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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8年7月25日

注册地址： 重庆市璧山区碧泉街道双星大道8号

法定代表人： 陈昌凤

注册资本：4,000万元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企业管理咨询；自有房屋租

赁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市璧山区金科众玺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50.5%的股权，重庆耿赢贸易有限公司持有

其49.5%的股权。 该公司为公司并表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该子公司于2018年7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6,600.54万元，负债总额为22,616.54万元，净资产为3,984万元，2018年1-9月实现

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21.33万元，净利润-16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2、 公司名称：贵阳鑫科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06月25日

注册地址：贵阳市白云区云环东路综合写字楼一层

法定代表人：孙文超

注册资本：94,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房地产经纪；机电设备安装；建筑安装；企业管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0.1%的股权，宁波宁兴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49.9%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该子公司于2018年4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44,631.04万元，负债总额为139,713.97万元，净资产为4,917.06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110.63万元，净利润-82.94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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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瑶海区芜湖路1号御景湾小区2幢2220

法定代表人：田品勇

注册资本： 2,008.35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99.58%的股权，天津金凯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0.25%的股权，天津金和顺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0.17%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05,754.93万元，负债总额为204,237.99万元，净资产为1,516.94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

收入49.35万元，利润总额-665.48万元，净利润-491.41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76,213.01万元，负债总额为374,949.81万元，净资产为1,263.20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23.16万元，利润总额-360.56万元，净利润-253.74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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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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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林强

注册资本：34,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自有房屋出租；机电设备安装；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通过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间接持有60%股权，嘉兴茂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40%

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797,939.19万元，负债总额为792,065.98万元，净资产为5,873.21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

收入75,262.73万元，利润总额3,459.95万元，净利润2,577.85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777,445.84万元，负债总额为1,615,977.52万元，净资产为161,468.32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13,367.54万元，利润总额-9,465.067万元，净利润-9,404.89万元。

25、 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星聚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0年01月28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学智路95号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4,5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自有房屋出租；机电设备安装；企业管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65,705.95万元，负债总额为238,450.63万元，净资产为27,255.33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

收入78,649.76万元，利润总额22,872.21万元，净利润19,838.58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43,613.86万元，负债总额为201,405.85万元，净资产为42,208.01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63,981.55万元，利润总额14,406.43万元，净利润12,245.47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6、 公司名称：重庆金科宏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04月09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大道28-2号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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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的股权。

截止2017年末，资产总额为468,766.21万元，负债总额为427,891.96万元，净资产为40,874.26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48,

977.64万元，利润总额1,474.85万元，净利润1,208.58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565,440.79万元，负债总额为488,048.01万元，净资产为77,392.78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144,975.09万元，利润总额47,814.52万元，净利润36,518.52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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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林强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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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的股权。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14,654.52万元，负债总额为232,097.13万元，净资产为82,557.38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

收入200,128.67万元，利润总额15,070.20万元，净利润11,996.90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59,675.89万元，负债总额为379,092.01万元，净资产为80,583.88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13,367.13万元，利润总额-2,260.74万元，净利润-1,973.50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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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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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林强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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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的股权。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165,258.94万元，负债总额为114,521.23万元，净资产为50,737.71万元，2017年实

现营业收入55,205.86万元，利润总额9,004.81万元，净利润7,697.61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34,526.94万元，负债总额为375,205.63万元，净资产为59,321.31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42,854.82万元，利润总额10,140.04万元，净利润8,616.30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9、 公司名称：重庆奥珈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11月30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金科.10年城47号1楼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 2,104.39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楼盘销售代理；房屋租赁；从事建筑相关业务；物业管理；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95.04%的股权，金耀辉持有其3.42%的股权，金和顺持有其1.54%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12月末，该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55,508.31万元，负债总额为53,872.64万元，净资产为1,635.67万元，2017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685.89万元，净利润-509.69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55,508.31万元，负债总额为53,915.55万元，净资产为1,592.76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630.58万元，净利润-606.47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0、 公司名称：重庆市江津区金科国竣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年12月28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几江时代购物广场B区B2幢9号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建筑装饰材料；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490,913.62万元，负债总额为366,904.31万元，净资产为124,009.31万元，2017年

