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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发出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0年8月7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专人递送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会议于2020年8月14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10名，亲自出席会议董事10人，代为出席董事0人。

四、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及表决情况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投入以及与合作方根据股权比

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额度事项的公告》，关联董事廖剑锋兼任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议案详情参见2020-226号公告。

（二） 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份第一个行权期行权事宜的议

案》，议案详情参见2020-227号公告。

（三）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局拟于2020年8月31日（星期一）下午14:30在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1058号阳光控股大厦18层会议室以现场会

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公司2020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大会具体事项详见公司2020-228号公告。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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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

股东投入以及与合作方根据股权比例

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额度事项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一）随着公司房地产合作开发项目的增加，按照房地产行业经营惯例及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为确保项目建设运营的

顺利推进，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拟对参股公司、并表但权益未超过50%的控股子公司

提供股东资金投入，该部分预估总金额为404.55亿元；同时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盘活部分合作项目暂时闲置资金，根据经营

发展需要，公司拟与其他股东（合作方）根据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其中公司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比例

不低于股权比例，其他股东预计调拨项目富余资金预估总金额为104.68亿元。以上预估额度为公司根据项目实际运营需求及

最新经营计划，对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总额度进行的更新调整。

（二）上述事项涉及资金金额是根据合作相关协议的约定、项目的建设运营需求及项目公司的资金预算所做的截至下一

个年度股东大会召开的预估数，具体股东资金投入及合作方调拨需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

（三）上述参股公司、并表但持股未超过50%的控股子公司及其他股东方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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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司不存在对外提供股东投入或合作方使用富余资金逾期的情况。

（五）公司于2020年8月1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资金投入

以及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获得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东资金投入及调

拨富余资金并授权管理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根据《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

规定，上述事项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本次拟提供股东资金投入及拟调用富余资金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资金投入，拟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金额

合计509.23亿元，具体如下，交易对象基本情况见附表：

交易对象 对应的开发项目 权益比例

交易金额

（亿元）

与本公司关系

福州泓百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福州源溪里山 50.00% 1.21 合营或联营企业

福州融锦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福州檀府 50.00% 8.95 合营或联营企业

福州市共赢百亿房地产有限公司 奥体13号地块（福州麓园） 25.00% 0.88 合营或联营企业

福州兴胜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福州榕心映月项目 50.00% 0.90 合营或联营企业

温州市利腾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温州翡丽公园 50.00% 0.46 合营或联营企业

南平世阳达置业有限公司 南平璀璨滨江 34.00% 1.60 合营或联营企业

龙岩融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小洋文景/龙岩云墅 33.00% 2.22 合营或联营企业

泉州唐美房地产有限公司 南安景园合著2017-P11/12地块 25.00% 0.07 合营或联营企业

漳浦县碧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漳浦18#地块 49.00% 1.77 合营或联营企业

漳浦臻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漳浦19#地块 34.00% 0.66 合营或联营企业

九江富力志盛置业有限公司 九江文澜府项目 33.30% 1.30 合营或联营企业

福州德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闽侯竹歧28#地块 30.00% 1.45 合营或联营企业

南平光耀世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南平翡丽观邸 40.00% 2.95 合营或联营企业

闽侯融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闽侯甘蔗29#地块 50.00% 4.74 合营或联营企业

温州市光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温州12#地块 49.00% 19.27 合营或联营企业

永泰三木置业有限公司 福州永泰13#地块 45.00% 1.67 合营或联营企业

吉安金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吉安五里项目 35.00% 0.40 合营或联营企业

南昌临空德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南昌翡丽湖光 37.00% 2.90 合营或联营企业

漳州龙文唐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漳州翡丽印象 50.00% 15.00 合营或联营企业

泉州弘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峡大都会国府 20.00% 1.50 合营或联营企业

福建登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登云生态城 17.10% 14.09 合营或联营企业

新疆中安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阳光城·丽景湾1#地块 25.20% 1.23 合营或联营企业

嘉兴荣阳置业有限公司 嘉兴国商025地块 50.00% 12.81 合营或联营企业

上海汀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迪荡湖2号地块 50.00% 22.93 合营或联营企业

绍兴臻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柯桥璞悦项目 50.00% 8.27 合营或联营企业

浙江锦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云溪洋房 50.00% 0.25 合营或联营企业

上海炯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余姚晶萃公馆 50.00% 2.39 合营或联营企业

上海臻亦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南通丽景湾 36.00% 0.68 合营或联营企业

宜昌隆泰阳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宜昌国悦府项目 20.40% 8.30 合营或联营企业

武汉德杭置业有限公司 武汉经开项目 50.00% 3.00 合营或联营企业

上海盛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太仓城厢镇项目 33.00% 3.60 合营或联营企业

杭州隆远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望江项目 5.76% 4.42 合营或联营企业

杭州水胜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慈溪新潮塘1#（宁波檀悦府） 9.36% 1.11 合营或联营企业

杭州中创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临平新城 49.00% 8.61 合营或联营企业

温岭市中梁安置业有限公司 温岭项目 49.00% 0.25 合营或联营企业

宁波锐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慈溪界牌2#（宁波锦尚府） 9.00% 1.53 合营或联营企业

宁波兴胜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慈溪新潮塘2#（宁波阅江府） 11.88% 2.28 合营或联营企业

宁波中交美庐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钟公庙项目 30.00% 3.77 合营或联营企业

