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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温岭市中梁安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7月31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太平街道人民东路144号

法定代表人：袁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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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九龙首府项目

股东情况：台州融欣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49%股权，杭州中梁汇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23.13%股权，萍乡融梁企业

管理合作企业持有其20.40%股权， 温州仟佰亿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其6%股权， 连云港欧城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作企业持有其

0.49%股权、沛县梁恒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作企业持有其0.49%股权、沛县中梁荣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作企业持有其0.49%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台州融欣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100%控制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中梁安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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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89.98万元，负债总额为47,734.19万元，净资产为18,955.79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103,012.56万元，净利润16,576.67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58，483.28万元，负债总额为38,679.02万

元，净资产为19,804.26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560.34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6.�为宁波锐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53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持有36%权益的参股公司宁波锐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锐鸿” ，公司的参股公司）与重庆华宇集团有

限公司、宁波御昌置业有限公司及宁波金翔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宁波锦尚府项目，各持有项目平台公司重庆华宇业

翔实业有限公司25%的权益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宁波锐鸿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53亿

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锐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13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G0276

法定代表人：李晓冬

注册资本：21,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

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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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锦尚府项目

股东情况：深圳市前海安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95.24%的股权，浙江光泓明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泓明

宇” ）持有其4.76%股权。根据该公司相关法律要件安排，宁波锐鸿仍由光泓明宇100%控制。

该公司股东中，光泓明宇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威至博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欣利百腾（深圳）贸易

有限公司各出资40%及60%成立福建欣中贵置业有限公司，由福建欣中贵置业有限公司作为出资代表与宁波光煜晖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各出资90%及10%成立光泓明宇。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宁波锐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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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12.64万元，负债总额为22477.27万元，净资产为-864.63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765.09万元。宁波锦尚府项目尚未竣工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7.�为宁波兴胜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2.28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持有36%权益的参股公司宁波兴胜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兴胜博” ，公司的参股公司）与上坤置业有

限公司、宁波中玥置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宁波阅江府项目，各持有项目公司慈溪星坤置业有限公司33%、34%及33%的股权比

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宁波兴胜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28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兴胜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8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G0277

法定代表人：李晓冬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

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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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阅江府项目

股东情况：浙江光泓明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泓明宇” ）100%持有其股权。

光泓明宇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威至博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欣利百腾（深圳）贸易有限公司各出资

40%及60%成立福建欣中贵置业有限公司， 由福建欣中贵置业有限公司作为出资代表与宁波光煜晖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各出资90%及10%成立光泓明宇。宁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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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30.62万元，负债总额为40880.67万元，净资产为-850.05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677.01万元。宁波锦尚府项目尚未竣工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8.�为宁波中交美庐置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3.77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浙江置业有限公司与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中旻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作

开发宁波钟公庙项目，各持有项目公司宁波中交美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庐置业” ）30%、69.8%及0.2%的股权比例。

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美庐置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77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中交美庐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6月3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贸城西路157号1G10室

法定代表人：黄勇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物业服务;建筑材料、五金件、水暖器材、电子产品的批发、零售;停车设备的研发、批

发、零售;新材料的研发;室内外装饰工程、建筑工程的施工;房地产信息咨询;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

或无需经营许可的项目和未列入地方产业发展负面清单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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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宁波钟公庙项目

股东情况：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69.8%的股权，杭州融鼎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0%的股权，宁波中旻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0.2%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杭州融鼎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浙江置业有限公司全资设立，其他股东与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美庐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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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94.80万元，负债总额为130,291.63万元，净资产为29,803.17万元，2019

年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96.83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88,339.70万元，负债总额为158,664.26万元，净

资产为29,675.44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324.56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9.�为杭州南光置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7.8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臻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杭州东原长天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诺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合作

开发萧山南站新城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杭州南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光置业”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31%及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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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向南光置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7.8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南光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4月20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南秀路2699号

法定代表人：梁俊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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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萧山南站新城项目

股东情况：杭州臻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1%的股权，杭州东原长天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杭州诺澜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2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杭州臻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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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光置业不纳入

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该公司为今年4月成立，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无财务数据。

40.�为杭州滨梵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3.31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仁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熠星房地产咨询有限公

司、嘉兴绿沁置业有限公司及杭州建杭嘉裕置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杭州灯塔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杭州滨梵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滨梵”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18%及20%、22%、22%、18%的权益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

开发需要，公司拟向杭州滨梵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31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滨梵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16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庆春东路38号113室

法定代表人：姜威

注册资本：10万元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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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杭州灯塔项目

股东情况：杭州仁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8%的股权，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20%的股权，杭州熠

星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22%的股权，嘉兴绿沁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22%的股权，杭州建杭嘉裕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18%

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杭州仁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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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梵不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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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761.61万元，负债总额为89,761.65万元，净资产为-0.04万元，2020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02万元。