实现营业收入99,111.40万元，利润总额19,670.45万元，净利润16,737.91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527,351.21万元，负债总额为396,194.63万元，净资产为131,156.58万元，2018年1-9

月实现营业收入42,184.82万元，利润总额7,636.17万元，净利润6,532.21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1、 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弘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5年01月06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五红路19号商务楼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 2,201.0195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98.81%的股权，天津金耀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0.74%的股权，天津金和顺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0.45%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839,394.86万元，负债总额为826,399.40万元，净资产为12,995.46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

收入36,584.55万元，利润总额15,275.47万元，净利润12,965.98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754,672.26万元，负债总额为631,677.66万元，净资产为122,994.61万元，2018年1-9

月实现营业收入185,851.86万元，利润总额52,591.15万元，净利润44,745.78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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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16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巫山县平湖西路159号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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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末，该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160,880.62万元，负债总额为161,283.87万元，净资产为-403.25万元，2017年实

现营业收入23.21万元，利润总额-3,023.76万元，净利润-2,653.87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65,390.52万元，负债总额为162,211.72万元，净资产为3,178.80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56,052.03万元，利润总额10,978.34万元，净利润9,300.56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3、 公司名称：重庆金科竹宸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08月27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新南路184号附4、5号金科星城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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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运营；机电设备安装；企业管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98.81%的股权，天津金耀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0.74%的股权，天津金和顺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0.45%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09,555.20万元，负债总额为414,792.15万元，净资产为-5,236.95万元，2017年实现营

业收入101.24万元，利润总额-9,615.47万元，净利润-8,179.68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578,087.02万元，负债总额为552,955.03万元，净资产为25,131.99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94,564.25万元，利润总额35,741.24万元，净利润30,368.94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4、 公司名称：重庆市璧山区金科众玺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年08月17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泉山路9号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建材、装饰材料等；机电设备安装；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03,457.92万元，负债总额为270,951.36万元，净资产为32,506.56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

收入42792.20万元，利润总额64.57万元，净利润112.40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45,203.28万元，负债总额为306,822.56万元，净资产为38,380.72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50,022.70万元，利润总额6,908.79万元，净利润5,874.16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5、 公司名称：重庆金科嘉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年05月09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新南路184号附10、11号金科星城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 3,009.71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五金交电等；自有房屋租赁；机电设备安装；企业管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99.68%的股权，天津金耀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0.14%的股权，天津金和顺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0.18%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5,157.64万元，负债总额为25,177.06万元，净资产为-19.42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13.04万元，利润总额-421.64万元，净利润-319.65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35,573.92万元，负债总额为327,056.08万元，净资产为8,517.85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47,040.76万元，利润总额11,674.99万元，净利润8,712.07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6、 公司名称：重庆金科正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年05月29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乌龙村1组

法定代表人：吉仕林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房地产中介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80,374.03万元，负债总额80,389.69万元，净资产为-15.66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32,

211.6万元，利润总额10.71万元，净利润-246.38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51,166.68万元，负债总额为149,993.63万元，净资产为1,173.06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7,424.47万元，利润总额1,186.14万元，净利润1,188.72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7、 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和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年03月06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长寿区菩提大道91号

法定代表人：吉士林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7年12月末，该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271,975.11万元，负债总额为208,760.17万元，净资产为63,214.94万元，2017

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42,475.47万元，利润总额1,697.81万元，净利润1,379.00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27,672.08万元，负债总额为265,732.82万元，净资产为61,939.26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27,562.04万元，利润总额-1,417.70万元，净利润-1,275.68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8、 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汇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年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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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4.42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通过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99.28%的股权，天津金耀辉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0.45%的股权，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0.27%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58,557.54万元，负债总额为221,089.46万元，净资产为37,468.08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