杭州南光置业有限公司 萧山南站新城项目 51.00% 7.80 合营或联营企业

杭州滨梵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灯塔项目 18.00% 3.31 合营或联营企业

重庆业博实业有限公司 世宸名府 25.00% 2.00 合营或联营企业

台州兴胜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路桥璞悦项目 40.00% 0.20 合营或联营企业

台州椒江方远荣安阳光城置业有限公司 台州未来悦 30.00% 3.70 合营或联营企业

台州市方远阳光广合置业有限公司 路桥肖谢项目 30.00% 2.54 合营或联营企业

金华天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观澜江境 33.00% 2.51 合营或联营企业

安徽阳煜光城房地产有限公司 合肥檀悦 40.00% 7.07 合营或联营企业

安徽阳聚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阜阳文澜府 49.00% 11.24 合营或联营企业

杭州康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项目 31.00% 2.51 合营或联营企业

陕西永安康达置业有限公司 安康文澜公馆 24.00% 2.04 合营或联营企业

山西亿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太原晋阳府 51.00% 2.08 合营或联营企业

太原星光寰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太原红星天润 37.50% 1.40 合营或联营企业

句容市金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句容B项目 19.00% 0.58 合营或联营企业

句容市锐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句容紫悦府 16.50% 0.62 合营或联营企业

句容泫垠置业有限公司 句容融悦东方 49.00% 0.78 合营或联营企业

昆山乾睿置业有限公司 昆山五湖四季 31.10% 0.22 合营或联营企业

苏州昌创置业有限公司 江苏张家港B27项目 50.00% 1.15 合营或联营企业

苏州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荣悦湾、十里明珠 33.40% 2.25 合营或联营企业

葛城（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鼓印兰园 36.00% 0.76 合营或联营企业

苏州康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无锡经开吴都路项目 49.00% 30.48 合营或联营企业

苏州黎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淀粉厂地块 49.00% 12.22 合营或联营企业

苏州骁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渭塘翡翠路项目 34.00% 0.12 合营或联营企业

北京梵天力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梵悦108 50.00% 2.66 合营或联营企业

广州当代腾欣投资有限公司 东莞庄项目 49.00% 17.05 合营或联营企业

恩平市康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恩平丽景湾项目-横洪水库一期74

亩

51.00% 2.47 合营或联营企业

清远天安智谷有限公司 清远天安智谷 50.00% 1.15 合营或联营企业

佛山霆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熙廷豪园 50.00% 1.75 合营或联营企业

佛山信财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南庄项目） 绿岛湖 50.00% 2.00 合营或联营企业

佛山市高明区龙光房地产有限公司 佛山玖龙府 50.00% 0.28 合营或联营企业

深圳市汇珠实业有限公司 水华龙斗项目 30.00% 5.75 合营或联营企业

深圳市俊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莲塘项目I期 25.00% 12.50 合营或联营企业

深圳市天安智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莲塘项目II期 50.00% 3.00 合营或联营企业

东莞市岐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东莞万江项目 33.00% 3.41 合营或联营企业

东莞桂芳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东莞厚街项目 33.00% 8.41 合营或联营企业

深圳市阳光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东莞大朗项目 49.00% 17.57 合营或联营企业

重庆光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界石项目 50.00% 2.83 合营或联营企业

重庆玥睿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哈罗小镇 30.00% 17.00 合营或联营企业

重庆频毅光实业有限公司 梁平项目 36.00% 1.30 合营或联营企业

焦作梁顺置业有限公司 焦作中梁阳光城壹号院 50.00% 0.80 合营或联营企业

济南鑫兆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菏泽翡丽公馆项目合作平台公司 50.00% 5.80 合营或联营企业

天津隽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武清隽悦府 50.00% 13.86 合营或联营企业

邯郸市锦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邯郸御河尚院 50.00% 0.20 合营或联营企业

福州融锦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张家窝皓玥 50.00% 2.00 合营或联营企业

福建华鑫通国际旅游业有限公司 厦门翡丽海岸 50.00% 15.77

公司持股比例未超过50%的并

表公司

丝路华兴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海河教育园文澜府 0.87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贵州天龙啤酒有限公司 铜仁丽景湾全地块、江岸豪庭 - 0.55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福建万达利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储备项目落地中 - 7.00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西藏旭瑞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福州阳光城西海岸 - 0.35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融信（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福州西海岸利博顺泰 - 2.87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上海美彤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州山与海 - 1.25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上海升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福州海西金融大厦 - 1.48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福建盼盼投资有限公司 晋江愉景湾 - 1.13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陈建德 漳州阳光城丽景湾 - 0.48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厦门福三商贸有限公司 漳州阳光城丽景湾 - 0.48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厦门永润楷实业有限公司 漳州阳光城丽景湾 - 0.95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泉州市富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漳州阳光城丽景湾 - 1.27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厦门万盛泰投资有限公司 厦门时代中心 - 0.66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景德镇创景置业有限公司 景德镇翡丽公园 - 0.30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南昌华一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景德镇昌南新项目 - 1.90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福建盼盼投资有限公司 晋江丽景湾 - 1.40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福建百宏投资有限公司 晋江丽景湾 - 1.40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德化晨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泉州德化丽景湾 - 0.20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江苏悦丽房地产有限公司 太仓科教新城 - 5.50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南通银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如东丽景湾PLUS项目 - 0.60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上海桂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储备项目落地中 - 6.00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上海霍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阳光城愉景湾 - 7.10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上海瑾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阳光城新界 - 6.20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上海兢干建筑工程服务合伙企业 （普通合

