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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
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六、独立董事意见
我司独立董事胡必亮、马江涛、刘洪跃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中交地产为
所属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事项符合公司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保障项目建设对资金
需求的及时性；本项议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我们同意董事会对《关于
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我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660,472 万元，其中我司对有股权关
系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余额为 486,865 万元;合作方从我司并表房地产项目公司调用富余
资金余额为 173,607 万元，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借款。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于 2021 年 1 月 6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了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的通知，2021 年 1 月 13 日， 我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8 人，实到董事 8 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永前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全体董事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 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借款额度的议案 》。
关联董事李永前、梁运斌、薛四敏、周济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2021-010 。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2021-011 。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
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2021-012 。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
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2021-013 。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合作方共同调用项目公司富
余资金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2021-014。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再保理业务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2021-015。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2021-016。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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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立达与我司无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中交立达经营情况正常,最近一期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9 年 12 月 末/
25450.21
2019 年 1-12 月

总资产

5450.66

19999.55

0

-0.45

-0.45

2020 年 9 月 末/
83822.47
2020 年 1-9 月

64064.16

19758.31

0

-241.24

-241.24

3、北京毓秀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毓秀公司”）
成立时间：2020 年 3 月 25 日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凌晓洁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中街 66 号院 1 号楼五层 L573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经济贸易咨询；物业管
理；出租商业用房。（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东构成：我司全资子公司华通置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0%，北京润置商业运营管理有限持股比
例 35%，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5%，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10%。
股权结构图如下：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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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借款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提高决策效率，保证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资金需求，经与中交房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产集团”）协商，我司（包括下属控股子公司）拟向地产集团（包括下属控股子公
司）新增借款额度不超过 100 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1、 借款额度（新签借款合同）不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
2、 借款年利率不超过 10%。
3、 单笔借款期限自到账之日起不超过 60 个月。
4、 额度使用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项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5、 上述向地产集团的借款可以由借款使用方以自有资产提供抵押或质押； 可以由我司下属企业
为我司提供担保； 我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需根据股东大会授权范围以及
相关监管规定履行审议或披露程序。
由于地产集团持有我司 53.32%股权，是我公司控股股东，本项议案构成关联交易。 我司已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关联方借款额度的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董事李永前、梁运斌、薛四敏、周济回避表决，独立
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并提请股东大会在上述借款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经营管理
层审批具体借款事宜。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5 年 3 月 24 日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5 号 2 号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3355015281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出租商业用房；出
租办公用房；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地产集团 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与我公司的关联关系：地产集团持有我司 53.32%股权，是我司控股股东。
地产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地产集团自成立以来主营业务发展正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主要财务指
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 年末/2019 年

40,752,776.14

7,610,763.88

7,769,199.30

434,922.97

2020 年 9 月末/2020 年 1-9
50,826,611.55
月

8,758,012.17

3,942,512.14

240,136.93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持续，房地产信贷政策持续收紧，公司曾多方考察银行贷款、信托等融资方式。
在多方比较融资方式及成本之后，参考市场情况及地产集团取得资金的成本，本次向地产集团借款年
利率属于合理范围。
四、涉及交易的其它安排
无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为保证公司房地产主营业务持续健康发展，应对市场激烈的竞争，公司须在土地、资金等方面做
好充分准备。 本次向关联方借款有利于保障公司参加土地竞拍、项目建设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体现
了关联方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支持。
六、独立董事意见
我司独立董事胡必亮、马江涛、刘洪跃对本次我司向关联方的借款额度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审议的向关联方借款额度事宜有利于保障中交地产经营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借
款利率合理,有利于中交地产主营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董事会在审议上述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上述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董事会
对《关于向关联方借款额度的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结果。
七、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我司控股子公司因公开招标确定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
公司（以下统称“关联方”）为建设工程中标单位，中标金额合计 120,511.36 万元。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毓秀公司不是我司关联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毓秀公司经营情况正常,最近一期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2020 年 9 月 末/
595,298.63
2019 年 1-9 月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395,958.93