收入91,324.68万元，利润总额12,011.93万元，净利润10,206.91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96,591.54万元，负债总额为454,533.31万元，净资产为42,058.24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57,570.74万元，利润总额6,837.37万元，净利润4,590.15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9、 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骏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年10月22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云阳县工业园区B区

法定代表人：蒋思德

注册资本： 14,192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建筑材料销售。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通过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60%的股权，重庆简兮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40%

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49,482.86万元，负债总额为123,080.05万元，净资产为26,402.81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

收入52,901.57万元，利润总额10,427.60万元，净利润8,858.80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06,777.78万元，负债总额为191,278.65万元，净资产为15,499.13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13,671.26万元额，利润总额-587.00万元，净利润-903.67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0、 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途鸿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年09月27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大足区智凤镇登云街道社区

法定代表人：韩强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等；自有房屋出租；机电设备安装；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7年末，经审计资产总额为166,568.29万元，负债总额为148,842.38万元，净资产为17,725.91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

入48,647.33万元，利润总额5,089.13万元，净利润4,336.94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64,846.66万元，负债总额为140,992.97万元，净资产为23,853.69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21,743.44万元，利润总额7,234.5万元，净利润6,127.78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1、 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昌锦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年04月20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国泰路18号附66号30栋

法定代表人：韩强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等；自有房屋出租；机电设备安装；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7年末，经审计资产总额为183,945.14万元，负债总额为128,865.88万元，净资产为55,079.26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

入19,971.74万元，利润总额7,324.84万元，净利润6,246.96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39,627.69万元，负债总额为218,323.84万元，净资产为21,303.85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61,185.03万元，利润总额7,336.81万元，净利润6,224.58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2、 公司名称：云南金万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年07月03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六甲乡六甲村委会2号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黄伯伟

注册资本： 2,022.18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土地开发、物业管理、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房屋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79.12%的股权，天津金耀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0.51%的股权，天津金和顺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0.37%的股权,昆明金岑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20%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96,809.92万元，负债总额为197,837.88万元，净资产为-1,027.96万元，2017年实现营

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3,570.74万元，净利润-3,034.77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66,923.84万元，负债总额为370,670.48万元，净资产为-3,746.63万元，2018年1-9

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3,184.59万元，净利润-2,718.67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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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机电等；自有房屋出租；机电设备安装；企

业管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99.58%的股权，天津金耀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0.24%的股权，天津金和顺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0.18%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29,784.48万元，负债总额为329,126.48万元，净资产为658.00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

入0.19万元，利润总额-3,306.24万元，净利润-2,493.45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78,167.80万元，负债总额为478,076.12万元，净资产为91.68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营业收入3,524.86万元，利润总额-566.28万元，净利润-424.71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4、 公司名称：柳州金明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12月19日

注册地址：柳州市水南路221号灯台花苑16栋2层6间

法定代表人：赵俊

注册资本：29,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建筑、装饰材料等的销售；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60%的股权，嘉兴宝泰投资合伙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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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15,905.78万元，负债总额315,528.95万元，净资产376.83万元；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6.37

万元；利润总额-3,496.51万元，净利润-2,623.17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625,190.06万元，负债总额为485,104.47万元，净资产为140,085.59万元，2018年1-9

月实现营业收入93.35万元，利润总额-2,747.29万元，净利润-2,291.24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5、 公司名称：天津滨耀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年12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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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商品房销售；市政、公路、土木工程项目的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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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0.15%的股权，天津金渝未来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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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末，经审计资产总额为180,572.30万元，负债总额为178,552.63万元，净资产为2,019.67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

入0万元，利润总额-1,227.00万元，净利润-948.93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40,753.46万元，负债总额为239,861.78万元，净资产为891.68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866.73万元，净利润-1,127.99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6、 公司名称：北京金科展昊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年04月29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永旺路1号院9号楼1层（01）116、117、118室

