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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丝路华兴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8月18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永安东里甲3号院1楼B座8层907C

法定代表人：葛小松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国内、入境旅游业务。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天津海河教育园文澜府项目

股东情况：北京鑫美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公司与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85.�贵州天龙啤酒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55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致知阳光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贵州天龙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龙啤酒” ）合作开发铜仁丽

景湾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铜仁嘉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仁嘉豪” ）80%及20%的权益。目前项目建设及销

售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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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

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铜仁嘉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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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啤酒预计由项目公司铜仁嘉豪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55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贵州天龙啤酒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1月29日

注册地址：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循环经济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陈先进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啤酒制造及销售,啤酒瓶回收；进出口贸易。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铜仁丽景湾项目

股东情况：陈先进持有其80%股权，曾付绿持有其10%股权，陈云珍持有其10%股权。公司与上述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25844.07万元，负债总额为9592.55万元，净资产为16251.52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10302.99万元，净利润781.93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86.�福建万达利环保投资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7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腾光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福建万达利环保投资有限公司成立项目公司上海臻光隆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臻光隆” ），分别持有其60%和40%股权。因项目暂未获取，项目公司上海臻光隆拟按双方权益比例

向双方提供同等条件的投入，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流动资金。因此福建万达利环保投资有限公司预计由上海臻光隆调

拨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万达利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20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永泰塘前官烈3号

法定代表人：于芃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对环保业、建筑业的投资;环保产品的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环保工程、建筑工程设计、施工;环保

产品、建材、电子产品、五金、机电产品、计算机软硬件、节能产品、日用品批发、代购代销。

股东情况：上海庚弘商贸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公司与上述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288，975.17万元，负债总额为289，010.25万元，净资产为-35.09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8.73万元。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87.�西藏旭瑞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35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滨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西藏旭瑞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旭瑞嘉” ）

合作开发福州阳光城西海岸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福州盛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盛阳” ）51%及49%的权

益。目前项目建设及销售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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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

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福州盛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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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旭瑞嘉预计由项目公司福州盛阳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35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藏旭瑞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4月27日

注册地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东一路7号西欣大厦707-08号

法定代表人：魏灵华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管理(不含公募基金;不得参与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不得以公开方

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

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不得从事房地产和担保业务)。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福州阳光城西海岸项目

股东情况：胡金燕持有其50%股权，魏灵华持有其50%股权。公司与上述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404,560.95万元，负债总额为404,570.66万元，净资产为-9.71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6.20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88.�融信（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2.87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滨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融信（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信投资” ）合作

开发福州利博顺泰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福州利博顺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博顺泰” ）50%的权益。目前项

目建设及销售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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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当地预

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利博顺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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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信投资预计由项目公司利博顺泰调拨不超过人民币2.87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融信（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9月23日

注册地址：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盘屿路5号奥体正祥城6号楼7层7-3

法定代表人：吴鹏

注册资本：402,500万元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的投资；房地产开发（以资质证书为准）；商品房销售；建筑材料、计算机及软件销售；

建筑工程和环保技术研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企

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建筑工程项目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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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利博顺泰项目

股东情况：陈锦山持有其100%股权。公司与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89.�上海美彤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1.25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上海美彤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彤实业” ）合作

开发福州山与海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福州大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大恒” ）55%及45%的权益。目前项

目建设及销售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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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当地预

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福州大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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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彤实业预计由项目公司福州大恒调拨不超过人民币1.25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美彤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11月20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南山路100号825室

法定代表人：王征义

注册资本：6,000万元

经营范围：普通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童车、童床、电动工具、五金交电、汽车配件、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办公设备、健身器

材、计算机软、硬件、服装、工艺礼品、厨卫用品、酒店用品的销售,投资管理,商务信息咨询,物业管理,房地产经纪。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福州山与海项目

股东情况：王征义持有其50%股权，福州柏瑞建材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90.�上海升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1.5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上海升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升龙” ）合作开发

福州海西金融大厦，分别持有项目公司福建金融国际中心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金融国际” ）51%及49%的权益。目