199,339.70

0.00

-660.30

-660.30

4、北京铭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海公司”）
成立时间：2020 年 4 月 10 日
注册资本：28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凌晓洁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中街 66 号院 1 号楼五层 L572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经济贸易咨询；物业管
理；出租商业用房。（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东构成：我司全资子公司华通置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北京润置商业运营管理有限持股比
例 45%，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5%。
股权结构图如下：

总资产

2020 年 9 月 末/
807,113.63
2019 年 1-9 月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781,562.25

25,551.38

0.00

-448.62

-448.62

5、福州梁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梁颂”）
法定代表人：黄晟
注册资本：363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20 年 9 月 21 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鳌里村敖里路 204 号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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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非居住地房地产租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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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构成：我司全资子公司深圳中交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福州梁颂 48.98%股权，福州中梁耀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51%股权，中雅（深圳）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0.02%股权。
股权结构图如下：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0736
债券代码：112410
债券代码：114438
债券代码：114547
债券代码：149192

证券简称：中交地产
债券简称：16 中房债
债券简称：19 中交 01
债券简称：19 中交债
债券简称：20 中交债

公告编号：2021-011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母净资产的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50%，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审批的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30%，提请投资者充分
关注担保风险。
2、本次预计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并非实际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尚需以实际签署并发生
的担保合同为准。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概述
为提高决策效率，保证我司主营业务发展的需要，现根据各项目公司的实际情况，拟由我司（包括
下属控股子公司）为下属项目公司新增提供担保额度总计 218.42 亿元，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额
度 191.87 亿元，为合营或者联营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新增担保额度 26.55 亿元，担保方式包括连带责任
保证、股权质押、资产抵押等，以上担保额度使用有效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项议案起至十二个
月内。
我司已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在股
东大会批准上述事项后，提请股东大会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授权经营管理层审批具体担保事项。
二、担保额度相关情况说明
1、向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共计 191.87 亿元。
向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 160.87 亿元。
向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 31 亿元。
上述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我司将及时披露，任一时点的新增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担保额度。
2、向合营或者联营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新增担保额度 26.55 亿元。
（1）基本要求
被担保人不是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被担保人的各股东按出资比例对其提供同等担保或反担保等风险控制措施。
（2）被担保对象（合营或者联营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明细：
序号

被担保方
截止 2020 年 12
最近一期
我司权益
本次新 增担保 额
月 31 日
资产负债
担保余额
比例
度（万元）
率是否大
（万元）
于 70%

被担保方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0 年 9 月 末/
345,627
2019 年 1-9 月

282,843

62,784

0

-288

-216

郑州滨悦房地产开发有
40%
限公司

是

0

17,200

21.88%

否

2

中交立达（天津）房地产
40%
开发有限公司

是

2,000

22,400

46.83%

否

3

北京毓秀置业有限公司

20%

否

0

80,000

6.70%

否

4

北京铭海置业有限公司

10%

是

0

49,000

89.06%

否

5

福州梁颂房地产开发有
48.98%
限公司

否

0

45,900

35.01%

否

6

厦门润悦雅颂房地产有
33.93%
限公司

是

0

51,000

43.76%

否

合计

-

2,000

265,500.00

-

-

-

（3）上述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我司应当及时披露，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新增担保额度。
（4）关于调剂
我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其合营或者联营的房地产项目公司进行担保额度预计， 同时满足以下条
件的，可以在其合营或联营的房地产项目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但累计调剂总额不得超过预计
担保总额度的 50%：
获调剂方的单笔调剂金额不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股东大会审议担保
额度时）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在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获调剂方的各股东按出资比例对其提供同等担保或反担保等风险控制措施。
（5）前述调剂事项实际发生时，我司须及时披露。
三、被担保人（合营或者联营的房地产项目公司）的基本情况
1、郑州滨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滨悦”）
成立时间：2020 年 3 月 13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英
注册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经南八路与经开第十五大街交叉口滨河国际中心 B
座 5 层 501 室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物业服务。
股东构成：我司持股比例 40%，中建七局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60%。
股权结构图如下：

郑州滨悦与我司无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郑州滨悦经营情况正常,最近一期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2020 年 9 月 末/
62,788.98
2019 年 1-9 月

