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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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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18年9月18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8年9月21日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2人，亲自及授权出席董事12人。 鲁贵卿副

董事长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授权刘畋董事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陈锦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通过了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1票。董事陈锦石先生、鲁贵卿先生、陈昱含女士、智刚先生、刘畋先生、孙三

友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董事李若山先生建议由独立董事聘请评估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因此对该

议案投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公司控股股东中南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关联股东陈昱含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详见刊登于2018年 9月22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的公告》。

二、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刊登于2018年 9月22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拟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公告》。

三、通过了关于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方案的议案

1、注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发行时间及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发行期限及品种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发行利率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刊登于2018年9月22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拟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公告》。

四、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相关事项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刊登于2018年 9月22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拟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公告》。

五、通过了关于新增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2票。 董事李若山先生、智刚先生对该议案中向天台嘉信置业有限公司的

融资担保持保留意见，对该议案投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详见刊登于2018年 9月22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新增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六、通过了关于召开2018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8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详见刊登于2018年 9月22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2018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证监发字[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江苏中南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本次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旨在减少非主营业务的投入，更好的保护公司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交易价格以评估报告净资产金额确定，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存

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交易及

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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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二、关于新增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通过对各被担保子公司的了解，担保涉及的融资确系经营发展所需，有关担保及其它相关事项是子公司业

务正常开展的必要条件。 目前有关各子公司项目开发正常，子公司偿还债务能力较强，担保不增加公司风险。 而

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被担保对象都提供了反担保，担保风险可控。 担保涉及的子公司均不是失信责

任主体，该项担保未损害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及公司的利益。 因此，同意公司对上述子公司的本次担保。

独立董事： 金德钧 倪俊骥

黄 峰 曹益堂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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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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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概述

1、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与上海中南金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南金石” ）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向中南金石转让全资子公司成都中南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成都中南产业园” ）、济南中南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中南置业” ）、绍兴泓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绍兴泓石” ）、无锡泓石高科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泓石” ）100%的股权，标的股权的交易对价分别

为92.83万元、8,243.8万元、101.18万元、4,426.61万元。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中南金石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控股” ）的全资子公司，其法定代表人陈

昱含为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中南金石为本公司关联方，公司

向中南金石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3、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合计金额为12,864.42万元（除本次交易外，公司累计12个月与中南金石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

事项），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0.9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有关规定，仅需经公司董事会审批。 为了更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决议将有关事项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与本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将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于2018年9月2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陈锦石先生、鲁贵卿

先生、陈昱含女士、智刚先生、刘畋先生、孙三友先生予以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

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 于 《 中 国 证 券 报 》、《 上 海 证 券 报 》、《 证 券 时 报 》 及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

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上海中南金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奉贤区城乡路333号1幢6层6391室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登记机关：奉贤区市场监管局

法定代表人：陈昱含

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20MA1HP9U22R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实际控制人：陈锦石

股东情况：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00%持股。

2、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8

年

8

月（未审计）

2,532.00 2,403.21 128.79 0 -71.21 -71.21

3、关联关系：中南金石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南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昱含为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4、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成都中南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510113MA6CQD68XC

成立时间：2017年5月24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点： 中国 （四川） 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青白江区香岛大道1509号 （成都国际铁路港大厦A区2楼

A0216-0217号）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邹淅阳

公司经营范围：中南产业园管理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服务；物业管理服务（以上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本公司100%持股。

拟转让股权价格：公司拟以现金92.83万元向中南金石转让公司拥有的成都中南产业园100%的股权。

其他说明：

权属情况：成都中南产业园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优先受让权处理：目前成都中南产业园的股份不存在优先受让权。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失去对成都中南产业园的控制权，会导致公司财务报表

合并范围变更。

公司未向成都中南产业园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该公司理财以及其他该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公司与成都中南产业园不存在经营性往来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也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

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成都中南产业园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7

年度（经审计）

265.42 399.39 -133.97 0 -176.46 -133.97

2018

年半年度（经审计）

245.73 152.92 92.81 0 -163.44 -123.21

2、公司名称：济南中南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370100MA3DR68P3C

成立时间：2017年6月1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点：济南市天桥区济南新材料产业园区梓东大道8号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一博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科技园建设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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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本公司100%持股。