法定代表人：刘宏兵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经济信息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709,324.12万元，负债总额为709,997.64万元，净资产为-673.52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

收入151,350.8万元，利润总额-5,890.33万元，净利润-4,787.01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035,987.41万元，负债总额为904,956.47万元，净资产为131,030.95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56,808.29万元，利润总额58,082.83万元，净利润60,417.49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7、 公司名称：重庆御立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年09月22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铜锣鲤鱼石电信集资楼五六单元1号

法定代表人：罗翔

注册资本：2,052.5939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信息咨询；物业管理；销售自有房屋。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金科展昊直接持有其97.44%的股权，天津金金渝未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

接持有其1.45%的股权，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其0.96%的股权，天津金福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直接持有其0.15%的股权。 公司与天津金金渝未来、天津金和顺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1,142.43万元，负债总额为31,161.43万元，净资产为-19.00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19.00万元，净利润-19.00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65,136.8万元，负债总额为164,064.6万元，净资产为1,072.19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营业收入36.84万元，利润总额-1,151.41万元，净利润-818.74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8、 公司名称：天津金科津耀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年09月30日

注册地址：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北侧创业总部基地C02号楼310室-66

法定代表人：刘宏兵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市政工程、公路工程、土木工程施工，企业形象策划，会议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255,458.36万元，负债总额为245,560.97万元，净资产为9,897.39万元，2017年实

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133.49万元，净利润-102.61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581,845.36万元，负债总额为573,450.78万元，净资产为8,394.58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1,109.79万元，净利润-1,502.8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9、 公司名称：湖南金科亿达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01月05日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榔梨街道）东六路南段77号金科亿达科技城A1栋

法定代表人：谢滨阳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自有房屋及场地租赁，物业管理，房地产咨询及中介服务；酒店管理；以自有合法资产进行

房地产、产业园区的投资。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64.529%的股权，湖南景朝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20%的股权，大连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

10%的股权。 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1.625%的股权，天津金渝未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其3.846%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34,966.05万元，负债总额为194,764.67万元，净资产为40,201.38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

收入81,783.67万元，利润总额45,918.43万元，净利润34,388.32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89,435.91万元，负债总额为177,673.13万元，净资产为11,762.78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53,427.87万元，利润总额12,591.20万元，净利润6,719.15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0、 公司名称：重庆金科科健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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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咨询服务；场地出租；酒店管理。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87.497%的股权，亿达科技新城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10%的股权，天津金渝未来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1.421%的股权，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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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40,546.95万元，负债总额为238,670.97万元，净资产为1,875.99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

收入2,399.26万元，利润总额-9,197.54万元，净利润-7,049.87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92,972.95万元，负债总额为273,200.26万元，净资产为19,772.69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61,665.25万元，利润总额23,872.89万元，净利润17,896.71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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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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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江龙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其99.62%的股权，天津金泰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直接持有其0.128%的股权，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其0.203%的股权，天津金福顺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其0.049%的股权。 公司与天津金泰辉、天津金和顺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99,458.85万元，负债总额为197,005.92万元，净资产为2,452.93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

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722.62万元，净利润-547.07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71,340.79万元，负债总额为370,910.57万元，净资产为430.22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营业收入0.02万元，利润总额-2,651.24万元，净利润-2,022.71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2、 公司名称：遂宁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年10月30日

注册地址：遂宁市河东新区五彩缤纷路1号金科·美湖湾（D3地块）1号楼1栋1号

法定代表人：陈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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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金科弘景98.81%的股权，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金科弘景0.45%的股权，

天津金耀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金科弘景0.74%的股权，公司与金科弘景通过成都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遂宁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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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持有金科弘景旗下部分开发项目的权益，不享有遂宁金科任何权益。 公司与其他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经审计资产总额为119,698.67万元，负债总额为117,824.98万元，净资产为1,873.69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