41.�为重庆业博实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2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淮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合作方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新城创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浙

江达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开发重庆世宸名府项目，各持有项目公司重庆业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业博” ，本公

司的参股公司）25%的权益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重庆业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业博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9月13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泰山大道东段118号5-1号

法定代表人：蒋杰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制品加工；房屋租赁；广告设计；销售、租赁、维修建筑设备及建材；销售：办公用品、文化用品、家用电器、

摩托车零部件、日用百货、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防水材料、塔机配件、五金交电、日用杂品、计算机及配件、照明器材、

消防器材、交通设施；企业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以上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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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世宸名府项目

股东情况：宁波淮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新城创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浙江达宸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各持有其25%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宁波淮隆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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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业博不纳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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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77.44万元，负债总额为5,492.67万元，净资产为49,984.77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41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49,984.67万元，负债总额为0万元，净资产为49,984.67万

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02万元。

42.�为台州兴胜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0.2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台州钧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上海中梁铭置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路桥璞悦项目，

分别持有项目公司台州兴胜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兴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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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向台州兴胜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0.2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台州兴胜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月10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北街道西路桥大道583号

法定代表人：任向红

注册资本：9,8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实业投资；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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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桥璞悦项目

股东情况：台州钧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40%的权益，上海中梁铭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60%的权益。

其中，公司持有台州钧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权益，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台州兴胜业不纳入本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33,543.75万元，负债总额为132,091.11万元，净资产为1,452.64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452.88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26,667.86万元，负债总额为125,429.52万元，净资

产为1,238.34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74.40万元。

43.�为台州椒江方远荣安阳光城置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3.7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汇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方远建设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台州荣安置业有限公司合

作开发台州未来悦项目，各持有项目公司台州椒江方远荣安阳光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椒江方远荣安” ，本公司的

参股公司）30%及40%、30%的权益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台州椒江方远荣安提供不超

过人民币3.7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台州椒江方远荣安阳光城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2月14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银泰城123-313

法定代表人：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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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台州未来悦项目

股东情况：杭州汇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0%的股权，方远建设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40%的股权，台州

荣安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3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杭州汇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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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椒江方远荣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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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00.08万元，负债总额为47,700.00万元，净资产为5,000.08万元，

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08万元。

44.�为台州市方远阳光广合置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2.54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隆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方远建设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浙江碧桂园浙东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合作开发路桥肖谢项目，各持有项目公司台州市方远阳光广合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方远阳光广合” ，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30%及40%、30%的权益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台州方远阳光广合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54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台州市方远阳光广合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2月20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南街道公园路557号101室

法定代表人：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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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路桥肖谢项目

股东情况：杭州隆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0%的股权，方远建设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40%的股权，浙江

碧桂园浙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3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杭州隆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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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方远阳光广

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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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万元，负债总额为27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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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为金华天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2.51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弘泽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金华天旗置业有限公司及瑞安市鸿骋置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

观澜江境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金华天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天琨”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33%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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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向金华天琨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51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金华天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11月11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城中街道新华街301号信息大厦2楼209室

法定代表人：杨波

注册资本：22,000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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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观澜江境项目

股东情况：杭州弘泽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金华天旗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34%的股权，瑞安市鸿骋置

业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杭州弘泽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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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天琨不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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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63.84万元，负债总额为52,780.79万元，净资产为21,983.05万元，

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6.95万元。

46.�为安徽阳煜光城房地产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5.94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合肥旭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

合肥檀悦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平台公司安徽阳煜光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阳煜光城” ，本公司参股公司）40%及

45%、15%的权益。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安徽阳煜光城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94亿元的股东投

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阳煜光城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1月12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320号新华金融广场办公楼B幢办2309

法定代表人：蒋必强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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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檀悦项目

股东情况：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40%的权益，合肥旭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45%的权益，中航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5%的权益。

该公司股东中，福建阳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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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阳煜光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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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0.94万元，负债总额为52,001.10万元，净资产为-0.16万元，2020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12万元。

47.�为安徽阳聚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5.49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阳光城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合肥旭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开发阜阳文澜府项目， 分别持有项

目平台公司安徽阳聚光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阳聚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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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向安徽阳聚光城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49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阳聚光城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8月21日

注册地址：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320号新华金融广场B幢办2308室

法定代表人：蒋必强

注册资本：48,64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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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文澜府项目

股东情况：安徽阳光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49%的权益，合肥旭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51%的权益。

该公司股东中，安徽阳光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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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阳聚光城不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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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20万元，负债总额为30,000.22万元，净资产为-0.02万元，2020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02万元。

48.�为杭州康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2.51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光合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杭州亦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诺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宁

波北仑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平台公司杭州康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康光” ，本公司参股公司）31%及49%、

20%的权益。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杭州康光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51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康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0月31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中大银泰城1幢1701室