伙）

储备项目落地中 - 0.44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火麒麟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丽景湾PLUS - 7.00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杭州富阳山水置业有限公司 杭州悦江府 - 2.57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浙江富阳诚建房地产有限公司 杭州悦江府 - 2.03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浙江德业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上林湖项目 - 2.40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杭州金地自在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海德公园 - 0.88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海德公园 - 0.89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浙江锦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海德公园 - 0.85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杭州星澳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杭州花漾里 - 6.37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杭州市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金华婺江印月 - 3.15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中天美好集团有限公司 金华婺江印月 - 3.15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晋中耀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文澜府 - 0.06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上海红星美凯龙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窊流村 - 3.55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广西凯南投资有限公司 贵港文澜府 - 0.09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广东华建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丽景湾北区 - 1.92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广东兰园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花都湖项目 - 11.70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珠海恒祺投资有限公司 南方智谷项目 - 1.17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河源市华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揭阳丽景湾项目 - 0.70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邛崃新川宇置业有限公司 西昌阳光城文澜府 - 0.87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福建省君颐东方投资有限公司 郑州阳光城丽景湾 - 0.84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郑州市榕鑫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阳光城丽景湾 - 0.39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郑州宛耀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阳光城丽兹公馆 - 1.47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南阳博济健康服务有限公司 南阳丽景公园 - 0.25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江苏大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通州文澜府 - 2.00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

合计 509.23 -

三、提供股东资金投入及调拨项目富余资金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及资金计划安排， 根据股权比例为项目提供股东资金投入或与合作方共同调拨项目公司富余

资金，其中公司调拨富余资金比例不低于股权比例。公司将于股东资金投入或调拨富余资金实际发生时与上述交易对象签订

具体协议，约定交易对象应当遵守的条件、金额、期限及违约责任等内容。

四、提供股东资金投入及调拨富余资金并授权管理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对房地产项目参股公司提供股东资金投入，实质为公司为进行房地产开发主营业务、享有房地

产开发项目权益收益而进行的权益投资，在风险承担机制上为同股同权，同时也是按照房地产行业经营惯例及合资合作协议

的约定，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同等条件为房地产项目公司运营及开发建设项目提供后续资金，以达到满足项目公司日常经营

资金需求的目的，从而加快项目开发建设进度，对公司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同样基于合作协议的相关约定，公司拟与其他股

东（合作方）根据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实则有利于公司盘活项目公司存量资金，加快资金周转，提高公司资金

使用效率，并促进公司合资业务的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样有助于公司的正

常经营。

五、风险防范措施

本次交易对象均系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参股公司、并表但持股未超过50%的控股子公司或房地产项目控股子公司的少

数股东，资金最终都用于相关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均为公司主营业务，经营风险可控。同时，本次公司及其他股东均是按

约定的出资比例以股东资金投入的方式向交易对象提供日常经营及建设开发所需的资金， 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

资金，交易公平、对等，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有利于项目公司的日常经营，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将密切关注交易对象、尤其是合作方的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变化、对外担保或其他负债、分立、合并、法定代表人的变

更及商业信誉的变化情况，做好前策工作，审慎选取优质合作方，积极采取各类风险防控措施，包括加强资金闭合的约定条

款，在合作协议中约定在预留足额开发资金后才能对富余资金进行调拨，且合作各方对项目上预留足够开发建设资金后仍有

富余的资金仅有其预计可分配利润60%之内的调拨权，剩余40%必须留存在项目公司作为备用金等，充分保障上市公司股东

的合法权益。

六、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房地产项目参股公司、并表但持股未超过5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股东资金投入，主

要用于项目投资建设，且原则上由各方股东按约定出资比例予以提供，交易公平、对等；同时与股东根据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

公司富余资金，其中公司调拨富余资金比例不低于股权比例，能够提高合作项目冗余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效盘活沉淀资金，增

加项目公司收益，符合公司整体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上述交易对象所开发项目前景良好，偿债能力和信用状况良好，

公司均派人参与项目的运营和管理，能有效控制风险，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有利于房地产项目公司的日常经营，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董事会在全面评估交易对象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履约能力情况的基础上,认为交易对

象经营情况和信用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交易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董事会同意上述提供股东资金投入及调拨富

余资金事项，并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对于永泰三木的财务资助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旨在为项目公司提供建设资金支持，满足公司经营发展，从而提高公司

市场竞争力，因此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积极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影响。本次

关联交易定价方式公平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

会审议。

对于全部财务资助事项，独立董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以

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对本次股东资金投入及调拨富余资金事项发表

以下独立意见：

我们对本次股东资金投入及调拨富余资金的必要性、存在的风险性以及程序的合规性进行了分析后认为：

1、本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及并表但持股未超过5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股东资金投入，是为了保证合作项目的

建设需求、实现项目顺利开发运营而同比例进行的股东投入，有利于公司的项目建设运营。

本次合作方对控股子公司调拨富余资金，是在保证项目建设及运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项目公司按股权等比例向其股东

（包括公司及合作方）提供的同等条件调拨，能够提高合作项目富余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助于盘活沉淀资金，增加项目公司收

益。

以上交易行为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

2、本次交易对象经营情况和信用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交易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本次拟进行的股东投入及

富余资金调拨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提供股东投入及富余资金调拨事项已经获得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通过，本次提供股东投入及富余资金调拨事

项的内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事前认可的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提供股东投入及与合作方调拨富余资金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附表：