前项目建设及销售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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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当

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福建金融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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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升龙预计由项目公司福建金融国际调拨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升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8月31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1988号1幢-1047

法定代表人：林亿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福州海西金融大厦

股东情况：林亿持有其97%股权，刘榕持有其3%股权。公司与上述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91.�福建盼盼投资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1.13亿元项目富余资金（晋江愉景湾项目）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阳光锦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福建盼盼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盼盼” ）合作开发

晋江愉景湾，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泉州阳光城晋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阳光城” ）60%和40%的权益。目前项

目建设及销售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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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当地预

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泉州阳光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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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盼盼预计由项目公泉州阳光城新增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16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盼盼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9月26日

注册地址：晋江市安海镇前蔡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蔡金垵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对房地产业、金融业、制造业、餐饮业、酒店业、采矿业的投资。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晋江愉景湾

股东情况：蔡文良持有其10%的股权，蔡金垵持有其90%的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28,723.53万元，负债总额为118,861.46万元，净资产为9,862.06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105.78万元，净利润-1.12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37,075.12万元，负债总额为127,159.90万元，净

资产为9,915.22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78.26万元，净利润53.15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92.�泉州市富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1.27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厦门）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陈建德、泉州市富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富

山” ）、厦门福三商贸有限公司、厦门永润楷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漳州港丽景湾，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漳州市富山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富山” ）50%和7.5%、20%、7.5%、15%的权益。目前项目建设及销售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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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漳州富山拟

按各方权益比例向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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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富山预计由项目公司调

拨不超过人民币1.27亿元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泉州市富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1月18日

注册地址：泉州市丰泽区东湖街湖景苑B幢1504室

法定代表人：陈锦山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销售:建筑材料。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漳州港丽景湾

股东情况：张一平持有其2%的股权，陈锦山持有其98%的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962.60万元，负债总额为2,579.89万元，净资产为-617.29万元，2019年营业

收入12,28.57万元，净利润428.77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2,437.72万元，负债总额为3,088.05万元，净资产为

-650.33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33.13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93.�陈建德预计调拨不超过0.48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厦门）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 陈建德、泉州市富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厦门福三商贸有限公

司、厦门永润楷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漳州港丽景湾，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漳州市富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

富山” ）50%和7.5%、20%、7.5%、15%的权益。目前项目建设及销售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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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漳州富山拟按各方权益比例向各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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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德预计由项目公司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48亿元的富余

资金。

陈建德非失信被执行人。

94.�厦门福三商贸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48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厦门）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 陈建德、泉州市富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厦门福三商贸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厦门福三商贸” ）、厦门永润楷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漳州港丽景湾，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漳州市富山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富山” ）50%和7.5%、20%、7.5%、15%的权益。目前项目建设及销售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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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漳州富山拟

按各方权益比例向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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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福三商贸预计由项目公

司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48亿元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福三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6月2日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90号立信广场2303室D区

法定代表人：林阿凤

注册资本：10万元

经营范围：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批发;其他家庭用品批发;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批发(不

含文物);其他文化用品批发;建材批发;五金产品批发;电气设备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

发;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厨房用具及日用杂品零售;其他日用品零售;珠

宝首饰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不含文物);其他文化用品零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其他电子产品零售;五金

零售;陶瓷、石材装饰材料零售;其他室内装饰材料零售;卫生洁具零售。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漳州港丽景湾

股东情况：林阿凤持有其90%的股权，谢阿明持有其10%的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2,738.77万元，负债总额为2,732.04万元，净资产为6.73万元，2019年营业收

入0万元，净利润-0.10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2,926.73万元，负债总额为2,920.14万元，净资产为6.59万元，

2020年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11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95.�厦门永润楷实业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95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厦门）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 陈建德、泉州市富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厦门福三商贸有限公

司、厦门永润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永润楷实业” ）合作开发漳州港丽景湾，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漳州市富山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富山” ）50%和7.5%、20%、7.5%、15%的权益。目前项目建设及销售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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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漳州富山