法定代表人：刘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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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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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北仑项目

股东情况：宁波光合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31%的权益，杭州亦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49%的权益，杭州诺澜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持有其20%的权益。

该公司股东中，安徽阳光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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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康光不纳入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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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76.47万元，负债总额为42,475.00万元，净资产为1.47万元，2019年营业

收入0万元，净利润2.20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49,184.77万元，负债总额为49,182.60万元，净资产为2.17万

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70万元。

49.�为陕西永安康达置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2.04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陕西有限公司与合作方陕西建工第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晨邦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合

作开发安康文澜公馆项目， 各持有项目公司陕西永安康达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永安康达” ， 本公司参股公司）24%、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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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向永安康达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04亿元的股东投

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陕西永安康达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2月5日

注册地址：陕西省安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世纪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汪庆宏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停车场建设与管理；房产中介服务；企业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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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安康文澜公馆项目

股东情况：陕西建工第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60%的股权，陕西安康阳光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4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 陕西安康阳光城置业有限公司60%的股权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陕西有限公司持有，40%的股权

由陕西晨邦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永安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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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09.51万元，负债总额为4,648.97万元，净资产为48,860.54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409.46万元。公司开发项目尚未竣工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0.�为山西亿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2.08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山西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太原福满堂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珠琳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共同

合作开发太原晋阳府项目，各持有项目公司山西亿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亿量” ，根据该公司《公司章程》，

公司对其不能实施控制，故为本公司的参股公司）51%、30%、19%的股权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

公司拟向山西亿量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08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亿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7月7日

注册地址：太原市万柏林区西峪西街176号1层4、5、6号

法定代表人：李斌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物业服务与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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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晋阳府项目

股东情况：阳光城集团山西有限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太原福满堂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其30%的股权，山西珠琳房地产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9%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阳光城集团山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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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司对山西亿量不

能实施控制，故山西亿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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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732.10万元，负债总额为146，407.93万元，净资产为324.17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390.58万元。公司开发项目尚未竣工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1.�为太原星光寰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4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山西有限公司与合作方上海红星美凯龙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山西景熙置业有限公司、山西

鑫远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太原红星天润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太原星光寰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太原星光” ，本公司参股公司）37.5%及37.5%、20%、5%的权益。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太原

星光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4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太原星光寰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6日

注册地址：太原市万柏林区迎泽西大街8号12幢1层商铺101、102、103、104号

法定代表人：张发世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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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太原红星天润项目

股东情况：阳光城集团山西有限公司持有其37.5%的权益，上海红星美凯龙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37.5%的权益，山西

景熙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20%的权益，山西鑫远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的权益。

该公司股东中，阳光城集团山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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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星光不纳入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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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717.55万元，负债总额为232,290.88万元，净资产为-11,573.33万元，

2019年营业收入56.74万元，净利润-11,792.84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234,938.76万元，负债总额为247,

304.66万元，净资产为-12,365.89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792.56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2.�为句容市金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0.58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南京齐城置业有限公司、句容亿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京金

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南京鸿泰浦阳置业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句容B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句容市金嘉润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句容金嘉润”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19%、23%、19%、20%及19%的股权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

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句容金嘉润提供不超过人民币0.58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句容市金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6月12日

注册地址：句容市华阳镇万宏上午大厦

法定代表人：赵波

注册资本：1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句容融B项目

股东情况：南京齐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23%的股权，南京金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20%的股权，句容亿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9%的股权,南京鸿泰浦阳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19%的股权,南京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9%

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公司持有南京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权益，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句容金嘉润不纳入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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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08.69万元，负债总额为30,460.69万元，净资产为-51.99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9.89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0,408.79万元，负债总额为30,463.69万元，净资产为

-54.90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90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3.�为句容市锐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0.62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南京金科天宸房地产有限公司、 南京金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及句容紫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句容紫悦府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句容市锐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句容锐翰”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16.5%、34%、16.5%及33%的股权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

要，公司拟向句容锐翰提供不超过人民币0.62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句容市锐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6月8日

注册地址：句容市崇明西路香江丽景1栋401室

法定代表人：邬国俊

注册资本：22,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句容融悦东方项目

股东情况：南京市金科天宸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34%的股权，句容紫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南京煜

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6.5%的股权,南京金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16.5%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公司持有南京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权益，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句容锐翰不纳入本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91,437.30万元，负债总额为70,706.56万元，净资产为20,730.74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30.22万元，净利润-1,213.30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94,709.48万元，负债总额为74,061.81万元，净

资产为20,647.67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83.07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4.�为句容泫垠置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0.78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上海大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句容融悦东方项

目，各持有项目公司句容泫垠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句容泫垠置业”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49%及51%的股权比例。为保证

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句容泫垠置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0.78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句容泫垠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6月13日