1.�为福州泓百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21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臻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福建朗信投资有限公司各持股50%成立福州泓百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福州泓百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泓百隆” ，本公司参股公司）与福建保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正荣（福

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福州市立夯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开发福州源溪里山项目，各持有项目平台公司福州中隆泰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中隆泰” ，本公司参股公司）30.88%和40.00%、20.00%、9.12%的股权。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

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福州泓百隆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21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州泓百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0月26日

注册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东大路东大商场北座二层4号写字楼2117

法定代表人：徐国宏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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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福州源溪里山项目

股东情况：福州臻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福建朗信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福州臻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与其它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福州泓百隆不纳入

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9,525.41万元，负债总额为40,909.76万元，净资产为-1,384.35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383.98万元，净利润-373.60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9,471.45万元，负债总额为40,909.76万元，净

资产为-1,438.31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48.38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为福州融锦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8.95亿元股东投入（福州檀府）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宏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融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开发福州檀府项目， 各持有项

目平台公司福州融锦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融锦欣泰” ，本公司参股公司）50%的股权。为保证合作项目

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福州融锦欣泰提供不超过人民币8.95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州融锦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8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闽江大道167号融侨水乡酒店12层

法定代表人：林宏修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对房地产业的投资;物业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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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福州檀府项目

股东情况：福建宏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融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福建宏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与其它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福州融锦欣泰不纳

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050,347.26万元，负债总额为1,039,938.67万元，净资产为10,408.59万元，

2019年营业收入143,274.43万元，净利润7,323.79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818,615.73万元，负债总额为771,

650.59万元，净资产为46,965.15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395,451.80万元，净利润36,505.49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为福州市共赢百亿房地产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0.88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臻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福州市齐富共赢置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共同合作开发福州麓园项目，各持有项目平台公司福州市共赢百亿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共赢百亿” ，本公司

参股公司）25%和72%、3%的权益。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福州共赢百亿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0.88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州市共赢百亿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9月21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振武路68号万科金域花园商业2号楼3层01

法定代表人：陈彧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工程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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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福州麓园项目

股东情况：福州臻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25%的股权,福州市齐富共赢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72%的股权，福州市乾

茂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2.73%的股权，佛山市顺德区共享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0.15%的股权，平潭碧桂共赢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其0.12%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福州臻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与其它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福州共赢百亿不纳

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15,583.64万元，负债总额为113,221.51万元，净资产为2,362.13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17,669.72万元，净利润1,944.18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48,052.17万元，负债总额为146,321.52万

元，净资产为1,730.65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608.91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为福州兴胜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0.9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臻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福州兰园投资有限公司各持股50%成立福州兴胜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兴胜博” ，本公司参股公司），福州兴胜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绿

城华南房地产有限公司、中交海西投资有限公司、福州地铁置业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开发福州榕心映月项目，各权益持有项目

平台公司福州祯泰置业有限公司26%和28%、26%、10%、10%的股权。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

福州兴胜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0.9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州兴胜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5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洪山镇西洪路397号3号

法定代表人：徐国宏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福州榕心映月项目

股东情况：福州臻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福州兰园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福州臻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与其它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福州兴胜博不纳入

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51,023.17万元，负债总额为50,707.74万元，净资产为315.43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690.05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3,948.65万元，负债总额为33,633.20万元，净资产为

315.45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02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为温州市利腾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0.46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利康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温州嘉文置业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开发温州翡丽公园项目，各

持有项目平台公司温州市利腾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利腾博” ，本公司参股公司）50%的股权。为保证合作

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温州利腾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0.46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温州市利腾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27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瑶溪街道南洋大道浙南云谷H幢407室

法定代表人：张新国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温州翡丽公园项目

股东情况：福州利康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温州嘉文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福州利康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与其它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温州利腾博不纳

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61,254.71万元，负债总额为61,436.466万元，净资产为-181.74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562.38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76,122.68万元，负债总额为78,033.37万元，净资产

为-1,910.69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66.56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为南平世阳达置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6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锦弘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南平韬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福建省正信博实业有限公司共

同合作开发南平璀璨滨江项目，各持有项目平台公司南平世阳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平世阳达” ，本公司参股公司）

34%和33%、33%的股权。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南平世阳达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6亿元的股东

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平世阳达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4月23日

注册地址：南平市建阳区潭城街道景贤路288号(正达名郡19幢6层808室)

法定代表人：陈芳梅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南平璀璨滨江项目

股东情况：福州锦弘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4%的股权,南平韬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福建省正

信博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福州锦弘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与其它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南平世阳达不纳

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85,990.39万元，负债总额为77,181.31万元，净资产为8,809.08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190.92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99,612.65万元，负债总额为91,848.26万元，净资产

为7,764.39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044.70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7.�为龙岩融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2.22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龙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福建德兴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翊则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共同合作开发龙岩云墅项目，各持有项目平台公司龙岩融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岩融禾” ，本公司参股

公司）33%和33%、34%的股权。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龙岩融禾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22亿元

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龙岩融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4月13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中城街道龙川西路28号

法定代表人：邱炳和

注册资本：3090.91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建筑材料（危险化学品除外）批发及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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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龙岩云墅项目

股东情况：阳光城集团龙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福建德兴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

厦门翊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34%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阳光城集团龙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与其它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龙岩融禾不纳

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82,147.50万元，负债总额为80,565.07万元，净资产为1,582.43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137.99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81,330.73万元，负债总额为80,353.45万元，净资产