福州梁颂与我司无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福州梁颂为近期成立的公司,暂无最近一期财务指标
6、厦门润悦雅颂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润悦”）
成立时间：2020 年 2 月
注册资本：63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克军
注册地址：厦门市集美区杏林南路 33 号 547 室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我公司持股比例 33.93%，厦门悦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66%，中雅（深圳）
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 0.07%。
股权结构图：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是 否 关
近一期净资 联担保
产比例

1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60,909.25

1879.73

0

0

-126.89

2、中交立达（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立达”）
成立时间：2019 年 12 月 18 日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海强
注册地址：天津滨海高新区塘沽海洋科技园新北路 4668-14 号楼六层 A 区 G170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停车场服务；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建筑安装
工程；房地产信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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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构成：我司全资子公司华通置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0%，天津立达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 34%，天津农垦海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6%。
股权结构图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提供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为支持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的发展，拟对以下项目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项目公司其它股东方亦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提供财务资助。 具体如下：
1、北京毓秀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毓秀公司”) 由我司全资子公司华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通公司”）持有 20%股权，本次华通公司拟向毓秀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到期续借不超过 60,420 万
元，年利率不超过 8%，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毓秀公司其他股东方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提供股东借款
到期续借。
2、北京铭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海公司”) 由我司全资子公司华通公司持有 10%股权，本次
华通公司拟向铭海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到期续借不超过 47,844 万元， 年利率不超过 7%， 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铭海公司其他股东方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提供股东借款到期续借。
3、中交城市发展（山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公司”）
由我司持股 20%，我司拟向山东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10,000 万元，年利率不超过 8%，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山东公司其他股东方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提供财务资助。
4、我司全资子公司华通公司拟与合作方成立中交城投（青岛）
置业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青岛置业”），华通公司拟持有该公司
39.95%股权，为支持青岛置业开发建设，我司拟在青岛公司工商注册手续完成后，向青岛置业提供财
务资助 80,000 万元，年利率不超过 8%，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青岛置业其他股东方按持股比例以同等
条件提供财务资助。
5、我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中住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中住”）拟与合作方成立苏地 2020-WG-68 号地块项目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项目公司”），上海
中住拟持有其 49%股权，我司在拟在苏州项目公司工商注册手续完成以后，向苏州项目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 90,000 万元，年利率不超过 8%，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苏州项目公司其他股东方按持股比例以同
等条件提供财务资助。
我司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本项议案需提交我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接受财务资助方的基本情况
1、北京毓秀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 年 3 月 25 日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凌晓洁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中街 66 号院 1 号楼五层 L573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管理；经济贸易咨询；物业管
理；出租商业用房。（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华通公司持股比例 20%；北京润置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5%；北京首都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5%；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10%。
经营情况：毓秀公司目前正在对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 HD00-0403-0043、0049 地块二类居住等
地块进行开发建设工作，项目经营情况正常。
毓秀公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2020 年 9 月末/2020 年
595,298.63
1-9 月