拟转让股权价格：公司拟以现金8,243.80万元向中南金石转让公司拥有的济南中南置业100%的股权。

其他说明：

权属情况：济南中南置业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

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优先受让权处理：目前济南中南置业的股份不存在优先受让权。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失去对济南中南置业的控制权，会导致公司财务报表合

并范围变更。

公司未向济南中南置业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该公司理财以及其他该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公司与济南中南置业不存在经营性往来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也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

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济南中南置业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7

年度（经审计）

8,480.41 3,828.66 4,651.75 0 -459.46 -348.25

2018

年半年度（经审计）

21,856.33 17,799.34 4,056.98 0 -785.18 -594.77

3、公司名称：绍兴泓石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330602MA29D5TG9F

成立时间：2017年7月28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点：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东路1423号2号厂房3层-1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钱卫军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凭资质证书承接业务）；自由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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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本公司100%持股。

拟转让股权价格：公司拟以现金101.18万元向中南金石转让公司拥有的绍兴泓石100%的股权。

其他说明：

权属情况：绍兴泓石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

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优先受让权处理：目前绍兴泓石的股份不存在优先受让权。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失去对绍兴泓石的控制权，会导致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

围变更。

公司未向绍兴泓石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该公司理财以及其他该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公司与绍兴泓石不存在经营性往来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也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

供财务资助情形。

绍兴泓石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7

年度（经审计）

247.73 359.04 -111.31 0 -141.15 -111.31

2018

年半年度（经审计）

479.96 378.79 101.17 0 -174.53 -137.52

4、公司名称：无锡泓石高科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320206MA1Q0M4U3U

成立时间：2017年7月31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点：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杨北路25号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丛学丰

公司经营范围：产业园区的建设、经营管理及配套服务；公共设施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

资；企业管理服务（不含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形象策划服务；自有房屋租赁；房地产经纪服务；技术推广服务，

科技中介服务，人才培训（不含发证，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及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贸易咨询

服务（不含投资咨询）；建筑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品）、建筑机械、机电设备的销售；建筑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新能源、新材料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设备安装、调试、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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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本公司100%持股。

拟转让股权价格：公司拟以现金4,426.61万元向中南金石转让公司拥有的无锡泓石100%的股权。

其他说明：

权属情况：无锡泓石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

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优先受让权处理：目前无锡泓石的股份不存在优先受让权。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失去对无锡泓石的控制权，会导致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

围变更。

公司未向无锡泓石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该公司理财以及其他该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公司与无锡泓石不存在经营性往来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也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

供财务资助情形。

无锡泓石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7

年度（经审计）

1,544.11 559.80 984.31 0 -263.83 -199.68

2018

年半年度（经审计）

8,036.05 4,693.48 3,342.57 0 -315.12 -241.75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8年6月30日为基准日对成都中南产业园进行评估并出具的 《江苏中

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成都中南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信资评报字（2018）第B0024号），成都中南产业园经评估的净资产为92.83万元；对济南中南置业进行评估并出

具的《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济南中南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

报告》（信资评报字（2018）第B0022号），济南中南置业经评估的净资产为8,243.80万元；对绍兴泓石进行评估并

出具的《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绍兴泓石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

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18）第B0023号），绍兴泓石经评估的净资产为101.18万元；对无锡泓石进行评估并出具

的《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无锡泓石高科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

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18）第B0021号），无锡泓石经评估的净资产为4,426.61万元。 经双方协商，同意根据《股

权转让协议》所规定的条件，按照交易标的的评估金额以人民币12,864.42万元进行转让。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向中南金石转让其持有的成都中南产业园100%的股权、济南中南置业100%的股权、绍兴泓石100%的股

权、无锡泓石100%的股权，转让价格合计为12,864.42万元。在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双方签订转让协议，并

在协议签订后30日内进行目标股权的交割， 公司于交割日办理完成目标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中南金石在

签订本协议并办妥目标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30日内将股权转让价款一次性支付本公司。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不再持有目标公司股权，成都中南产业园、济南中南置业、绍兴泓石、无锡泓石

主要为从事产业园区业务的项目公司，转让后不会与本公司房地产项目公司产生同业竞争。

七、交易目的和影响

公司未来将战略重点放在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现有业务中，逐步减少非主营业务的投入，同时减少公司在