为977.28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363.57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8.�为泉州唐美房地产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0.07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厦门）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漳州信地房地产有限公司、厦门泰实贸易有限公司、厦门源昌集

团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南安景园合著项目，各持有项目平台公司泉州唐美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唐美” ，本公司

参股公司）25%的股权。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泉州唐美提供不超过人民币0.07亿元的股东

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泉州唐美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月24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霞美镇霞美村南五花苑3号楼4层401单元

法定代表人：郝胜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南安景园合著项目2017-P11/12地块

股东情况：阳光城（厦门）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25%的股权,漳州信地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25%的股权，厦门泰实贸易有

限公司持有其25%的股权，厦门源昌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25%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阳光城（厦门）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与其它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泉州唐美不纳入本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28,854.98万元，负债总额为28,763.33万元，净资产为91.64万元，2019年营业

收入0万元，净利润-470.26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1，611.74万元，负债总额为31,662.99万元，净资产为

-52.26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42.90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9.�为漳浦县碧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77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利碧辉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厦门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作开发漳浦十里江湾

18#地块项目，各持有项目公司漳浦县碧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浦碧溪” ）49%及51%的权益。为保证合作项目

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漳浦碧溪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77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漳浦县碧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月11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绥安镇府前街小桥东岸聚源东岸6号楼1601号

法定代表人：杨智帆

注册资本：1385.8667万元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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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漳浦十里江湾18#地块项目

股东情况：厦门利碧辉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厦门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47.24%的股

权，佛山市顺德区共享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1.79%的股权，平潭碧桂共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1.2%的股权，佛山

市顺德区碧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0.77%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公司持有厦门利碧辉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权益，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漳浦碧溪不纳入本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42,961.25万元，负债总额为41,826.44万元，净资产为1,134.80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19.87万元，净利润-217.56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46,377.44万元，负债总额为45,154.65万元，净资

产为1,222.80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4.59万元，净利润-161.98万元。

10.�为漳浦臻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0.66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阳光泽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厦门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作开发漳浦十里江湾

19#地块项目，各持有项目公司漳浦臻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浦臻阳” ）34%及66%的权益。为保证合作项目顺

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漳浦臻阳提供不超过人民币0.66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漳浦臻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月11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绥安镇江滨路与湖滨东路交汇处

法定代表人：张坚

注册资本：1867.9245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对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旅游业的投资；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的施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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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漳浦十里江湾19#地块项目

股东情况：厦门阳光泽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4%的股权，厦门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61.64%的股

权，堆龙德庆区碧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1.98%的股权，平潭碧桂共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1.06%的股权，堆

龙德庆区碧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0.99%的股权，堆龙德庆区碧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0.33%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公司持有厦门阳光泽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权益，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漳浦臻阳不纳入本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90,213.40万元，负债总额为89,075.84万元，净资产为1,137.57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48.83万元，净利润-570.20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58,734.87万元，负债总额为57,478.80万元，净资

产为1,256.06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6.02万元，净利润-153.79万元。

11.�为九江富力志盛置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3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志阳房地产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江西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九江中体置业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开

发九江文澜府项目，各持有项目公司九江富力志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力志盛”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33.30%、33.40%

及33.30%的股权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富力志盛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3亿元的股东投

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九江富力志盛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2月27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长虹北路中瀚商务中心20楼

法定代表人：谢威

注册资本：38,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营销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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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九江文澜府项目

股东情况：江西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3.40%的股权，九江中体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33.30%的股权，江西志阳房

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33.3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公司持有江西志阳房地产有限公司100%权益，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富力志盛不纳入本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69,032.25万元，负债总额为32,057.80万元，净资产为36,974.46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0.014万元，净利润-1,010.51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76,219.43万元，负债总额为39,556.28万元，净

资产为36,663.15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311.31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2.�为福州德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45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光鹏实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福州龙湖德嘉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开发闽侯竹歧28#地块，各持有项目公

司福州德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德元”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30%及70%的权益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

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福州德元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45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州德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1月17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竹岐乡竹岐村竹岐街151号

法定代表人：高巍

注册资本：4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闽侯竹歧28#地块

股东情况：福州光鹏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30%的股权，福州龙湖德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7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福州光鹏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福州德元不纳入本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29,198.62万元，负债总额为29,200.00万元，净资产为-1.38万元，2020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38万元。

13.�为南平光耀世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2.95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欣泰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南平韬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南平翡丽观邸项目，各

持有项目公司南平光耀世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平光耀世隆”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40%及60%的权益比例。

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南平光耀世隆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95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平光耀世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0日

注册地址：南平市建阳区嘉禾北路529号站前步行街1幢409室

法定代表人：陈芳梅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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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南平翡丽观邸项目

股东情况：福州欣泰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40%的股权，南平韬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6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福州欣泰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南平光耀世隆

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57,199.95万元，负债总额为57,200.00万元，净资产为-0.05万元，2020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05万元。

14.�为闽侯融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4.74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光纬实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融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福州闽侯甘蔗29#地块，各持有项目公

司闽侯融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侯融光”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50%的权益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

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闽侯融光提供不超过人民币4.74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闽侯融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2月21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甘蔗街道甘洲路5号

法定代表人：廖国华

注册资本：2,5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自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其他未列明房地产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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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闽侯甘蔗29#地块

股东情况：福州光纬实业有限公司及融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各持有其5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福州光纬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闽侯融光不纳入本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45,030.28万元，负债总额为45,030.28万元，净资产为0万元，2020年