厦门润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厦门润悦经营情况正常,最近一期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四、担保协议
本次审议通过的对项目公司担保额度为预计担保额度， 将根据项目公司融资情况及资金需求决
定是否予以实施。 截止目前，担保事项尚未发生，担保协议亦未签署。 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公司将根
据实际情况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胡必亮、马江涛、刘洪跃对本次提供担保额度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中交地
产为所属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事项符合公司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有反担保等风险防范
措施，风险可控，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项议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规定，我们同意本项议案。
六、董事会意见
上述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基于项目公司生产需要以及融资需求， 提供担保所融得的资金均
用于生产经营，符合公司正常经营需要，且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保障项目建设对资金需求的及时性。
本次拟提供担保的项目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公司派驻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参与项目公司管理，风险可
控。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上述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七、我公司累计担保情况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我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余额
870,249.36 万元，占 2019 年末归母净资产的 318.24%。 对不在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参股公司担保余额为
197,593.87 万元，占 2019 年末归母净资产的 72.26%。 无逾期担保，无涉诉担保。
八、备查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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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提供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为满足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经营发展需要，提高决策效率，根据我司目前的
业务经营情况，拟对满足条件的，为开展房地产业务而成立、合并报表范围外或者所占权益比例不超
过 50%的项目公司新增财务资助额度，总额度不超过我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50%（13.6730
亿元）。
我司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本项议案需提交我司股东大会审
议。 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事项后，提请股东大会在上述财务资助额度范围内，授权经营管理层审批具
体财务资助事项。
二、预计财务资助额度情况
1、财务资助对象
根据公司经营工作安排和监管要求，公司拟新增未来十二个月内财务资助额度，纳入本次预计财
务资助额度的被资助对象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被资助对象从事单一主营业务且为房地产开发业务，且资助资金仅用于主营业务；
（2）被资助对象不是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3） 被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或者其他合作方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包括资助金
额、期限、利率、违约责任、担保措施等；
（4）拟新增资助总额度不超过我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50%（13.6730 亿元），对单个被资
助对象的资助额度不超过我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0%（2.7346 亿元）。
（5）前述资助事项实际发生时，我司将及时披露，任一时点的资助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资助额度。
（6）对于单次财务资助金额超过我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0%的，将根据监管规定另行
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2、财务资助有效期
本次拟新增财务资助总额度有效期为自审议本议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 12 个月。
三、财务资助风险防范措施
我司在提供资助的同时，将加强对被资助对象的经营管理，积极跟踪项目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和
项目建设的进展，控制资金风险，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四、董事会意见
我司本次对项目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有利于保障项目公司房地产项目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正
常经营需要；项目公司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发展前景良好，偿债能力和信用状况良好；我司要求项目
公司其它股东亦按其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确保财务资助公平对等。 公司派驻管理人员
及财务人员参与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风险可控, 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董事会同
意为项目公司提供上述财务资助额度。
五、提供财务资助后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199,339.70

0.00

-660.30

-660.30

毓秀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除本次到期续借的财务资助 60,420 万元以外，我司对毓秀公司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 3000 万元。
2、北京铭海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 年 4 月 10 日
注册资本：28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凌晓洁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中街 66 号院 1 号楼五层 L572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管理；经济贸易咨询；物业管
理；出租商业用房。（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华通公司持股比例 10%；北京润置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5%；北京科技园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5%。
经营情况：铭海公司目前正在对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 HD00-0403-0061、0050、0031、0040、0046
地块进行开发建设工作，项目经营情况正常。
铭海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总资产

2020 年 9 月末/2020 年
807,113.63
1-9 月

项目

公告编号：2021-013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项目

铭海公司不是我司关联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铭海公司经营情况正常,最近一期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证券简称：中交地产
债券简称：16 中房债
债券简称：19 中交 01
债券简称：19 中交债
债券简称：20 中交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5,551.38

0.00

-448.62

-448.62

铭海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除本次到期续借的财务资助 47,844 万元以外，我司对铭海公司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 3196.4 万元。
3、中交城市发展（山东）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 年 8 月 23 日
注册资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
法人代表：周济
注册地：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环南路新都会 2 号楼 320 室
经营范围：从事城市更新、旧村改造、片区开发项目的一级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与销售；建
筑工程、装饰工程、环保工程；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房屋租赁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
未禁止和不需经营许可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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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资金额及比例：我司持股比例 20%，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0%，济南市中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0%，金广文旅产业发展（山东）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0%。
经营情况： 山东公司正在对济南市市中区大涧沟片区项目进行开发建设工作， 项目经营情况正
常。
山东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9 年 末/2019 年 1 201,917.97
12 月