拟按各方权益比例向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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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永润楷实业预计由项

目公司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95亿元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永润楷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7月19日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洪文七里82号之一1202室

法定代表人：陈贤惠

注册资本：100万元

经营范围：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资产管

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其他未列明企业管理服务(不含须经审批许可的项目);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不含评估)。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漳州港丽景湾

股东情况：张一平持有其2%的股权，陈锦山持有其98%的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6,254.02万元，负债总额为5,381.06万元，净资产为872.95万元，2019年营业

收入17,452.06万元，净利润602.59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5,867.25万元，负债总额为4,885.29万元，净资产

为981.96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2,435.05万元，净利润-109.00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96.�厦门万盛泰投资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66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厦门）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厦门万盛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万盛泰” ）合作开发

厦门时代中心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厦门伊时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伊时代” ）50%的股权比例，目前项目

开发建设及销售正常。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

提下，项目公司拟按股权比例向各方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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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万盛泰

预计由项目公司厦门伊时代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66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万盛泰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1月22日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长青北里112号201单元A区42单元

法定代表人：肖文华

注册资本：990万元

经营范围：商务服务业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厦门时代中心项目

股东情况：安溪华祥苑茶基地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公司与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5，224.64万元，负债总额为14，593.50万元，净资产为631.14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5.04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5,554.85万元，负债总额为14,928.51万元，净资产为

626.34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4.79万元。

上述股东中，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厦门）置业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安溪华祥苑茶基地有限公司50%的股份。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97.�景德镇创景置业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3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阳光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景德镇创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景置业” ）合作开发江西

景德镇翡丽公园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景德镇隆泰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德镇隆泰” ）51%与49%的股权比例，目

前项目分期开发建设及销售正常。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

理规定的前提下， 项目公司景德镇隆泰拟按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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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景置业预计由项目公司景德镇隆泰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3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景德镇创景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月17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一心桥中医院内卫生局宿舍404号

法定代表人：何斌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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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景德镇翡丽公园项目

股东情况：张水平持有其51%股权，何斌持有其32.6%股权，万星持有其16.4%股权。公司与以上自然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98.�南昌华一科技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1.9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达阳房地产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南昌华一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一科技” ）合作开发江西景德

镇昌南新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景德镇裕光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德镇裕光” ）60%与40%的权益，目前项目分期

开发建设及销售正常。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

提下，项目公司景德镇裕光拟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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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一

科技预计由项目公司景德镇裕光调拨不超过人民币1.9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昌华一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9月21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溪南路68号

法定代表人：张水平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开发；网络工程；计算机系统集成；房地产开发；物业服

务；国内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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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景德镇昌南新项目

股东情况：张水平持有其100%股权。公司与张水平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8,100.58万元，负债总额为16,117.09万元，净资产为1,983.49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1.59万元。

99.�福建盼盼投资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1.4亿元项目富余资金(晋江丽景湾项目)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融锦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福建盼盼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盼盼” ）、福建百

宏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晋江丽景湾项目， 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泉州阳光城晋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泉州晋

泰” ）34%和33%、33%的权益。目前项目建设及销售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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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泉州晋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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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盼盼预计由项目公司泉州晋泰调拨不超过人民币1.4亿元的富余

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盼盼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9月26日

注册地址：晋江市安海镇前蔡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蔡金垵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对房地产业、金融业、制造业、餐饮业、酒店业、采矿业的投资。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晋江丽景湾项目

股东情况：蔡文良持有其10%的股权，蔡金垵持有其90%的股权。公司与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28,723.53万元，负债总额为118,861.46万元，净资产为9,862.06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105.78万元，净利润-1.12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37,075.12万元，负债总额为127,159.90万元，净

资产为9,915.22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78.26万元，净利润53.15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00.�福建百宏投资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1.4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融锦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福建盼盼投资有限公司、福建百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福建百宏” ）合作开发晋江丽景湾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泉州阳光城晋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晋泰” ）