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万元。

15.�为温州市光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9.27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欣益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招商局地产（杭州）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温州12#地块项目，分

别持有项目公司温州市光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光悦” ，本公司参股公司）49%及51%的权益。为保证合作

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温州光悦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9.27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温州市光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4月15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新东路24号

法定代表人：张荣华

注册资本：100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会务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从事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品牌管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物业管理，园林绿化，电脑图文设计制作，日用百货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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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太仓城厢镇项目

股东情况：上海臻司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上海盛丘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上海盛蔻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34%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上海臻司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上海盛察不纳

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16.�为永泰三木置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67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光易实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福州永泰13#地块项目，分别持有

项目平台公司永泰三木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泰三木” ，本公司参股公司）45%及55%的权益。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

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永泰三木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67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永泰三木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4月16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樟城镇北门路72-1号三木中央天城1幢111店面

法定代表人：李俊

注册资本：2,2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住房租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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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福州永泰13#地块项目

股东情况：福州光易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45%的权益，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55%的权益。

该公司股东中，福州光易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永泰三木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纳入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表范围。由于公司董事廖剑锋先生兼任福建三

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三)规定，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

关联法人，故公司为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表子公司提供股东投入构成关联交易。

主要财务指标：该公司为2020年4月成立，暂无财务数据。

17.�为吉安金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0.4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顺阳房地产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南昌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吉安飞创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合作开

发吉安五里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吉安金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安金晨”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35%及50%、

15%的权益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吉安金晨提供不超过人民币0.4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吉安金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5月21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吉州大道50号A幢店面A-2-10室

法定代表人：赵波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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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吉安五里项目

股东情况：江西顺阳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35%的股权，南昌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吉安飞创营销

策划有限公司各持有其5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江西顺阳房地产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吉安金晨不纳入本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57,644.69万元，负债总额为57,756.77万元，净资产为-112.08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12.08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67,473.21万元，负债总额为67,832.95万元，净资产为

-359.74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47.67万元。

18.�为南昌临空德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2.9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阳光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与赣州穆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出资72.55%及27.45%合作成立江西科

阳房地产有限公司，以江西科阳房地产有限公司为出资代表与南昌临空临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南昌翡丽湖光项目，

各持有项目公司南昌临空德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德开” ，本公司权益37%的参股公司）51%及49%的权益

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南昌德开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9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昌临空德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8月15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临空经济区儒乐湖大街955号A-1#5层

法定代表人：陈芳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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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南昌翡丽湖光项目

股东情况：江西科阳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南昌临空临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公司持有江西科阳房地产有限公司72.55%的股权，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南昌德开不纳入本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76,544.66万元，负债总额为71444.57万元，净资产为5,100.09万元，

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09万元。

19.�为漳州龙文唐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5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厦门）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漳州唐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漳州翡丽印象项目，分别

持有项目公司漳州龙文唐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文唐光” ，本公司参股公司）50%的权益。为保证合作项目顺

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龙文唐光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漳州龙文唐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6月19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九龙大道1413号

法定代表人：倪冰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漳州翡丽印象项目

股东情况：阳光城（厦门）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漳州唐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阳光城（厦门）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龙文唐光不纳入本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0.�为泉州弘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5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阳光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珠海澳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福建百宏投资有限公司、福建

盼盼投资有限公司、厦门采拓置业有限公司、福州科建房地产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开发海峡大都会国府项目，分别持有项

目公司泉州弘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弘光” ，本公司参股公司）20%及16%、16%、16%、16%、16%的权益。为保

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泉州弘光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泉州弘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5月5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经济开发区（五里园）灵石路36号

法定代表人：张坚

注册资本：34,09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对房地产业、旅游业、酒店业的投资；市政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服务；建筑装饰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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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海峡大都会国府项目

股东情况：厦门阳光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20%的权益，珠海澳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福建百宏投资有限公司、

福建盼盼投资有限公司、厦门采拓置业有限公司、福州科建房地产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各持有其16%的权益。

该公司股东中，厦门阳光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泉州弘光不

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92,512.68万元，负债总额为58,748.61万元，净资产为33,764.07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19.68万元，净利润470.26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92,363.72万元，负债总额为60,582.59万元，净资

产为31,781.13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982.94万元。

21.�为福建登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4.09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宏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上海磐基房地产有限公司 、KataHoldingsLimited、

WorldHappyLimited、兴邦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福州登云湖项目，分别直接及间接持有项目公司福建登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福建登云” ，本公司参股公司）17.10%及17.10%、34.20、25.08%、6.52%的权益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

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福建登云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4.09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登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0年5月31日

注册地址：福州市晋安区登云路388号

法定代表人：徐国宏

注册资本：5,250万美元

经营范围：在福州市晋安区登云水库附件规划红线范围内建设、经营高尔夫球场及配套别墅、普通商住楼等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福州登云湖项目

股 东 情 况 ：FooChowHoldingsLimited 持 有 其 68.34% 的 股 权 ，SkyTalentHoldingsLimited 持 有 其 0.05% 的 股 权 ，

WorldHappyLimited持有其25.08%的股权，兴邦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6.52%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FooChowHoldingsLimited及SkyTalentHoldingsLimited为公司持有50%权益的参股公司， 其他股东与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福建登云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75,594.51万元，负债总额为199,028.06万元，净资产为-23,433.55万元，

2019年营业收入99.05万元， 净利润-2,958.77万元； 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 公司资产总额为178,689.66万元， 负债总额为202,