总资产

9,556.47

0

-580.15

-443.53

2020 年 1-9 月末/2020
266,500.02
年 1-9 月

10,401.50

0

1,126.69

845.03

山东公司是我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除本次提供的财务资助 10,000 万元以外，我司对山东公司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 35,460 万元。
4、中交城投（青岛）置业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定名称
为准，以下简称“青岛置业”）
注册资本：116607 万元（以工商核定为准）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以工商核定为准）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以工商核定为准）
股东构成：华通公司持股比例 39.95%、青岛嘉宏德顺置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0%、利冠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 28%、青岛城投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青岛交信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股比例 0.05%。 我司与其它股东方无关联关系。
经营情况： 华通公司等五方股东组成的联合体作为竞买人已于 2020 年 12 月通过招拍挂竞得青
钢地块（青岛市李沧区瑞金路以南、胶济铁路线以东 LC1001-011 地块，李沧区瑞金路以南、胶济铁路
线以东 LC1001-032-1 地块），项目正在前期工作阶段。
青岛置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青岛置业工商注册手续尚在办理中，暂无最近一期财务指标。
除本次拟提供的财务资助 80,000 万元以外，我司对青岛公司无其他财务资助。
5、苏地 2020-WG-68 号地块项目公司（以工商核定为准，以下简
称“苏州项目公司”）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以工商核定为准）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以工商核定为准）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以工商核定为准）
股东构成： 我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中住置业开发有限公司拟持有 49%股权比例，苏州吴江金晟置业
有限公司拟持有 51%股权比例。
经营情况：苏州吴江金晟置业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竞得苏地 2020-WG-68 号地块，上海中住
置业开发有限公司拟与苏州吴江金晟置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合作开发该地块。
苏州项目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苏州项目公司工商注册手续尚在办理中，暂无最近一期财务指标。
除本次拟提供的财务资助 90,000 万元以外，我司对苏州项目公司无其他财务资助。
三、项目公司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北京毓秀置业有限公司其他股东的情况
1、北京润置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区兴盛南路 8 号院 2 号楼 106 室 -993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大为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10 月 20 日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市场调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控股股东：华润置地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华润（深圳）有限公司
北京润置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我司无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次按持股比例以同等
条件对毓秀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2、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83 号京宝花园二层。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岩
注册资本：257,956.524 万元
成立日期：1996 年 12 月 31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建筑工程咨询；室内外装饰装璜；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购销建筑材料、化工轻工材料、工艺美术品、家具、机械电器设备（汽车除
外）、五金交电、纺织品、百货、计算机软硬件、日用杂品；经贸信息咨询；劳务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51.64%股权。
实际控制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与我司无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次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
对毓秀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3、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2 号楼 -3 至 25 层 101 内 26 层 2613 室。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作扬
注册资本：89,390.4162 万元
成立日期：2002 年 01 月 23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自有房产的物业管理（含 房屋出租）；房地产信息咨询；装饰
装修；楼宇网络自动化建设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五金
交电、百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80.78%股权。
实际控制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我司无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本次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对毓秀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二）北京铭海置业有限公司其它股东情况
1、北京润置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区兴盛南路 8 号院 2 号楼 106 室 -993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大为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10 月 20 日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市场调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控股股东：华润置地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华润（深圳）有限公司
北京润置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我司无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次按持股比例以同等
条件对铭海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2、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赵志雄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9 年 11 月 18 日
经营范围：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物业管理；出租房屋；机动车公共停车
场服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市场调查；企业策划、设计；公共关
系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包装服务；餐饮管理；销售纺织品、
服装、鞋帽、厨房用具、日用杂货、卫生间用具、化妆品、卫生用品、钟表、眼镜、箱、包、家俱、灯具、小饰
品、礼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首饰、工艺品、玩具、乐器、照相器材、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建筑材料、
家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54.45%股权。
实际控制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我司无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次按持股比例以
同等条件对铭海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三）中交城市发展（山东）有限公司其它股东情况
1、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5 号 2 号楼八 - 九层
成立日期：2015 年 3 月 2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3355015281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出租商业用房；出
租办公用房；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主要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资委
与我司的关联关系：是我司控股股东。
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次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对山东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2、济南市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2,000 万元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 129 号祥泰广场 1 号楼 35 层
成立日期：2005 年 9 月 23 日
法定代表人：郭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3780603370J
经营范围：从事旧城更新、旧村改造、片区开发项目的一级土地开发及土地熟化；房地产开发经
营；承担政府公益性项目的建设、经营和管理；建设项目管理咨询；建筑施工、市政工程、园林绿化、装
饰装修工程、物业管理（以上工程项目凭资质证经营）；建材设备销售；房屋租赁；国内广告业务。
主要股东：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持有其 50.98%股权，济南市市中区经济开发投资中心
持有其 49.02%股权。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资委
济南市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我司无关联关系,本次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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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山东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3、金广文旅产业发展（山东）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9777 号鲁商国奥城 3 号 1908 室。
成立日期：2019 年 7 月 23 日
法定代表人：尉荣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2MA3P337D0R
经营范围：旅游项目开发；旅行社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物业管
理；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停车场服务；经济贸易咨询；企业营销策划；酒店管理咨询；住宿；会议