其他产业的投资风险，保护上市公司投资者利益。 按照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计算，预计本次交易对公司

将产生3,300万元的投资收益。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交易总金额为0万元， 与受同一主体控制的其他关联人累

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54,129.11万元。

九、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经核查，本次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旨在

减少非主营业务的投入，更好的保护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交易价格以评估报告净资产金额确定，不

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

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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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出

售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十、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标的公司评估报告

4、标的公司审计报告

5、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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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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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公司于2018年9月21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

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条件的议案》《关于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方案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公司符合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

办法》《银行间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规范指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非公

开定向发行规则》《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工作规程》以及《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易

自律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认真对照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资格和条

件，对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了自查，认为公司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注册和发行

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规定，具备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条件和资格。

二、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方案

为进一步促进公司更好更快地发展，结合公司的财务、经营现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拟定本次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方案。 公司董事对本议案逐项表决通过。

1、注册规模

本次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含50亿元）。最终的注册额度将以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书中载明的额度为准。

2、发行时间及方式

在注册额度及有效期内可一次或分期发行。 具体发行方式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3、发行期限及品种

本次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含5年），可以为单一期限的品种，也可以是多种

期限的混合品种。 具体期限构成和发行期限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

资金需求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前述范围内确定。

4、发行对象

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5、募集资金用途

募集资金在扣除承销费及其他发行相关费用后， 将按照相关法规及监管部门要求将用于公司生产经营需

要，偿还有息债务，补充流动资金及（或）项目建设等。

6、发行利率

本次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利率将按照市场情况确定。

7、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事宜经公司2018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相关决议在本次发

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注册及存续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三、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相关事项

为合法、高效、有序地完成本次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相关工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有关的全部事

宜，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市场条件和公司需求，制定本次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具体发

行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规模、发行日期、发行

期限、发行利率、承销方式、募集资金用途等与公司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相关的一切事宜；

2、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中介机构；

3、签署与本次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有关的合同、协议和文件；

4、办理本次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申报及转让事宜，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5、根据公司财务状况，决定募集资金用途及具体金额等；

6、如监管部门对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

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之外，授权董事会依据监管部门新的政策规定和意见或新的

市场条件对本次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具体发行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7、在市场环境或政策法规发生重大变化时，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本次注册和发行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工作；

8、办理与本次定向工具注册发行相关的其他事宜；

9、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本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后方可实施。 公司不是失信责

任主体、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电子认证服务行业失信机构，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本

次注册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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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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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公告日，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总金额为9,521,

811万元（含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3,750,17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2017年12月31日）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比例为266.87%，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目前战略发展规划、子公司开展日常业务需要，公司拟对36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额不超过1,937,130

万元，担保额度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本次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并非新增的实际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尚需以

实际签署并发生的担保合同为准。 本次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可在担保额度使用期限内循环使用。

公司于2018年9月2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2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

议通过了《关于新增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新增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事项，

建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审批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事宜。

二、本次担保额度情况

担 保

方

被 担 保 方

中 南 建 设

权 益 持 股

比 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截至目前担保

余 额 （万 元 ）

本次拟融资额

度 （万 元 ）

本次新增担保

额 度 （万 元 ）

本次担保额度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股东权

益 比 例

是 否 关

联 担 保

江苏

中南

建设

集团

股份

有限

公司

宁波盛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25% 100.01% 11250 45000 11250 0.8%

否

宁波盛朗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40% 100.01% 4000 10000 4000 0.28%

宁波中璟置业有限公司

100% 100.03% 380200 200000 200000 14.22%

如皋中南锦信置业有限公

司

100% 97.34% 30000 30000 30000 2.13%

张家港锦裕置地有限公司

100% 94.86% 59000 59000 59000 4.19%

佛山中武景熙置地有限公

司

49% 99.56% 160000 160000 160000 2.84%

邹城市锦尚置业有限公司

51% / 35000 35000 35000 2.49%

邹城市中翔置业有限公司

51% / 30000 30000 30000 2.13%

江阴苏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55% 91.50% 110000 110000 110000 7.82%