568.74万元，净资产为-23,879.08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51.98万元，净利润-445.53万元。

22.�为新疆中安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23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威至博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新疆中安信诚投资有限公司、欣利百腾（深圳）贸易有限公

司及宁波光煜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合作开发乌鲁木齐阳光天地项目，各持有项目公司新疆中安光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中安光泰”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17.64%、51%、26.46%及4.9%的股权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

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新疆中安光泰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23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中安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5月17日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石化中鼎街1018号米东区综合办公室楼212号

法定代表人：刘巨川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乌鲁木齐阳光天地

股东情况：新疆中安信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新疆阳光泰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阳光泰

裕” ）持有其49%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公司持有新疆阳光泰裕36%股权比例，欣利百腾（深圳）贸易有限公司持有新疆阳光泰裕54%股权比例，

宁波光煜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新疆阳光泰裕10%股权比例，公司与以上股东及新疆中安信诚投资有限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新疆中安光泰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68,629.25万元，负债总额为69，954.14万元，净资产为-1,324.90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195.53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74,759.17万元，负债总额为72,097.12万元，净资

产为2,662.04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41.06万元。公司开发项目未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3.�为嘉兴荣阳置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2.81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臻阑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嘉兴荣安置业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嘉兴国商025地块项目，

各持有项目公司嘉兴荣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荣阳” ，本公司参股公司）50%权益。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

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嘉兴荣阳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2.81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嘉兴荣安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11月11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广益路819号550室

法定代表人：陈寅

注册资本：1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经营开发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嘉兴国商025地块项目

股东情况：嘉兴钇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钇和” ）持有其100%股权。

上海臻阑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嘉兴钇和50%的股权,嘉兴荣安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嘉兴钇和50%的股权。其中，上海

臻阑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与其它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嘉兴钇和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47,767.01万元，负债总额为146,796.12万元，净资产为970.89万元，

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9.11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4.�为上海汀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新增提供不超过22.93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上海置业有限公司与浙江碧桂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各持50%权益成立上海汀业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汀业” ，本公司参股公司），共同合作开发绍兴迪荡湖2号地块。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

需要，公司拟向上海汀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2.93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汀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9月10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竖新镇响椿路58号东一楼183室(上海竖新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李志强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绍兴迪荡湖2号地块

股东情况：阳光城集团上海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绍兴凯曜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阳光城集团上海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绍兴凯曜置业有限公司为浙江碧桂园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与其它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上海汀业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445,221.46万元，负债总额为445,318.30万元，净资产为-96.84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96.84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635,759.20万元，负债总额为636,478.39万元，净资产

为-719.18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2万元，净利润-273.29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5.�为绍兴臻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8.27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臻亥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绍兴元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开发柯桥璞悦项目，

各持有项目平台公司绍兴臻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臻阳” ，本公司参股公司）50%的股权。为保证合作项目

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绍兴臻阳提供不超过人民币8.27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绍兴臻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0月26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华舍街道兴华路后元渡

法定代表人：李志强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经纪；建筑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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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柯桥璞悦项目

股东情况：上海臻亥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绍兴元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上海臻亥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与其它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绍兴臻阳不纳入

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97,611.89万元，负债总额为399,618.93万元，净资产为-2,007.04万元，2019

年营业收入146.18万元，净利润-2,829.06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91,217.32万元，负债总额为393,827.09万

元，净资产为-2,609.77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602.74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6.�为浙江锦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0.25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欣锦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各持股50%成立浙江锦美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锦美” ，本公司参股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德清云溪洋房项目，浙江锦美持有项目平台公司德清德锦

置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浙江锦美提供不超过人民币0.25亿元的

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锦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5月27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环站东路97号云峰大厦裙房321室

法定代表人：江河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投资咨询(除

证券、期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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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德清云溪洋房项目

股东情况：杭州欣锦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杭州欣锦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与其它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绍兴臻阳不纳入

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71,877.49万元，负债总额为36,288.00万元，净资产为29,701.78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124,099.84万元，净利润28,327.20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56,679.81万元，负债总额为34,660.05万

元，净资产为22,019.76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202.21万元，净利润64.60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7.�为上海炯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2.39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臻己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上海沪鼎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开发余姚晶萃公馆项目，各

持有项目平台公司上海炯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炯德” ，本公司参股公司）50%的股权。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

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上海炯德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39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炯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5月31日

注册地址：启东市城北工业园兴龙路1号

法定代表人：周俊冬

注册资本：7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余姚晶萃公馆项目

股东情况：上海臻己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上海沪鼎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上海臻己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与其它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上海炯德不纳入

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29,869.61万元，负债总额为128,378.01万元，净资产为274.24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143.55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31,166.98万元，负债总额为131,658.37万元，净资

产为-491.39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30.20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8.�为上海臻亦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0.68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持有36%权益的参股公司上海臻亦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上海松缇置业有限公司、江苏港龙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南通丽景湾项目，各持有项目平台公司上海臻亦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臻亦利” ，本公司

参股公司）33%和34%、33%的权益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上海臻亦利提供不超过人民

币0.68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臻亦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7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竖新镇响椿路58号东三楼

法定代表人：胡壮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建材销售；自有房屋租赁；停车场管理服务；食品经营（按

《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定的主体业态和经营项目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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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南通丽景湾项目

股东情况：福建欣中贵置业有限公司出资90%与宁波光瑞祁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10%共同设立的福

建安泰嘉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持有其90.48%的股权，萍乡宝瑞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7.93%的股权，萍乡锦汇隆