及展览展示服务；清洁服务；文化艺术交流策划；演出经纪代理；体育赛事策划；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国内广告业务。
主要股东：自然人吴善勇、葛言良各持有其 50%股权。
金广文旅产业发展（山东）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我司无关联关系,本次按持股比例以同
等条件对山东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四）中交城投（青岛）置业有限公司其它股东情况
1、青岛嘉宏德顺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上清路 12 号北 A2-3 层。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荣运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0 年 11 月 05 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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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权
租赁；住房租赁；柜台、摊位出租；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非居住地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
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主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华氏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自然人王汝玲。
青岛嘉宏德顺置业有限公司与我司无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次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
对青岛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2、利冠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2 年 4 月 15 日
公司股东：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青岛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利冠投资有限公司与我司无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次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对青岛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
3、青岛城投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曹县路 27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方欣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18 日
经营范围：城市旧城改造及交通建设；土地整理与开发；市政设施建设与运营；房屋租赁；【以自有
资金对房产项目、现代服务业投资，资产管理】（需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未经金融监管部
门依法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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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青岛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青岛城投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与我司无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次按持股比例以同等
条件对青岛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4、青岛交信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楼山路 13 号南楼 201 室。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法定代表人： 李林
注册资本：58.3036 万元
成立日期：2020 年 12 月 24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李林等自然人。
实际控制人：李林等自然人。
青岛交信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我司无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次按持股比例以
同等条件对青岛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五）苏地 2020-WG-68 号项目公司其它股东情况
名称：苏州吴江金晟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运东大道 997 号东方海悦花园 4 幢一楼。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樊飞军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0 年 01 月 06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酒店管理；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会议服务；承接：模板建设工程、脚
手架搭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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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中建智地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吴江金晟置业有限公司与我司无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次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
对青岛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四、财务资助风险防范措施
我司在提供资助的同时，将加强对上述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积极跟踪项目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
和项目建设的进展，控制资金风险，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五、董事会意见
我司本次对项目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有利于保障项目公司房地产项目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正
常经营需要；项目公司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发展前景良好，偿债能力和信用状况良好；项目公司其它
股东亦按其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财务资助公平对等。 公司派驻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参
与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风险可控, 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董事会同意为项目公司
提供上述财务资助。
六、提供财务资助后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
我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
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七、独立董事意见
我司独立董事胡必亮、马江涛、刘洪跃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中交地产本次对项
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保障项目公司所开发项目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整体经营需要；项目公
司其它股东按持股比例同等条件提供财务资助，财务资助公平、对等；项目公司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发展前景良好，中交地产在项目公司派驻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财务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董事会对《关于向项目公司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八、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我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660,472 万元，其中我司对有股权关
系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余额为 486,865 万元;合作方从我司并表房地产项目公司调用富余
资金余额为 173,607 万元，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借款。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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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合作方按
股权比例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持有重庆中交西南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置
业”）59%股权，且合并其财务报表，我司全资子公司中交地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西南置业 12%股
权，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西南置业 28.9%股权，嘉兴稳投五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西南置业 0.1%股权。 西南置业经营情况良好，存在部分富余资金，为盘活项目公司存量资金，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西南置业股东方拟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调用西南置业富余资金，预计一年内分批次共计
调用资金不超过 80,000 万元，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3 年，年利率不超过 5.5%，其中我司及中交地产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共计调用不超过 56,800 万元，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嘉兴稳投五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共计调用不超过 23,200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我
司并表的项目公司向其他股东提供资金的行为构成财务资助。 我司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
比例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本项议案需提交我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调用资金的合作方基本情况
1、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凌克
注册资本：451458.357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88 年 01 月 20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地商业大楼
主营业务：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兴办各类实体（具体项目需另报）；经营进出口业务；信息咨
询（不含限制项目）。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 A 股上市公司，经营情况正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 年末/2019 年

