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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C34 版 ）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7、公司名称：平湖悦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3 月 27 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曹桥北路 188 号二号楼 5047 室
法定代表人：王朋朋
注册资本：24,854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50.1%的股权，上海新城万嘉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 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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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78.14 万元，负债总额为 39,026.37 万元，净资产
为 24,551.77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28 万元，利润总额 -361.71 万元，净利润 -302.23 万
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78,952.29 万元，负债总额为 55,390.55 万元，净
资产为 23,561.73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0.08 万元， 利润总额 -1,358.14 万元，净
利润 -9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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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公司名称：合肥金骏梁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 年 6 月 11 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肥东经济开发区金阳路 33 号
法定代表人：施翔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54.42%的股权，安徽梁和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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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0.30%、0.05%的股权。

股权结构：

截止 2019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18,377.98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6,344.87 万元，净资产
为 92,033.11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51.2 万元，利润总额 -6,795.21 万元，净利润 -7,525.98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96,197.83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4,150.45 万元，
净资产为 92,047.37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8,937.45 万元，利润总额 24.49 万元，净
利润 14.26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9、公司名称：重庆金科郡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 年 10 月 30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大道 28-2 号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36,363.64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55%的股权，深圳锦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45%的

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图：

截止 2019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90,460.66 万元，负债总额为 205,316.40 万元，净资
产为 85,144.26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3,547.18 万元， 利润总额 3,939.88 万元， 净利润
4,463.87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65,040.03 万元，负债总额为 152,302.98 万元，
净资产为 112,737.05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76,935.94 万元， 利润总额 37,350.46 万
元，净利润 27,592.78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0、公司名称：重庆金科金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8 月 11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川区北腊口林业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10,03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等；自有房屋出租；企业管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9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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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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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0.1%的股权。

股权结构：

截止 2019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34,415.43 万元，负债总额为 170,098.57 万元，净资
产为 64,316.86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92,380.76 万元， 利润总额 21,761.03 万元， 净利润
18,468.23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97,932.76 万元，负债总额为 144,552.04 万元，
净资产为 53,380.72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863.21 万元，利润总额 -582.77 万元，净
利润 -2,829.52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1、公司名称：重庆金科汇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 年 5 月 17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凤栖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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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茂凯投资合伙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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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5,027.25 万元，负债总额为 909,524.08 万元，净资
产为 275,503.17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12,721.13 万元，利润总额 109,211.22 万元，净利润
98,641.29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272,511.82 万元，负债总额为 930,334.23 万元，
净资产为 342,177.59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44,230.32 万元，利润总额 73,823.90 万
元，净利润 67,026.91 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2、公司名称：枣庄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9 年 7 月 4 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中央广场中央杰座 7 楼 702
法定代表人：马建平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63%的股权，潍坊恒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27%的股权，滕

州市鸿静木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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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64.10 万元，负债总额为 88,026.49 万元，净资产
为 -162.39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214.17 万元，净利润 -162.39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13,040.66 万元，负债总额为 113,870.07 万元，
净资产为 -829.41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4.62 万元，利润总额 -922.85 万元，净利
润 -66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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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宸居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4 月 7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茶园新城区世纪大道 99 号 A 栋

法定代表人：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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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947.78 万元，负债总额为 475,229.63 万元，净资

产为 -1,281.85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5,480.33 万元， 利润总额 24,234.45 万元， 净利润
25,805.95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54,933.51 万元，负债总额为 154,935.56 万元，
净资产为 -2.05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825.96 万元，利润总额 -2,907.49 万元，净
利润 1,261.34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4、公司名称：重庆相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3 月 1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南干道 16 号地块鹏程花园 G 幢负 2-1 号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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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14.62 万元，负债总额为 73,503.33 万元，净资产