34%和33%、33%的权益。目前项目建设及销售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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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 项目公司泉州晋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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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百宏预计由项目公司泉州晋泰调拨不超过人民币1.4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百宏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3月12日

注册地址：晋江市世纪大道福璟花园别墅F33#-F33

法定代表人：吴仲钦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对证券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纺织业、化纤业、交通能源业、电子信息业进行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晋江丽景湾项目

股东情况：吴仲钦持有其100%股权。公司与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01.�德化晨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2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德化晨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化晨曦” ）合作开

发泉州德化丽景湾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德化阳光隆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化隆恩” ）51%和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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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公司德化

隆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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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晨曦预计由项目

公司德化隆恩拨不超过人民币0.2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德化晨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7月16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龙浔镇浔南西路222号

法定代表人：黄向前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经营；房屋租赁及中介服务；市政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酒店管理；会展服务；对房地产业、

建筑业、制造业的投资；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金融、证券、期货投资咨询）；建筑设备、建筑材料（不含危险

化学品）批发及零售；市场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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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德化丽景湾项目

股东情况：隆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公司与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6,511.48万元，负债总额为11,513.01万元，净资产为4,998.47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53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6,492.11万元，负债总额为31493.79万元，净资产为4,

998.32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15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02.�江苏悦丽房地产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5.5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慈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江苏悦丽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悦丽” ）合作开发太仓

翡丽云邸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太仓彤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仓彤光” ）60%及40%的权益。目前项目建设

及销售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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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

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太仓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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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悦丽预计由项目公司太仓彤光调拨不超过人民币5.5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悦丽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2月20日

注册地址：江阴市长庆路284号

法定代表人：王列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地产经纪;物业服务;展示展览服务;水利水电工程、机电设备工程、土木工程、油漆工程、钢

结构工程、防水保温工程、钣金工程、架线工程、焊接工程的设计、施工、安装;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建筑工程、地基和基

础建设工程、土石方工程的施工;脚手架搭建;建材、五金产品、日用品的销售;企业管理咨询。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太仓翡丽云邸项目

股东情况：江苏锦时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7,198.29万元，负债总额为37466.40万元，净资产为-268.11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449.14万元，净利润-268.09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40,889.68万元，负债总额为41,419.15万元，净资

产为-529.47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05万元，净利润-104.33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03.�南通银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6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臻而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南通银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银洲” ）合作

开发如东丽景湾PLUS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如东银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东银阳” ）50%的权益。目前项目

建设及销售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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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当地预售

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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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银洲预计由项目公司如东银阳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6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通银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9年12月21日

注册地址：启东市金融中心5幢26层

法定代表人：沈琦博

注册资本：6,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土木工程建筑,市政工程建设,线路、管道安装,室内外装修装饰;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各类广

告(限分公司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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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东丽景湾PLUS项目

股东情况：徐永珍持有其81%的股权，沈琦博持有其18%的股权，陆鹏飞持有其1%的股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04.�上海桂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6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房地产（广州）有限公司与合作方上海桂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项目公司广州阳光城吉如玖

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吉如玖” ），分别持有其51%及49%股权。因储备项目落地中，项目公司广州吉如玖拟按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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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桂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预计由

广州吉如玖调拨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桂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8月12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豪路8、10、12号9幢257室

法定代表人：魏明光

注册资本：100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建筑材料、金属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

电的销售。

股东情况：魏明光持有其50%股权，卞瑾持有其50%股权。公司与上述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05.�上海霍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预计调拨不超过7.1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上海置业有限公司、福州市鑫益博投资有限公司与合作方上海霍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上海霍玛” ）合作开发上海阳光城愉景湾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上海迅腾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迅腾博” ）26.13%和25.48%、48.39%的权益。目前项目建设及销售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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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上海迅腾博拟按双方权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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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霍玛预计由项目公司上海迅腾博调拨不

超过人民币7.1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霍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8年4月27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北沿公路2111号3幢125-25室

法定代表人：乔婷婷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企业登记代理，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翻译服务，计算机科

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支持、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网站建设，房屋建筑工程，建筑材料，日用百货，电子产品，计算机的销

