， 利润总额 -2,341.42 万元， 净利润 -1,
756.87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95,233.34 万元，负债总额为 196,933.11 万元，
净资产为 -1,699.77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8.36 万元， 利润总额 -993.79 万元，净
利润 -9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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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公司名称：重庆金开睿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10 月 23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永川区凤凰大道 777 号（重庆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工业园内）
法定代表人：蒋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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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4,565.86 万元，负债总额为 4,667.39 万元，净资产为

-101.53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133.7 万元，净利润 -101.53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11,994.04 万元，负债总额为 113,078.91 万元，

净资产为 -1,084.87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8.46 万元，利润总额 -1,344.85 万元，净
利润 -98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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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公司名称：柳州市远道香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 年 9 月 8 日
注册地址：柳州市白沙路 6 号之一香颂春天 3 栋 2-1
法定代表人：杨程钧
注册资本：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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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的股权，柳州市远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2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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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瑞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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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7%、0.57%、0.16%的股权。

股权结构：

截止 2019 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05,657.80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03,984.62 万元， 净资产为
1,672.46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37.05万元，利润总额 -1,548.43万元，净利润 -2,017.53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86,263.83 万元，负债总额为 83,089.91 万元，净
资产为 3,173.92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3,985.91 万元， 利润总额 20,019.41 万元，
净利润 -516.07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4、公司名称：天津滨奥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 年 10 月 24 日
注册地址：天津市静海区团泊大桥收费站南侧津团公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刘宏兵
注册资本：3,010.3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市政工程；公路工程；土木工程；企业项目策划；会议

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 公司持有其 99.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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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渝未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其 0.15%、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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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404.15 万元，负债总额为 213,661.43 万元，净资
产为 -8,257.29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93.49 万元，利润总额 -11,888.93 万元，净利润 -8,
934.47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72,695.85 万元，负债总额为 283,268.44 万元，
净资产为 -10,572.59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99.9 万元， 利润总额 -3,072.97 万元，
净利润 -2,3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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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公司名称：张家港保税区金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 年 8 月 7 日
注册地址：张家港保税区纺织原料市场 216-2321 室
法定代表人：王朋朋
注册资本：11,429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65%的股权，张家港保税区瑞丰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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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05.61 万元，负债总额为 17,184.63 万元，净资产
为 32,320.99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5,522.35 万元， 利润总额 14,983.49 万元， 净利润
10,414.83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48,082.34 万元，负债总额为 14,470.14 万元，净
资产为 3,3612.2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859.39 万元，利润总额 72.11 万元，净利润
1,291.21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6、公司名称：句容亿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 年 3 月 26 日
注册地址：句容市宝华镇开发区便民路 3 号
法定代表人：吴亚春
注册资本：10,114.29 万元
主营业务：普通商住房开发、建设等。
与本公司关系： 公司持有其 98.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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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持有其 0.55%、0.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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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126.40 万元，负债总额为 204,193.21 万元，净资
产为 18,933.20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27,341.27 万元， 利润总额 11,296.77 万元， 净利润
8,270.79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94,941.48 万元，负债总额为 276,639.37 万元，
净资产为 18,302.12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95.51 万元，利润总额 6,454.25 万元，
净利润 6,812.63 万元。

（下转 C35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