为 12,611.29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1.88 万元，利润总额 -896.80 万元，净利润 -656.60 万
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84,362.36 万元，负债总额为 61,845.29 万元，净
资产为 22,517.07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48,630.13 万元，利润总额 13,169.84 万元，
净利润 9,905.78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5、公司名称：镇江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4 月 17 日
注册地址：镇江市新区丁卯纬四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吴亚春
注册资本：25,5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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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祥生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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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40.01 万元， 负债总额为 41,711.02 万元， 净资产为
24,828.99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15.71万元，利润总额 -894.35万元，净利润 -672.85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80,382.57 万元，负债总额为 56,723.65 万元，净
资产为 23,658.92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7.58 万元， 利润总额 -1,115.21 万元，净
利润 -1,1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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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公司名称：南昌金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5 月 7 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岚大道 1 号台商工业园一号楼 203-11B
法定代表人：孙正军
注册资本：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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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的股权。
截止 2019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42,802.45 万元，负债总额为 141,565.24 万元，净资

产为 1,237.21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71.38 万元，净利润 -53.53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04,482.99 万元，负债总额为 203,616.07 万元，

净资产为 866.92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6.36 万元，利润总额 -487.74 万元，净利润
-37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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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公司名称：南宁金卓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15 日
注册地址：南宁市高新四路 9 号办公综合楼 A416 号房
法定代表人：杨程钧
注册资本：3,012.59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室内外装修装饰工程等。
与本公司关系： 公司持有其 99.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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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耀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其 0.18%、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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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209.60 万元，负债总额为 414,906.00 万元，净资
产为 -4,696.40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92,680.46 万元， 利润总额 -479.93 万元， 净利润
-771.72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359,003.65 万元，负债总额为 357,240.24 万元，
净资产为 1,763.40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72,374.97 万元，利润总额 8,619.78 万元，
净利润 6,459.80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8、公司名称：南昌金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10 月 12 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蛟桥镇办公楼 208 室
法定代表人：赵波
注册资本：2,0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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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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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5%、0.181%、0.057%的股权。

股权结构：

截止 2019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51,359.26 万元，负债总额为 257,560.41 万元，净资
产为 -6,201.15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84.71 万元， 利润总额 -1,898.53 万元， 净利润 -2,
009.25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78,236.8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79,441.02 万元，
净资产为 -1,204.13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85,241.04 万元， 利润总额 6,698.84 万
元，净利润 4,99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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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公司名称：江西中农房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 年 4 月 4 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新建大道 159 号新建区投资促进中心 5 楼 5565 室
法定代表人：孙正军
注册资本：8,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及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南昌华翔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华翔”）66.2%的股

权，南昌华迪农林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南昌华翔 33.8%的股权，南昌华翔和陕西省建材城乡房地
产开发公司分别持有江西中农房 99.7%和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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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80.51 万元，负债总额为 72,412.67 万元，净资产
为 -2032.16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0.71 万元，利润总额 -736.82 万元，净利润 -937.62 万
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75,869.57 万元，负债总额为 72,950.41 万元，净
资产为 2919.16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2,012.17 万元， 利润总额 6,632.82 万元，净
利润 4,951.32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0、公司名称：重庆市御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7 年 11 月 27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街道双龙东路 108 号附 1 号御临小苑 1 幢 1-1
法定代表人：吕细华
注册资本：23,200 万元
主营业务：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壹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
包贰级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56%股权，天津金御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10%的股权，重庆汇旭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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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291.36 万元，负债总额为 272,047.25 万元，净资
产为 27,244.11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243,546.81 万元， 利润总额 2,864.71 万元， 净利润
2,412.56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36,867.95 万元，负债总额为 205,184.79 万元，
净资产为 31,683.16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59,239.96 万元， 利润总额 5,918.73 万
元，净利润 4,439.04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1、公司名称：重庆金科中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 年 12 月 28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新南路 184 号附 12、13 号金科星城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29,4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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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511.93 万元，负债总额为 245,667.11 万元，净资

产为 33,844.82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2,821.83 万元，利润总额 -3,186.85 万元，净利润 -3,

186.85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843,226.66 万元，负债总额为 811,538.77 万元，

净资产为 31,687.89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433.04 万元， 利润总额 -2,560.22 万
元，净利润 -2,15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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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公司名称：山西金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4 月 13 日
注册地址： 山西省晋中市山西示范区晋中开发区汇通产业园区机械工业园二号路综合办

公楼 401
法定代表人：刘兴春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主营业务：机械制造;房地产开发、销售 ;房产经纪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 ;物业服务 ;房屋租赁 ;

园林绿化工程;经济贸易咨询;食品经营;餐饮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90%的股权，晋中开发区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10%的