入0万元，利润总额-162.65元，净利润-126.31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14,485.71万元，负债总额为213,668.94万元，净资产为816.77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营业收入0.63万元，利润总额-1,394.38万元，净利润-1,056.91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3、 被担保人名称：南充金科弘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年11月30日

注册地址：南充市顺庆区西华路二段218号

法定代表人：陈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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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成都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间接持有100%股权。 公司持有金科弘景98.81%的股权，天津金和

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金科弘景0.45%的股权，天津金耀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金科弘景0.74%

的股权，公司与金科弘景间接持有金科弘鼎100%的股权。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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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持有金科弘景旗下部分开发项目的权益，不享有金科弘鼎任何权益。 公司与其他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0,052.35万元，负债总额为20,052.35万元，净资产为0万元，2017年1-12月实现营业收

入0万元，利润总额-42.38万元，净利润-32.18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94,662.72万元，负债总额为93,908.97万元，净资产为753.74万元，2018年1-9月实现

营业收入0.11万元，利润总额-1,606.31万元，净利润-1,214.08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4、 公司名称：内江金科弘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年08月22日

注册地址：内江市东兴区中兴路51号9幢2单元

法定代表人：邓勇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营销代理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权益，天津金和顺、天津金耀辉作为间接持股股东不享有其任何股东权利。公司与其他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138,535.97万元，负债总额为79,644.28万元，净资产为58,891.69万元，2017年实

现营业收入80,392.34万元，利润总额2,795.74万元，净利润2,124.03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86,838.80万元，负债总额为230,626.06万元，净资产为56,212.74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18,204.92万元，利润总额-3,565.64万元，净利润-2,678.95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5、 公司名称：浏阳金科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年05月11日

注册地址：浏阳市柏加镇金科天湖新城商业街1A栋

法定代表人：胡学刚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销售；金属材料；五金、交电销售；机电设备安装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通过湖南金科持有其100%权益，嘉兴茂凯不享有其权益。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45,599.17万元，负债总额为167,696.14万元，净资产为-22,096.97万元，2017年实现营

业收入17.29万元，利润总额-3,684.46万元，净利润-3,684.46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96,263.57万元，负债总额为130,906.19万元，净资产为-34,642.62万元，2018年1-9

月实现营业收入36,097.09万元，利润总额-12,545.66万元，净利润-12,545.66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6、 公司名称：长沙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年01月08日

注册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向阳路1号金科时代中心3栋9楼

法定代表人：胡学刚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化工产品批发；金属材料销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通过湖南金科持有其100%权益，嘉兴茂凯不享有其权益。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23,999.52万元，负债总额为219,542.2万元，净资产为4,457.33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

入51,453.9万元，利润总额-8,717.26万元，净利润-6,533.1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77,279.82万元，负债总额为169,680.04万元，净资产为7,599.78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48.093.32万元，利润总额4,038.11万元，净利润3,142.45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7、 公司名称：郴州金科凯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年09月27日

注册地址：郴州市苏仙区观山洞街道下白水村六组（东城宾馆五楼）

法定代表人：况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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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湖南金科持有其100%权益，嘉兴茂凯不享有其权益。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35,882.47万元，负债总额为133,040.19万元，净资产为2,842.27万元，2017年1-12月实

现营业收入20,780.96万元，利润总额1,677.22万元，净利润2,393.36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19,498.10万元，负债总额为118,960.94万元，净资产为537.16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营业收入2,659.58万元，利润总额-3,367.89万元，净利润-2,305.11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8、 公司名称：河南金上百世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年09月04日

注册地址：新郑市中华北路与中兴路交叉口往北200米路西

法定代表人：赵波

注册资本： 11,040.25�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销售；新型城镇化基础建设。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河南力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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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8,729.14万元，负债总额为17,789.51万元，净资产为10,894.63万元，2017年1-12月实现

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0万元，净利润0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14,773.57万元，负债总额为105,056.33万元，净资产为9,717.24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1,586.17万元，净利润-1,177.39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9、 公司名称：北京金科金碧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年08月18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平谷区夏各庄镇夏各庄北街84号27幢115室