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1.59%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 福建欣中贵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威至博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40%的参股子公司，

其他股东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上海臻亦利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22,225.14万元，负债总额为18,433.53万元，净资产为3,791.62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3,988.71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8,234.04万元，负债总额为4,955.00万元，净资产为3,

279.04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512.49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9.�为宜昌隆泰阳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8.3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100%权益子公司武汉隆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北京中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共

同合作开发宜昌国悦府项目，各持有项目公司宜昌隆泰阳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隆泰” ，本公司的参股公

司）20.4%、19.6%及60%的股权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宜昌隆泰提供不超过人民币8.3

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宜昌隆泰阳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7月9日

注册地址：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伍家乡汉宜村五组

法定代表人：张能迪

注册资本：1,960.78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建筑工程；装饰工程设计施工；物业管理。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宜昌国悦府项目

股东情况：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60%的股权，武汉隆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20.4%的股权，北京中梁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9.6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公司持有武汉隆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权益，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宜昌隆泰不纳入本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77,508.30万元，负债总额为76,805.63万元，净资产为702.67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25.60万元，净利润-1,029.38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79,784.75万元，负债总额为79,467.88万元，净资

产为316.87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385.80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0.�为武汉德杭置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3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瑞鸿阳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武汉德信致远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开发武汉经开

项目，各持有项目平台公司武汉德杭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杭置业”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50%的权益比例。为保证合作

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德杭置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德杭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8月23日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大道718号浙商国际大厦

法定代表人：高智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室内外装修装饰工程的设计与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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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武汉经开项目

股东情况：武汉瑞鸿阳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武汉德信致远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各持有其50%的权益。

该公司股东中，武汉瑞鸿阳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德杭置业

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0.88万元，负债总额为0.5万元，净资产为0.38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0007万元。

31.�为上海盛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3.6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臻司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上海盛丘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盛蔻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合

作开发太仓城厢镇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上海盛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盛察” ，本公司参股公司）33%及

33%、34%的权益。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上海盛察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6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盛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2月19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新东路24号

法定代表人：张荣华

注册资本：100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会务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从事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品牌管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物业管理，园林绿化，电脑图文设计制作，日用百货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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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太仓城厢镇项目

股东情况：上海臻司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上海盛丘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上海盛蔻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34%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上海臻司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上海盛察不纳

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7,848.83万元，负债总额为17,849.01万元，净资产为-0.18万元，2020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18万元。

32.�为杭州隆远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4.42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持有36%权益的参股公司杭州隆远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隆远光” ，本公司参股公司）与杭州滨江

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金地自在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及杭州旭景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杭州御品项目，各持有项目

平台公司杭州滨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6%、50%、18%及16%的权益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

向杭州隆远光提供不超过人民币4.42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隆远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月31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中大银泰城1幢1503室

法定代表人：李晓冬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及施工,物业管理;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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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杭州御品项目

股东情况：福建欣中贵置业有限公司出资90%与宁波光瑞祁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10%共同设立的福

建安泰嘉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 福建欣中贵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威至博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40%的参股子公司，

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杭州隆远光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66,495.29万元，负债总额为67,349.62万元，净资产为-854.34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806.67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77,476.60万元，负债总额为79,183.60万元，净资产为

-1,706.99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852.66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3.�为杭州水胜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11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持有36%权益的参股公司杭州悦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上海贺吉置业有限公司、宁波渝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

宁波中玥置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宁波檀悦府项目，各持有项目平台公司杭州水胜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水

胜鑫” ，本公司参股公司）26%、28%、26%及20%的权益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杭州水胜

鑫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11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水胜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月31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华丰路2号8幢407室

法定代表人：李晓冬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及施工,物业管理;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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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宁波檀悦府项目

股东情况：上海贺吉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28%的股权，杭州悦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26%的股权，宁波渝瑞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26%的股权，宁波中玥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2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杭州悦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间接持有36%股权比例的参股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杭州水胜鑫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48,751.79万元，负债总额为48,752.13万元，净资产为-0.33万元，2019年营业

收入0万元，净利润-0.31万元。宁波檀悦府项目尚未竣工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4.�为杭州中创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8.61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浙江置业有限公司与保亿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各出资49%与51%共同成立杭州中创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中创光” ），由杭州中创光作为出资代表与深圳安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杭州翡丽云

邸项目， 杭州中创光及深圳安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各持有项目平台公司深圳市创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66%及34%的股权比

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杭州中创光提供不超过人民币8.61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中创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6月19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610号116室

法定代表人：许杨军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及施工,物业管理,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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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杭州翡丽云邸项目

股东情况：保亿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阳光城集团浙江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阳光城集团浙江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杭州翡丽云邸不纳

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205,306.00万元，负债总额为148,413.42万元，净资产为56,892.58万元，2019

年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83.58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18,580.25万元，负债总额为118,580.09万元，净资

产为0.16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18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5.�为温岭市中梁安置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0.25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100%控制子公司台州融欣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杭州中梁汇置业有限公司、萍乡融梁企业管理合作企业、温州仟

佰亿贸易有限公司、连云港欧城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作企业、沛县梁恒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作企业、沛县中梁荣房地产信息咨询

合作企业合作开发台州九龙首府项目，各持有项目公司温岭市中梁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梁安置业” ，为公司参股公

司）49%、23.13%、20.40%、6%、0.49%、0.49%及0.49%的股权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中梁

安置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0.25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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