注册地址：句容市经济开发区农村电子商务产业园E馆

法定代表人：葛律

注册资本：4,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句容融悦东方项目

股东情况：上海大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南京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公司持有南京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权益，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句容泫垠置业不纳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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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63.84万元，负债总额为48,568.30万元，净资产为3,695.54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55.58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44,742.98万元，负债总额为41,083.32万元，净资产为

3,659.66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35.89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5.�为昆山乾睿置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0.22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100%权益子公司苏州恒兴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上海绿地置业有限公司及苏州昌拓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共

同合作开发昆山五湖四季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平台公司上海滨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滨奥” ）31.10%、37.80%

及31.10%的股权比例，上海滨奥持有项目公司昆山乾睿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乾睿置业”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100%

股权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昆山乾睿置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0.22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昆山乾睿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15日

注册地址：昆山市巴城镇学院路255号4号房

法定代表人：陆孜浩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租赁；房地产经纪；室内装潢工程；物业管理；建筑装潢材料、金属材料、机电设备、机械设备

及配件销售。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昆山五湖四季项目

股东情况：上海滨奥持有其100%股权。上海滨奥的股权结构为：上海绿地置业有限公司持有上海滨奥37.8%的股权，苏州

昌拓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持有上海滨奥31.10%的股权，苏州恒兴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上海滨奥31.10%的股权。

上海滨奥公司股东中，公司持有苏州恒兴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权益，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山乾睿置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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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797.31万元，负债总额为299,173.87万元，净资产为-3,376.56万元，2019

年营业收入1.44万元，净利润-2,249.48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03,861.76万元，负债总额为308,288.14万

元，净资产为-4,426.39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033.04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6.�为苏州昌创置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15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100%权益子公司苏州汇丰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苏州昌文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张家港吴越府项

目，各持有项目公司苏州昌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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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向苏州昌创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15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昌创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月10日

注册地址：张家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软件（动漫）产业园中心4楼

法定代表人：王凤友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张家港吴越府项目

股东情况：苏州汇丰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苏州昌文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公司持有苏州汇丰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权益，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苏州昌创不纳入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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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13.37万元，负债总额为42,817.26万元，净资产为-503.90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23,486.97万元，净利润-2,014.36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8,275.71万元，负债总额为38,826.84万元，

净资产为-551.13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47.23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7.�为苏州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2.25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100%权益子公司苏州汇丰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上海新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无锡隽鸿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合作开发无锡荣悦湾项目，各持有项目平台公司苏州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隽泰” ，本公司参股公

司）33.4%、33.3%及33.3%的权益。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苏州隽泰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25亿

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0月24日

注册地址：苏州市吴中区郭巷街道吴淞江大道111号1幢2层

法定代表人：李亮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楼盘销售代理；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室内外装饰装潢工程的设计与施工；物业管理；房

屋租赁。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无锡荣悦湾项目

股东情况：苏州汇丰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3.4%的股权，无锡隽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33.3%的股权，上海新

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2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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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公司持有苏州汇丰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权益，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对苏州隽泰不能

实施控制，苏州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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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95.10万元，负债总额为83,900.54万元，净资产为9,994.57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41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93,895.09万元，负债总额为83,900.54万元，净资产为9,

994.55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01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8.�为葛城（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0.76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盛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中国葛洲坝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常州三禾置业有限公司

合作开发南京鼓印蘭园项目，各持有项目公司葛城（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葛城南京” ，本公司参股公司）

36%、35.7%及28.3%的股权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葛城南京提供不超过人民币0.76亿元

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葛城（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1月4日

注册地址：南京市鼓楼区中央北路73号1幢312-15室

法定代表人：郭锐

注册资本：28,57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代理；自有房屋租赁；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南京鼓印蘭园项目

股东情况：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30%的股权（财务投资人），中国葛洲坝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24.99%的股权，南京盛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25.2%的股权，常州三禾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19.81%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公司持有南京盛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对葛城南京不能实

施控制，葛城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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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361.60万元，负债总额为230,693.44万元，净资产为17,668.15万元，2019

年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331.85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229,936.66万元，负债总额为212,966.84万元，

净资产为16,969.82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698.33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9.�为苏州康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30.47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南阳光城置业（苏州）有限公司与合作方苏州崇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出资49%及51%成立项目平

台公司苏州康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康阳” ，本公司参股公司），并以苏州康阳为出资代表，与无锡金科嘉

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无锡经开吴都路项目， 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无锡福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70%及30%的权益。

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苏州康阳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0.47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康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7月5日

注册地址：苏州市吴中区郭巷街道吴淞江大道111号1幢2层

法定代表人：胡雨波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无锡经开吴都路项目

股东情况：苏南阳光城置业（苏州）有限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苏州崇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苏南阳光城置业（苏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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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康阳不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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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万元，负债总额为1.00万元，净资产为-0.05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0万