宁波中南锦时置业有限公

司

90% 100.03% 45000 45000 45000 3.20%

济宁中南英特力置业有限

公司

65% 3.09% 44000 15000 15000 1.07%

咸阳御锦置业有限公司

51% 100% 50000 50000 50000 3.56%

徐州颐宁置业有限公司

50% 95.99% 50000 50000 50000 3.56%

南通市通州区锦煜置业有

限公司

100% 92.52% 45000 45000 45000 3.20%

南通卓煜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25% 99.91% 22500 90000 22500 1.60%

南通锦跃置业有限公司

35% 100.00% 10500 30000 10500 0.75%

西安驰翔置业有限公司

85% 97.00% 74000 74000 74000 5.26%

西安伍雄置业有限公司

100% 100.09% 60000 60000 60000 4.27%

西安智晟达置业有限公司

37% 100.00% 80000 80000 80000 5.69%

沈阳中南恒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00% 10.66% 20000 20000 20000 1.42%

海门锦邦置业有限公司

41.66% 29.50% 26664 40000 26664 1.90%

淮安市嘉华置业有限公司

100% / 20000 20000 20000 1.42%

上海祺照置业有限公司

100% / 155000 155000 155000 11.02%

绍兴锦嘉置业有限公司

49% 100.00% 29400 60000 29400 2.09%

湘潭长厦锦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50% 100.00% 70000 70000 70000 4.98%

海门市鼎熹置业有限公司

25% 100.04% 10000 40000 10000 0.71%

临沂锦拓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40% 100.00% 35000 35000 35000 2.49%

济宁锦琴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50% 100.00% 44000 44000 44000 3.13%

南通锦拓置业有限公司

40% 94.00% 11200 28000 11200 0.80%

武汉锦御中南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00% 97.99% 167500 167500 167500 11.91%

淄博锦琴房地产有限公司

100% 100.00% 50000 50000 50000 3.56%

泉州钧宏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100% 100.01% 60000 60000 60000 4.27%

黑龙江北大荒区块链数字

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99.99% 69.00% 20000 20000 20000 1.42%

沈阳金科骏达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49% 100.00% 15116 30848 15116 1.07%

天台嘉信置业有限公司

/ 102.19% 52000 52000 52000 3.7%

唐山中南国际旅游岛房地

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00% 96.58% 60000 60000 60000 4.27%

合计

2146330 2170348 1937130 137.85% -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宁波盛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8年04月20日

公司注册地点：浙江省慈溪市宗汉街道金水路366号

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国英

公司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房产信息咨询服务；房屋租赁；物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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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原宁波盛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盛泽” ）持有其100%股权，宁波中玮置业有限

公司已与宁波盛泽、宁波招商高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招商” ）、宁波海曙昌诚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宁波海曙昌诚” ）签订合作协议，通过平价增资扩股的形式受让其25%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毕后，

宁波盛泽持有其26%的股权，宁波招商持有其25%的股权，宁波海曙昌诚持有其24%的股权，目前工商变更尚在办

理中。

本公司与宁波盛泽、宁波招商、宁波海曙昌诚不存在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8

年

6

月（未经审计）

63521.02 63527.41 -6.40 0 -6.40 -6.40

2、公司名称：宁波盛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8年04月18日

公司注册地点：浙江省慈溪市宗汉街道金水路367号

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国英

公司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房产信息咨询服务；房屋租赁；物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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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原宁波奥克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奥克斯” ）持有其100%股权，宁波中玮置业有限公

司已与宁波奥克斯签订合作协议，通过平价增资扩股的形式受让其40%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毕后，宁波奥克斯持

有其60%的股权，目前工商变更尚在办理中。

本公司与宁波奥克斯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8

年

6

月

（未经审计）

8865.54 8866.50 -0.96 0 -0.96 -0.96

3、公司名称： 宁波中璟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 2017年09月25日

公司注册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天高巷255号801-12室

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晓东

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服务；房地产经纪、经销；市场营销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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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中南新世界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7

年度

（经审计）

47886.99 47975.49 -88.5 0 113.55 -88.5

2018

年

6

月（未经审计）

376165.57 376274.98 -109.41 0 1016.44 -1011.91

4、公司名称：如皋中南锦信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7年11月16日

公司注册地点：如皋市城南街道高新区999号（如皋高新区8号楼3A08-628室）

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永忠

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公司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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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中南新世界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7