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图：

截止 2019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433,662.67 万元，负债总额为 405,120.9 万元，净资产
为 28,541.78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57,720.8 万元，利润总额 560.74 万元，净利润 472.91 万
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536,006.82 万元，负债总额为 483,163.76 万元，
净资产为 52,843.06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44,565.38 万元， 利润总额 33,498.38 万
元，净利润 24,301.28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3、公司名称：重庆恒春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10 月 14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合川工业园区核心区
法定代表人：张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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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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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3%、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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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454.64 万元，负债总额为 191,356.11 万元，净资
产为 -8,901.47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765.82 万元， 利润总额 -4,328.29 万元， 净利润
-605.76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30,512.37 万元，负债总额为 240,313.77 万元，
净资产为 -9,801.40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8.72 万元， 利润总额 -1,138.79 万元，
净利润 -899.93 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4、公司名称：广汉金信辉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8 月 29 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顺德路二段 148 号顺德小区 12 幢附 1 号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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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营销策划。
与本公司关系： 公司持有其 9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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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0.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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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519.70 万元，负债总额为 151,743.39 万元，净资
产为 -1,223.69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25.52 万元， 利润总额 -3,225.39 万元， 净利润 -2,
430.20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54,903.13 万元，负债总额为 156,738.55 万元，
净资产为 -1,835.42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0.89 万元， 利润总额 -873.59 万元，净
利润 -6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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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公司名称：贵州龙里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1 月 31 日
注册地址：贵州省黔南州龙里县谷脚镇王关社区继望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周灵梓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55%的权益，重庆道正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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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094.31 万元，负债总额为 244,796.73 万元，净资
产为 -3,702.42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69 万元， 利润总额 -7,478.44 万元， 净利润 -5,
602.69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80,764.52 万元，负债总额为 284,288.11 万元，
净资产为 -3,523.59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46,057.42 万元， 利润总额 259.60 万元，
净利润 178.83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6、公司名称：合肥金科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30 日
注册地址：合肥市瑶海区包公大道和大众路交口保利罗兰春天 A6 栋 1402 室
法定代表人：施翔
注册资本：2,0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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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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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0.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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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459.73 万元，负债总额为 32,738.3 万元，净资产
为 -28,923.33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86,225.92 万元， 利润总额 -25,743.74 万元， 净利润
-28,738.45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304,584.88 万元，负债总额为 329,953.7 万元，净
资产为 -25,368.82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64,551.26 万元，利润总额 3,261.35 万元，
净利润 3,540.52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7、公司名称：合肥金科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30 日
注册地址：合肥市包河经济开发区北京路与黄河路交口
法定代表人：施翔
注册资本：20,038.67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室内外装饰工程;房屋租赁等。
与本公司关系： 公司持有其 99.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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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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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561.19 万元，负债总额为 487,707.02 万元，净资产
为 -6,145.82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78.62 万元， 利润总额 -6,375.73 万元， 净利润 -4,
788.16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427,896.58 万元，负债总额为 420,981.65 万元，
净资产为 6,788.6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1,280.35 万元，利润总额 -6,584.86 万元，
净利润 -4,939.25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8、公司名称：平湖悦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7 月 5 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新仓镇朝阳路 155 号三楼 308、309 室
法定代表人：王朋朋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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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91.95 万元，负债总额为 24,944.04 万元，净资产

为 1,747.91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331.64 万元，净利润 -252.09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40,461.15 万元，负债总额为 41,708.95 万元，净

资产为 -1,247.8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8.84 万元，利润总额 -3,974.44 万元，净利
润 -2,99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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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公司名称：仁怀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8 月 21 日
注册地址：贵州省仁怀市盐津街道盐津路 89 号（鹿鸣公园内）
法定代表人：杨杰
注册资本：22,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遵义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80%的股权，贵州亮

天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持有其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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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26.43 万元， 负债总额为 32,364.63 万元， 净资产为
20,761.80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5.98万元，利润总额 -1,640.06万元，净利润 -1,238.20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45,892.37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8,524.74 万元，
净资产为 17,367.63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43.99 万元， 利润总额 -4,547.42 万元，
净利润 -3,39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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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公司名称：潍坊金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7 月 8 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南关街道丁家老过道向阳小区 10 号南关街办 103 房间
法定代表人：李良涛
注册资本：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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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42.64 万元，负债总额为 32,370.31 万元，净资产