元，净利润-0.05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60，347.11万元，负债总额为60,412.68万元，净资产为-65.57万元，

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65.52万元。

60.�为苏州黎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2.22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南阳光城置业（苏州）有限公司与合作方苏州崇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出资49%及51%成立项目平

台公司苏州黎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黎阳” ，本公司参股公司），合作开发无锡淀粉厂地块项目。为保证合

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苏州黎阳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2.22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黎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8月2日

注册地址：苏州市吴中区郭巷街道吴淞江大道111号1幢2层

法定代表人：胡雨波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无锡淀粉厂地块项目

股东情况：苏南阳光城置业（苏州）有限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苏州崇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苏南阳光城置业（苏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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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黎阳不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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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万元，负债总额为35.32万元，净资产为-34.23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0

万元，净利润-34.23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9,665.02万元，负债总额为19,699.32万元，净资产为-34.30万

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07万元。

61.�为苏州骁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0.12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金科集团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亿昊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合作开发苏州渭塘翡翠路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苏州骁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骁竣” ，本公司参股公

司）34%及33%、33%的权益。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苏州骁竣提供不超过人民币0.12亿元的

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骁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4月3日

注册地址：苏州市相城区渭塘镇爱格豪路19号中汽零大厦310室

法定代表人：王朋朋

注册资本：72,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建设工程活动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苏州渭塘翡翠路项目

股东情况：苏州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4%的股权，金科集团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苏州

亿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苏州煜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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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骁竣不纳入

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62.�为北京梵天力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2.66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富利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西藏金逸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北京梵悦108项

目，各持有项目平台公司北京梵天力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梵天” ，本公司参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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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向北京梵天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66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梵天力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12月4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二街一号院四号楼二层203

法定代表人：邢鹏

注册资本：700万元

经营范围：经营范围包括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账、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

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账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北京梵悦108项目

股东情况：北京富利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西藏金逸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各持有其5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北京富利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北京梵天不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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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724.81万元，负债总额为283,938.95万元，净资产为47,785.86万元，2019

年营业收入17,968.21万元，净利润-22,504.01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3.�为广州当代腾欣投资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7.05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利碧辉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深绿置业（北京）有限公司各持有49%及51%权益成立广州

当代腾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腾欣” ），并以广州腾欣为平台公司与广州市恒生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广州

檀悦花园项目，两家公司各持有项目公司广州市汉国恒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国恒生” ，本公司持有36.75%权

益的参股公司）75%及25%的股权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广州腾欣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7.05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当代腾欣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0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68号地上第61层02单元(仅限办公用途)

法定代表人：张平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咨询服务;投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物流设施;房地产投资(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法律法

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广州檀悦花园项目

股东情况：深绿置业（北京）有限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广州利碧辉泽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4.90%的股权，嘉兴创旭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90%的股权（财务投资人，无控制权）。

该公司股东中，公司持有广州利碧辉泽房地产有限公司100%权益，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广州腾欣不纳入本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541,886.24万元，负债总额为531,903.33万元，净资产为9,982.91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7.51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641,875.79万元，负债总额为631,903.33万元，净资产

为9,972.47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0.45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4.�为恩平市康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2.47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100%权益子公司广州鹏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何康茂合作开发恩平丽景湾项目， 各持有项目公司恩平市

康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平康盛” ，公司参股公司）51%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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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向恩平康盛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47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恩平市康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4月24日

注册地址：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园创兴大道18号天安智谷展示服务中心三楼01-08室

法定代表人：李洁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科技园区开发及管理；房地产开发，房地产租赁及销售代理，房地产及其配套住宅、商业、文化娱乐等设施

的开发、销售、租赁及中介服务；从事高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与企业孵化服务；科技信息咨询及科技成果技术推广服务；现代仓

储设施建设、普通货物仓储（不含运输、不含危险品、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文化创意产业（国家限制、禁止类项目

除外）。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恩平丽景湾项目

股东情况：广州鹏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何康茂持有其49%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公司持有广州鹏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权益，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恩平康盛新不纳入本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20，798.96万元，负债总额为124,322.25万元，净资产为-3,523.29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55.56万元，净利润-2,292.74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18,150.53万元，负债总额为122,539.51万元，

净资产为-4,388.97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865.69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5.�为清远天安智谷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15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清远天安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广东进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清远君伟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开发

清远天安智谷项目，各持有项目公司清远天安智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远天安智谷” ，公司参股公司）50%、30%及20%的

股权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清远天安智谷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15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清远天安智谷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4月24日

注册地址：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园创兴大道18号天安智谷展示服务中心三楼01-08室

法定代表人：李洁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科技园区开发及管理；房地产开发，房地产租赁及销售代理，房地产及其配套住宅、商业、文化娱乐等设施

的开发、销售、租赁及中介服务；从事高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与企业孵化服务；科技信息咨询及科技成果技术推广服务；现代仓