法定代表人：马东兴

注册资本：15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经济贸易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 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 由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100%控制的北京碧桂园阳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

29%的股权，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20%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61,570.11万元，负债总额为361,804.82万元，净资产为-234.71万元，2017年1-9月实现

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309.74万元，净利润-234.71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559,629.33万元，负债总额为411,907.62万元，净资产为147,721.72万元，2018年1-9

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2,644.24万元，净利润-1,984.04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0、 公司名称：湖南靓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3年11月04日

注册地址：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商贸城D-7栋第18、19、20鏠

法定代表人：胡学刚

注册资本：4,4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机电产品、家用电器及政策允许的化工产品、装饰材料。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通过湖南金科持有其80%权益，嘉兴茂凯不享有其权益。 湖南亮盈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16%

的股权，自然人陈新亮和刘晓进分别持有其2.18%、1.82%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20,232.91万元，负债总额为123,673.48万元，净资产为-3,440.57万元，2017年1-12月

实现营业收入22,332.63万元，利润总额1,744.00万元，净利润1,324.68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94,835.30万元，负债总额为97,958.43万元，净资产为-3,123.13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27,234.49万元，利润总额345.92万元，净利润317.45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1、 公司名称：河南中建锦伦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0年10月12日

注册地址：郑州市中牟县郑开大道与人文路交叉口向南100米路东

法定代表人：王海堂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批发零售：建筑材料。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通过持股57.14%的郑州远威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远威” ）间接持有其70%的股

权，王军发持有其30%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7,460.98万元，负债总额为37,748.09万元，净资产为-287.11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

入0万元，利润总额-264.63万元，净利润-175.61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94,700.06万元，负债总额为97,475.17万元，净资产为-2,775.11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3,219.65万元，净利润-2,487.9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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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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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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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子公司于2018年4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40,799.25万元，负债总额为110,938.21万元，净资产为29,861.04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174.85万元，利润总额-174.85万元，净利润-138.96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3、 公司名称：唐山金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04月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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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该子公司于2018年4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74,602.83万元，负债总额为65,031.94万元，净资产为9,570.89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528.98万元，净利润-429.11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4、 公司名称：郴州小埠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2年4月26日

注册地址：郴州市北湖区保和乡小埠村（南岭生态城会所四楼405室）

法定代表人：况进林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建筑材料销售。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通过湖南金科持有其60%权益，嘉兴茂凯不享有其权益。 郴州小埠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40%

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7,449.52万元，负债总额为45,286.90万元，净资产为2,162.61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

入705.78万元，利润总额-2,057.76万元，净利润-3,357.02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0,223.06万元，负债总额为41,418.84万元，净资产为-1,195.78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10,552.08万元，利润总额-3,358.39万元，净利润-3,358.39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5、 公司名称：成都金丰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01月22日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万虹路8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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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成都金科骏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成都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其100%的股权，其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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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享有成都金科骏

丰旗下开发项目权益，不享有成都金丰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任何权益。

该子公司系2018年1月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67,915.14万元，负债总额为168,126.90万元，净资产为-211.75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282.35万元，净利润-211.75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6、 公司名称：成都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6年11月13日

注册地址：成都市成华区青成场致详路44号1-5幢10号

法定代表人：陈云平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营销代理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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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持有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弘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开发项目的权益，不享有成都金科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任何权益。

股权结构：

截止2017年末，该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672,671.18万元，负债总额为608,967.49万元，净资产为63,703.69万元，2017年实

现营业收入100,060.81万元，利润总额20,383.27万元，净利润15,868.47万元。

截止2018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048,832.57万元，负债总额为984,176.19万元，净资产为64,656.39万元，2018年1-9

月实现营业收入24,145.81万元，利润总额1,986.18万元，净利润952.7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7、 公司名称：成都金科骏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年12月03日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侯新城管委会武青南路33号 （下转B1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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