为 24,972.33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27.67 万元，净利润 -27.67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39,205.01 万元，负债总额为 233,523.75 万元，

净资产为 5,681.26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51.71 万元，利润总额 581.23 万元，净利
润 89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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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公司名称：宿迁常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5 月 29 日
注册地址：宿迁市宿豫区湘江路 29 号宿豫国土局办公楼二楼 206
法定代表人：于万昌
注册资本：98,876.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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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41.89%的股

权，长兴新碧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堆龙德庆区碧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堆龙德庆区
碧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堆龙德庆区碧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 4.66%、1.47%、0.49%、
0.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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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810.7 万元，负债总额为 47,828.13 万元，净资产
为 97,982.56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52.31 万元，净利润 -39.23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78,041.05 万元，负债总额为 182,916.07 万元，
净资产为 95,124.98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61.78 万元， 利润总额 -3,803.45 万元，
净利润 -2,8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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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公司名称：盐城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4 月 26 日
注册地址：射阳县县城奥体新城 16 号楼 111 号
法定代表人：于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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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125.86 万元，负债总额为 117,752.7 万元，净资产

为 -1,626.84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77.83 万元， 利润总额 -2,163.29 万元， 净利润 -1,
626.84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45,435.8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36,502.77 万元，
净资产为 8,933.11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4.24 万元，利润总额 -472.96 万元，净利
润 -60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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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公司名称：重庆金帛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5 月 21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双星大道 8 号
法定代表人：陈昌凤
注册资本：25,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产品、五金交电；房屋租赁；企业管

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80%的股权，重庆迈廷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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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835.05 万元，负债总额为 251,630.13 万元，净资
产为 19,204.92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1.95 万元，利润总额 -4,997.20 万元，净利润 -4,
305.78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340,917.67 万元，负债总额为 321,050.37 万元，
净资产为 19,867.30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63.14 万元， 利润总额 -3,141.20 万元，
净利润 -1,6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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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公司名称：重庆金科巫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9 月 16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巫山县平湖西路 159 号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 3,039.88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等；自有房屋出租；企业管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98.69%的股权，天津金耀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其 0.81%的股权，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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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811.56 万元，负债总额为 136,334.06 万元，净资
产为 3,477.50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2,609.91 万元， 利润总额 4,534.91 万元， 净利润
3,504.93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52,869.41 万元，负债总额为 148,454.13 万元，
净资产为 4,415.28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3,511.52 万元，利润总额 1,742.94 万元，
净利润 937.78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75、公司名称：重庆市搏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5 年 4 月 23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双福街道南北大道北段 390 号财富中心第 17 层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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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502.0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15,821.30 万元，净资

产为 37,680.79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83.28 万元， 利润总额 -5,121.66 万元， 净利润
1,028.81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389,155.48 万元，负债总额为 353,979.95 万元，
净资产为 35,175.52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68.76 万元， 利润总额 -1,075.82 万元，
净利润 -2,5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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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骏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12 月 29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万州区沙龙路三段索特 F 幢
法定代表人：王申殿
注册资本：155,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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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858.56 万元，负债总额为 283,890.57 万元，净资

产为 174,967.99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64,159.52 万元， 利润总额 12,897.72 万元， 净利润
10,996.21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447,104.26 万元，负债总额为 259,761.22 万元，
净资产为 187,343.04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66,283.62 万元， 利润总额 16,618.34 万
元，净利润 12,689.75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77、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 年 6 月 4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中山路 9 号
法定代表人：吉仕林
注册资本：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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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148.82 万元，负债总额为 354,869.27 万元，净资

产为 87,279.55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44,547.84 万元， 利润总额 14,654.17 万元， 净利润
9,886.70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494,959.59 万元，负债总额为 383,233.25 万元，
净资产为 111,726.34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4,511.85 万元， 利润总额 23,185.87 万
元，净利润 24,446.79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78、公司名称：淄博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 年 12 月 13 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积家村综合办公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王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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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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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泰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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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8%、0.52%、0.13%的股权，山东恒兴茂业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 49%的股权。

（下转 C36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