储设施建设、普通货物仓储（不含运输、不含危险品、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文化创意产业（国家限制、禁止类项目

除外）。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清远天安智谷项目

股东情况：清远天安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广东进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30%的股权，清远君伟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其2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公司持有清远天安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100%权益，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清远天安智谷不纳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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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90.43万元，负债总额为43,107.48万元，净资产为24,282.95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7,290.69万元，净利润526.49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67,390.43万元，负债总额为43,107.48万元，净

资产为24,282.95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7,290.69万元，净利润526.49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6.�为佛山霆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75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100%权益子公司佛山阳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深圳市龙光房地产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开发熙廷豪园项

目，各持有项目公司佛山霆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霆万”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50%的股权比例。为保证合作

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佛山霆万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75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佛山霆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月3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三和路南侧自编1号

法定代表人：张平

注册资本：4,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熙廷豪园项目

股东情况：佛山阳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深圳市龙光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公司持有佛山阳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权益，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佛山霆万不纳入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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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842.92万元，负债总额为76,555.00万元，净资产为2,287.92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48.62万元，净利润-1,712.08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78,075.64万元，负债总额为75,925.96万元，净资

产为2,149.68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38.24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7.�为佛山信财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南庄项目）提供不超过2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信财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广州市中天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开发佛山南庄项目，

约定各持有项目公司佛山信财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南庄项目）（以下简称“佛山南庄”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50%的权益。为保

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佛山南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佛山信财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南庄项目）

成立日期：2009年6月12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南庄镇禅港东路62号

法定代表人：张平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咨询服务；房屋建筑工程；酒店管理，物业管理；住宅商铺写字楼、停车库租赁；销售建

筑装饰材料。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佛山南庄项目

股东情况：广州市中天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权益，佛山信财置业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权益。

该公司股东中，公司持有佛山信财置业开发有限公司50%权益，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佛山南庄不纳入本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57,002.44万元，负债总额为58,018.87万元，净资产为-1,016.44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0.018万元，净利润-959.80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60,915.76万元，负债总额为62,619.34万元，净

资产为-1,703.58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681.43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8.�为佛山市高明区龙光房地产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0.28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阳光尚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深圳市龙光房地产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佛山玖龙府项目，各

持有项目公司佛山市高明区龙光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高明区龙光” ，本公司参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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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向佛山高明区龙光提供不超过人民币0.28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佛山市高明区龙光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0月26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和丽路15号和富家园10座36号铺

法定代表人：沈沛勇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装修装饰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园林绿化工程设计与施工。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佛山玖龙府项目

股东情况：佛山阳光尚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龙光房地产有限公司各持有其5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佛山阳光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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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高明区

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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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491.76万元，负债总额为139,969.43万元，净资产为-1,477.68万元，2019

年营业收入34.79万元，净利润-1,507.82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23,824.90万元，负债总额为125,436.51万

元，净资产为-1,611.62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29万元，净利润-133.94万元。

69.�为深圳市汇珠实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5.75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张坚兴、 林华康、 冯思捷及林辉共同合作开发深圳水华龙斗项

目，各持有项目公司深圳市汇珠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汇珠”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30%、30.51%、17.14%、14.90%及

7.45%的权益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深圳汇珠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75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汇珠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4月22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新区大道3号检查站翠岭华庭1栋25楼A区

法定代表人：张坚兴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在合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房地产经纪;自有房屋租赁。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深圳水华龙斗项目

股东情况：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0%的股权，张坚兴持有其30.51%的股权，林华康持有其17.14%的股权，

冯思捷持有其14.90%的股权，林辉持有其7.45%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公司持有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权益，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深圳汇珠不纳入本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81,356.89万元，负债总额为79,677.17万元，净资产为1,679.72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33.03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05,532.34万元，负债总额为103,853.51万元，净资产为

1,678.82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90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70.�为深圳市俊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2.50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天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各出资50%成立天安中国房地产有限公

司，由天安中国房地产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李娜、方明治共同出资合作开发深圳莲塘项目I期，各持有项目公司深圳市俊领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俊领” ，本公司权益比例25%的参股公司）50%及45%、5%的权益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

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深圳俊领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2.50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俊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3月4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人民南路天安国际大厦C座10楼

法定代表人：陈春生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电脑设备的购销;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及限制项目);国内贸易;

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经纪;房地产信息咨询;自有物业租赁。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深圳莲塘项目I期

股东情况：天安地产投资发展（深圳）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李娜持有其45%的股权，方明治持有其5%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公司持有天安地产投资发展（深圳）有限公司50%的权益，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深圳俊领不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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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735.93万元，负债总额为165,731.67万元，净资产为-5,995.76万元，2019

年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510.37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61,437.47万元，负债总额为167,492.42万元，净