年度

（经审计）

37566.54 37566.59 -0.05 0 -0.06 -0.05

2018

年

6

月（未经审计）

61994.27 60345.10 1649.17 0 -102.54 -350.83

5、公司名称：张家港锦裕置地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7年11月06日

公司注册地点：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软件（动漫）产业园商务中心4楼 公司法定代表人：茅

勤

公司注册资本：5882.352950万人民币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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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原南通中南新世界中心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中南新世界” ）持有其100%股权，南通中

南新世界同意吸收上海新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碧” ），长兴新碧投资管理合伙企业（以下

简称“长兴新碧” ）、堆龙德庆区碧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堆龙碧享” ）为其新股东，股权转让完毕后，

南通中南新世界持有其51%的股权，上海新碧持有其41.65%的股权，长信新碧持有其4.9%的股权，堆龙碧享持有其

2.45%的股权，目前工商变更尚在办理中。

本公司与上海新碧、长兴新碧、堆龙碧享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8

年

6

月（未经审计）

57586.61 54624.52 2962.10 0 -1.92 -1.92

6、公司名称： 佛山中武景熙置地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 2018年02月12日

公司注册地点：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沧江路433号之20第一卡

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可

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物业租赁、市场营销策划、市场调查、礼仪服务、会议展览服务、

企业策划服务、企业信息咨询服务、文化艺术交流服务、体育技术推广服务；承接：室内外装饰工程、城市园林绿

化工程；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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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佛山市高明区中武利百文化体育有限公司持有其40%的股权；佛山利百泛

澳文化体育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11%的股权。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8

年

6

月（未经审计）

27461.89 27339.87 122.02 0 -367.98 -367.98

7、公司名称： 邹城市锦尚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 2018年06月13日

公司注册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太平东路201号（东楼205、208房间）

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可

公司注册资本： 2000万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以自由资金对房地产项目进行投资；房屋租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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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泰安中南城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山东阜丰置业有限公司持有

其49%的股权。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8、公司名称：邹城市中翔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 2018年05月31日

公司注册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太平东路201号（东楼205、208房间）

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可

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以自由资金对房地产项目进行投资；房屋租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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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泰安中南城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济宁翔天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其49%的股权。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9、公司名称：江阴苏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 2003年11月12日

公司注册地点：江阴市云亭街道澄杨路（名豪山庄）旁

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小平

公司注册资本：7200万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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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上海中南锦时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55%的股权，江苏利安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45%的股权，

公司持有上海中南锦时置业有限责任公司75%的股权。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7

年度

（经审计）

34421 27231 7190 0 -10 -10

2018

年

6

月（未经审计）

69982 64035 5947 0 -1023 -1253

10、公司名称：宁波中南锦时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 2017年04月24日

公司注册地点：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渡口南路147号1幢147号二楼西-224

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小平

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地产经纪;物业服务;水利水电工程、机电设备工程的设计、施工、安装;室

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土木工程、油漆工程、钢结构工程、防水保温工程、钣金工程、架线工程、焊接工程的设

计、施工、安装;展览展示服务;建材、五金交电、日用品的销售;建筑工程施工;地基和基础建设工程施工;土石方工

程施工;脚手架搭建;企业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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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上海中南锦时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90%的股权，贺兴持有其10%的股权，公司持有上海中南锦

时置业有限责任公司75%的股权。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7

年度

（经审计）

47118.02 47187.52 -69.51 0 -91.34 -69.51

2018

年

6

月

（未经审计）

117184.47 117594.77 -410.30 0 -343.30 -410.30

11、公司名称：济宁中南英特力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8年3月7日

公司注册地点：济宁高新区金宇路南英萃路东英特力科技企业孵化器1-4-15室

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可

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新建房屋买卖代理服务;新建房屋租赁代理

服务;二手房买卖经纪服务;二手房租赁经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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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济宁中南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65%的股权，济宁英特力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持有其35%的股权。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8

年

6

月（未经审计）

13365.97 302.65 13063.33 0 -18.89 -18.89

12、公司名称：咸阳御锦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7年12月31日

公司注册地点：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渭阳中路2号国润翠湖3号商住楼1-202室

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晓东

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房屋租赁；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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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中南嘉丰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 陕西国润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49%的股权。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8