33,481,596

8,236,944

6,308,421

1,546,502

2020 年 9 月末/2020 年
37,978,936
1-9 月

8,209,789

4,020,542

902,440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我司无关联关系，目前已调用西南置业资金余额
为 17,284 万元。
2、嘉兴稳投五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合伙人：嘉兴鸿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05 月 24 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3 号楼 110 室 -56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股东构成：嘉兴鸿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 年末/2019 年

137,446

132,346

495

488

2020 年 1-9 月末/2020
176,560
年 1-9 月

169,112

724

770

嘉兴稳投五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我司无关联关系，目前已调用西南
置业资金余额为 0 万元。
三、财务资助的风险防控措施
西南置业经营情况良好， 所开发项目销售及回款情况良好， 本次各股东方调用西南置业闲置资
金，已充分预留了项目后续建设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不会对西南置业后续开发建设和正常经营造成
影响；西南置业其他股东方综合实力较强，资信状况较好，各方股东权利对等；我司对西南置业合并报
表，西南置业由我司直接负责经营和财务管理，我司将密切关注项目公司和资助对象在生产经营、资
产负债情况等方面的变化，有效管控项目公司资金，控制和防范风险，保护公司资金安全。
四、财务资助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西南置业各股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资金公平、对等，确保了西南置业各方股东平等享有权利
和承担义务，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对我司的整体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不会对西南置业的开发建设
和正常经营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我司及我司股东方利益的情形。
五、提供财务资助后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
我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
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六、独立董事意见
我司独立董事胡必亮、马江涛、刘洪跃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中交地产与
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西南置业富余资金是公平、对等的，确保了项目公司各方股东平等享有权利和
承担义务，对公司的整体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项议案的审议、决策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项目公司
富余资金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七、 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我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660,472 万元，其中我司对有股权关
系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余额为 486,865 万元;合作方从我司并表房地产项目公司调用富余
资金余额为 173,607 万元，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借款。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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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再保理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再保理业务概述
为加快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资金周转，提高资金利用率，我司及子公司拟与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东亚银行”）开展再保理业务合作，东亚银行向我司提
供总额为人民币 40,000 万元的再保理额度，期限不超过 5 年，单笔业务期限最长不超过 1 年，用于保
理商在受让我司及子公司作为债务人的应收账款后，向东亚银行申请无追索权再保理服务，并由我司
作为我司子公司的共同付款义务人。
我司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再保理业务的议案》。 本项议案需提交我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710930982D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5 号院 1 号楼首层 101-103 单元、27-29 层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负责人：栗艳冰
成立日期： 2007 年 3 月 29 日
经营范围： 在下列范围内经营部分或者全部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
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买卖股票以外的其他外币有价证券；提
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办理国内外结算；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代理保险；从事同业拆借；从事信用卡业
务；提供保管箱服务；提供资信调查和咨询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涉及行
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东亚银行与我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东亚银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 交易标的介绍
我司及子公司本次与东亚银行开展再保理业务的交易标的为子
公司的应付账款，即对应供应商的应收账款。
四、 再保理业务的主要内容
保理方式：无追索权再保理。
保理额度：40,000 万元。
保理期限：不超过 5 年，单笔业务期限最长不超过 1 年。
综合费率：不超过我司年度融资计划利率额度。
业务内容：我司子公司与供应商签署基础交易合同，并由此形成
基础交易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 供应商将应收账款转让给商业保理公司（下称“保理商”）。 东亚银
行在确认应收账款满足约定条件的情况下同意受让保理商转让之应收账款， 并由东亚银行为保理商
提供无追索权再保理服务，并由我司作为我司子公司的共同付款义务人。
五、 对公司的影响
我司通过开展再保理业务，延长应付账款支付时间，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开展再保理业务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影响公司及子
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六、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