资产为-6,054.95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6,054.95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71.�为深圳市天安智谷企业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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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与天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各持50%权益成立的天安地产投资发展（深圳）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天安” ，本公司参股公司）开发莲塘项目II期，持有项目平台公司深圳市天安智谷企业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圳天安智谷” ，本公司参股公司）100%股权。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深圳天

安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天安智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9月15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人民南路天安国际大厦C座1001至1008

法定代表人：岳家霖

注册资本：200万元美元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期货、保险、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

项目);市场营销策划;展览展示策划;国内贸易。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莲塘项目II期

股东情况：天安地产投资发展（深圳）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国际投资有限公司50%权益的参股公司成立。深圳天安智谷不纳入本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74,153.16万元，负债总额为76,942.43万元，净资产为-2,789.28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3.44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74,153.16万元，负债总额为76,942.43万元，净资产为

-2,789.27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789.27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72.�为东莞市岐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3.41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光寓实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上海岐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东莞万江项目， 分别持有项目

公司东莞市岐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岐若”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33%及67%的权益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

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东莞岐若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41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莞市岐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4月7日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万江街道万道路万江段28号之一阳光海岸1栋1416室

法定代表人：孟凡兵

注册资本：90,000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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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万江项目

股东情况：深圳市光寓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上海岐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67%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深圳市光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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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岐若不纳入本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公司于本年4月成立，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无财务数据。

73.�东莞桂芳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8.41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光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合作方佳兆业集团（深圳）有限公司、东莞市丰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作开发东莞厚街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东莞桂芳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桂芳园”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

33%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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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向东莞桂芳园提供不超过人民币8.41亿元

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莞桂芳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3月23日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康乐北路6号2号楼803室

法定代表人：于天池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物业租赁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东莞厚街项目

股东情况：东莞市光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佳兆业集团（深圳）有限公司持有其34%的股权，东莞市丰拓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东莞市光智投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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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桂芳园不纳

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公司于本年3月底成立，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无财务数据。

74.�为深圳市阳光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7.57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阳光城控股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深圳市晟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东莞大朗项目， 分别持有项

目平台公司深圳市阳光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阳光城实业”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49%及51%的权益比例。为保

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深圳阳光城实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7.57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阳光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0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南山大道光大宿舍C栋402室

法定代表人：陈春生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物业租赁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东莞大朗项目

股东情况：深圳阳光城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深圳市晟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深圳阳光城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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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阳光城实业不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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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8.58万元，负债总额为3,359.63万元，净资产为-1.05万元，2019年营业收

入0万元，净利润2.11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328.55万元，负债总额为3,329.63万元，净资产为-1.08万元，

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04万元。

75.�为重庆光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2.83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溪光萌实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重庆新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开发界石项目， 分别持有项目平

台公司重庆光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光锦” ，本公司参股公司）49%和51%的权益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

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重庆光锦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83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光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5月24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石桂大道16号3幢3-3

法定代表人：石钧介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屋销售;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界石项目

股东情况：重庆溪光萌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重庆新希望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重庆溪光萌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重庆光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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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10.03万元，负债总额为85,917.12万元，净资产为8,692.91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43,406.72万元，净利润4,113.37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72,226.81万元，负债总额为64,288.15万元，净

资产为7,938.66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575.07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76.�为重庆玥睿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7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光曦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江西郴晞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合作开发重庆哈罗小镇项目， 分别

持有项目公司重庆玥睿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玥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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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向重庆玥睿光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7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玥睿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3月12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月台路18号【口岸贸易服务大厦】B1单元5楼503-944室

法定代表人：夏康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市场调研；会议礼仪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设计；企业商

务信息咨询。（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重庆哈罗小镇项目

股东情况：重庆光曦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持有其30%的股权，江西郴晞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持有其7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重庆光曦房地产经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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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玥睿光不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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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574.91万元，负债总额为347,573.15万元，净资产为1.75万元，

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8.32万元，净利润524.72万元。

77.�为重庆频毅光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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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有36%权益的参股公司重庆频毅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频毅光” ，本公司参股公司）与合作方金科地产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碧桂园顺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碧享合众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堆龙德庆区碧享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合作开发重庆梁平项目， 分别持有项目公司重庆市金科骏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33%、33.99%、29.59%、1.77%、1.65%

的权益比例。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重庆频毅光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3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频毅光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6月11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西湖支路2号A塔17-1

法定代表人：夏康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屋经纪；楼盘销售代理；房地产营销策划；房地产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承办经批准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装潢材料批发与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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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梁平项目

股东情况：福建安泰嘉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威至博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该公司36%权益，与其他合作方不存在关联关系。重庆频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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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30.52万元，负债总额为13,301.15万元，净资产为429.38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1,130.35万元，净利润429.37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3,918.78万元，负债总额为13,554.25万元，净资