年

6

月（未经审计）

10084 10084 0 0 0 0

13、公司名称： 徐州颐宁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7年3月15日

公司注册地点：徐州市铜山区国基城邦B

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小兵

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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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南京国资新城颐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公司间接持有其50%的股权。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7

年度

（经审计）

32289.55 30354.57 1934.97 0 -65.03 -65.03

2018

年

6

月（未经审计）

43168.33 41438.07 1730.26 0 -204.72 -204.71

14、公司名称： 南通市通州区锦煜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8年6月7日

公司注册地点：南通市通州区先锋街道秦家埭村三组1幢

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永忠

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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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公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8

年

6

月（未经审计）

43.00 43.00 0 0 0 0

15、公司名称：南通卓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8年2月8日

公司注册地点：南通市崇川区钟秀西路69号宏景大厦101室

公司法定代表人：任玲

公司注册资本：5001万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商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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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原卓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越置业” ）持有其100%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中

南新世界中心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中南新世界” ）已与卓越置业、恒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通投资” ）、南通银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银洲” ）签订合作协议，指定或修改其章程和相

关文件，南通中南新世界受让其25%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毕后，卓越置业持有其30%的股权，恒通投资持有其25%的

股权，南通银洲持有其24%的股权，目前工商变更尚在办理中。

本公司与卓越置业、恒通投资和南通银洲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8

年

6

月（未经审计）

144925.59 144600.11 325.49 0 -174.51 -174.51

16、公司名称： 南通锦跃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8年7月17日

公司注册地点：南通市苏通科技产业园区江成路1088号内3幢4102室（KG）

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永忠

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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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原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中南新世界中心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中南新世界” ）持有其

100%的股权，南通中南新世界已与南通市华德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华德” ）、恒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通投资” ）签订合作协议，南通中南新世界受让35%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毕后，南通华德持有其15%

的股权，恒通投资持有其50%的股权，目前工商变更尚在办理中。

本公司与南通华德、恒通投资和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17、公司名称： 西安驰翔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7年10月12日

公司注册地点：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未央路以东凤城五路以北海逸国际1幢2单元27层22702室

公司法定代表人：韩杰

公司注册资本：3529.41万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房屋租赁；装饰装修建筑材料、服装、日用百货的销售；停车服务（由

分支机构经营）。 （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得经

营）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中南嘉丰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85%的股权，杭州宏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其15%的股权。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7

年度

（经审计）

16137.15 13137.04 3000.11 0 0.15 0.11

2018

年

6

月（未经审计）

83703.84 80990.30 2713.54 0 -286.57 -286.57

18、公司名称： 西安伍雄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7年8月21日

公司注册地点：西安市莲湖区唐延路莱安逸境5-10117号

公司法定代表人：韩杰

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房屋租赁；酒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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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中南嘉丰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7

年度

（未经审计）

12478.51 12530.00 -51.49 0 -51.49 -51.49

2018

年

6

月（未经审计）

74244.05 74311.48 -67.43 0 -15.94 -15.94

19、公司名称： 西安智晟达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8年5月18日

公司注册地点：陕西省西安市沣东新城自贸区产业园4-2-4188室

公司法定代表人：邹建兵

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房地产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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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 原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崇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崇丰” ）持有其74%的股权，西安崇

丰已与广大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大国际” ）、福建先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先科” ）、西安

智翔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智翔” ）签订合作协议，通过平价增资扩股的形式，西安崇丰受让

37%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毕后，广大国际持有其35.89%的股权，福建先科持有其1.11%的股权，西安智翔持有其26%

的股权，目前工商变更尚在办理中。

本公司与广大国际、福建先科和西安智翔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8

年

6

月（未经审计）

34086.05 34086.10 -0.05 0 -0.05 -0.05

20、公司名称： 沈阳中南恒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8年5月24日

公司注册地点：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沈辽中路10号453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鹏

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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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情况：全资子公司沈阳中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8

年

6

月（未经审计）

1086 116 970 0 -17 -30

21、公司名称： 海门锦邦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8年1月22日

公司注册地点：南通市海门市海门街道上海路899号

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永忠

公司注册资本：148238.2908万

公司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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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中南新世界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41.66%的股权，上海新碧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持有其28.34%的股权，菱住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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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顺德区共享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1.17%的股权，佛山市顺德区碧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