产为364.54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64.84万元。

78.�为焦作梁顺置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0.8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河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中梁香港地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开发焦作

中梁阳光城壹号院项目，各持有项目公司焦作梁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作梁顺”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50%的权益。为

保证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焦作梁顺提供不超过人民币0.8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焦作梁顺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5月10日

注册地址：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路3888号鸿运国际商城F1号楼5楼

法定代表人：孙雷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焦作中梁阳光城壹号院项目

股东情况：阳光城集团（河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上海梁顺置业有限公司各持有其50%的股权比例。

该公司股东中，阳光城集团（河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梁顺置业有限公司中梁香港地产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焦作梁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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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43.85万元，负债总额为23,302.42万元，净资产为1,641.43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355.78万元。公司开发项目未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79.�为济南鑫兆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5.80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济南龙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济南港湾鑫联置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菏泽翡丽公馆项目， 各持有项目

合作公司济南鑫兆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鑫兆联”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50%的股权。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

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济南鑫兆联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80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济南鑫兆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5月7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1号齐鲁软件园1号楼（创业广场C座）地下一层6-027室

法定代表人：张留成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自有房屋租赁；装饰材料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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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翡丽公馆项目

股东情况：济南龙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济南港湾鑫联置业有限公司各持有其50%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济南龙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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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鑫兆联不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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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68.95万元，负债总额为111,626.46万元，净资产为-757.51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8.19万元，净利润-562.11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12,042.69万元，负债总额为112,901.27万元，净

资产为-858.57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2.81万元，净利润-101.07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80.�为天津隽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3.86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泰兴佳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天津隽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天津武清隽悦府

项目，各持有项目平台公司天津隽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隽达”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50%的股权比例。为保证

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天津隽达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3.86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隽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11月30日

注册地址：天津市河东区龙山道9号

法定代表人：谢琨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物业服务；房地产经纪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天津武清隽悦府项目

股东情况：天津泰兴佳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天津隽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各持有其5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天津泰兴佳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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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隽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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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3.68万元，负债总额为0万元，净资产为5,003.68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0

万元，净利润-188.28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5,003.69万元，负债总额为0万元，净资产为5,003.69万元，2020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0059万元。

81.�为邯郸市锦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0.2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北鼎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天津中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开发邯郸御河尚院项目，

各持有项目公司邯郸市锦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邯郸锦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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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向邯郸锦光提供不超过人民币0.2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邯郸市锦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月4日

注册地址：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南堡乡中堡村诚堡路19号御府雅居润苑1号门市

法定代表人：谢琨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建筑工程；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土石方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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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武汉经开项目

股东情况：河北鼎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天津中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各持有其50%的股权。

该公司股东中，河北鼎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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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锦光不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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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03.35万元，负债总额为84,523.36万元，净资产为-2,720.01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56.92万元，净利润-2,030.55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92,949.23万元，负债总额为96,046.43万元，净

资产为-3,097.20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05万元，净利润-377.19万元。

82.�为福州融锦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2亿元股东投入（天津张家窝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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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张家窝皓月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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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亿元的股东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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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张家窝皓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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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为福建华鑫通国际旅游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5.77亿元股东投入

（1）提供股东投入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合作方华鑫通国际招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厦门翡丽海岸项目， 分别持有项目公司福建华鑫

通国际旅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华鑫通” ，本公司持股比例未超过50%的并表公司）50%的权益。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

推进，根据经营开发需要，公司拟向福建华鑫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5.77亿元的股东投入。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华鑫通国际旅游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10月17日

注册地址：厦门市同安区西柯一里六号阳光城（厦门）置业有限公司楼301室

法定代表人：曹鸿波

注册资本：153,600万元

经营范围：对旅游产业的投资与管理；酒店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对外贸易；物业管理；正餐服务；旅游饭店；批发兼零售

预包装食品；健身服务；理发及美容服务；洗浴服务；保健服务；洗染服务；办公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房

屋租赁；工艺美术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服装服饰、日用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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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翡丽海岸项目

股东情况：阳光城（厦门）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权益，华鑫通国际招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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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华鑫通纳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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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057.67万元，负债总额为493,243.19万元，净资产为166,814.48万元，2019

年营业收入13,858.24万元， 净利润-17,557.62万元； 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 公司资产总额为637,442.25万元， 负债总额为474,

330.63万元，净资产为163,111.62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2,183.66万元，净利润-3,704.60万元。

84.�丝路华兴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87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瑞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丝路华兴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旅游” ）合作

开发天津海河教育园文澜府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天津瑞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瑞光” ）70%和30%的权

益，目前项目建设正常。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增加项目公司收益，根据经营发展需要，项目公司天

津瑞光拟按双方权益比例向双方提供同等条件的资金调回，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流动资金。因此，华兴旅游预计由项

目公司天津瑞光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87亿元的富余资金。

（下转B8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