其0.5%的股权。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8

年

6

月（未经审计）

146441.64 0.17 146441.46 0 -85.08 -85.08

22、公司名称： 淮安市嘉华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1年3月29日

公司注册地点：淮安市清河区淮海北路78-3号（南附楼三层东首）

公司法定代表人：井渊

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凭资质证书经营）、实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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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中南新世界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7

年度

（经审计）

8884.92 3999.31 4885.61 0 -0.38 -0.38

2018

年

6

月（未经审计）

9615.73 5381.42 4234.31 0 55.51 -593.27

23、公司名称：上海祺照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8年1月10日

公司注册地点：上海市青浦区盈港东路8300弄6-7号1幢3层Z区353室

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小华

公司注册资本：100万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建材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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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中南新世界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24、公司名称： 绍兴锦嘉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8年07月25日

公司注册地点：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浦口街道浦南二路1号办公楼105号办公室

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可

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自有房屋出租;房地产信息咨询;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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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原公司全资子公司嘉兴中南锦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中南锦恒” ）持有其100%

的股权，嘉兴中南锦恒已与诸暨海伦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诸暨海伦堡” ）签订合作协议，嘉兴中南

锦恒受让49%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毕后，诸暨海伦堡持有其15%的股权，目前工商变更尚在办理中。

本公司与诸暨海伦堡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25、公司名称： 湘潭长厦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8年6月12日

公司注册地点：湘潭市岳塘区社建村街道新建村8栋13号门面

公司法定代表人：贺兴伟

公司注册资本：1980万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信息咨询；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土地管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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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绮风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长沙盛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持有其50%的股权。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8

年

6

月（未经审计）

12099.1 12099.1 0 0 0 0

26、公司名称： 海门市鼎熹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8月4月8日

公司注册地点：南通市海门市海门街道富江南路698号内9号房

公司法定代表人：傅小君

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建筑安装工程(除特种设备);停车场管

理;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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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原保利地产南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地产” ）持有其100%的股权，保利地产已与上海新碧

房地产开发（以下简称“上海新碧” ）、苏州新城创佳置业有限公司、南通中南新世界签订合作协议，通过平价增

资扩股的形式，南通中南新世界受让25%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毕后，保利地产持有其25%的股权，上海新碧持有其

25%的股权，苏州新城持有其25%的股权，目前工商变更尚在办理中。

本公司与保利地产、上海新碧、苏州新城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8

年

6

月（未经审计）

38154.23 38164.82 -10.59 0 -14.11 -10.58

27、公司名称： 临沂锦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8年6月22日

公司注册地点：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马场湖镇东敦花园6号-1-501室

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心原

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地产营销策划。 (以上范围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需要办理前置

审批的项目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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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中南新世纪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40%的股权，山东阜丰置业有限公司持有

其30%的股权，山东元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持有其30%的股权。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28、公司名称： 济宁锦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8年3月26日

公司注册地点：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越河家园小区和平街社区居委会办公楼二层201室至205室

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心原

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

公司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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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中南新世纪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九巨龙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其15%的股权，山东瑞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5%股权。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8

年

6

月（未经审计）

29690 29710 -20 -20 -20

29、公司名称：南通锦拓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3日

公司注册地点：南通市苏通科技产业园区江成路1088号内3号楼（KG）3820室

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永忠

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信息咨询、自由房屋出租、房屋销售、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服务、商品展

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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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中南新世界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40%的股权，上海盈旻贸易有限公司持

有其20%的股权， 中铁置业集团上海有限公司持有其18%的股权， 上海新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7%的股

权，诸暨汇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2%的股权，长兴新碧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2%

的股权，佛山市顺德区共享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0.7%的股权，佛山市顺德区碧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0.3%的

股权。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8

年

6

月（未经审计）

71592.46 71741.78 -149.33 0 -149.33 -149.33

30、公司名称：武汉锦御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2016年12月5日

公司注册地点：武汉市黄陂区横店前进大街72号

公司法定代表人：贺兴伟

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地产咨询、物业管理，装饰装潢工程设计施工，建筑材料销售。 (依

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财务情况：

（下转B9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