售。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上海阳光城愉景湾项目

股东情况：王宝欣持有其50%股权，周冰喆持有其50%股权。公司与上述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83，413.49万元，负债总额为383，248.07万元，净资产为165.42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281.55万元，净利润165.62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06.�上海瑾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6.2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滨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上海瑾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瑾芒” ）合作开发

上海阳光城新界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上海泓顺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泓顺德” ）50%的权益。目前项目

建设及销售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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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当地预售

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上海泓顺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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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瑾芒预计由项目公司上海泓顺德调拨不超过人民币6.2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瑾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6月19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北沿公路2111号3幢151-39室(上海崇明森林旅游园区)

法定代表人：杨庭美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建筑材料、金属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

电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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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阳光城新界项目

股东情况：黄杰明持有其50%股权，杨庭美持有其50%股权。公司与上述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21，729.54万元，负债总额为322，636.46万元，净资产为-906.92万元，2019

年营业收入28.58万元，净利润-907.31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07.�上海兢干建筑工程服务合伙企业（普通合伙）预计调拨不超过0.44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六家全资子公司萍乡聚璟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萍乡骞腾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宁波国际汽车城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兴

申房产经营有限公司、济南九鼎置业有限公司、北京九合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上海兢干建筑工程服务合伙企

业成立项目公司上海兢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以下简称“上海兢正企管” ），六家全资子公司合计持有其89%股权，合作方持

有其11%股权。因储备项目落地中，项目公司上海兢正企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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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兢干建筑工程服务合伙企业预计由上海兢正企管调拨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兢干建筑工程服务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8年12月11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乔松路492号一层5区49室

法定代表人：金菊芳

注册资本：100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及设计，工程管理服务，园林绿化工程，金属材料、建筑装饰材料的销售，建筑劳务分包，建

筑幕墙工程，保洁服务。

股东情况：金菊芳持有其25%股权，李顺娣、周爱民、陈晰、王紫媛、孙凤皋分别持有其15%股权。公司与上述股东均不存在

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4，487.48万元，负债总额为62，646.05万元，净资产为-1，776.57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776.57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08.�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火麒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预计调拨不超过7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上海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火麒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福

州火麒麟” ）合作开发上海丽景湾PLUS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上海豪建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豪建泽” ）

51%和49%的权益。目前项目建设及销售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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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上海豪建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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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火麒麟预计由项目公司上海豪建泽调拨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火麒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7年8月14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湖里路27号1#楼2-60Q室。(自贸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福州开发区君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万元

经营范围：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与股权投资有关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财务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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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丽景湾PLUS项目

股东情况：福州开发区君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荭昊商贸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

公司与上述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09，774.19万元，负债总额为110，228.85万元，净资产为-454.66万元，2019

年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454.66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09.�杭州富阳山水置业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2.57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100%权益子公司阳光城集团浙江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杭州富阳山水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阳山水” ）及浙

江富阳诚建房地产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杭州悦江府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杭州富阳利光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富阳利光”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60%、20%与20%的股权，项目建设及销售情况正常。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

沉淀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项目公司富阳利光拟按股权比例向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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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山水预计由项目公司富阳利光调拨不超过人民币2.57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富阳山水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0年7月19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鹿山街道依江路376号

法定代表人：凌士良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贰级）；建筑材料（除沙石）批发，零售。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杭州悦江府项目

股东情况：凌士良持有其89%股权，何文强持有其11%股权。公司与以上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86,648.68万元，负债总额为38,346.78万元，净资产为48,340.89万元，2019年

营业收入1759.02万元，净利润190.28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85,356.79万元，负债总额为34,767.22万元，净

资产为50,589.56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2,849.73万元，净利润157.55万元。

110.�浙江富阳诚建房地产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2.03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浙江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杭州富阳山水置业有限公司及浙江富阳诚建房地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富阳诚建” ）合作开发杭州悦江府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杭州富阳利光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

阳利光”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60%、20%与20%的股权，项目建设及销售情况正常。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

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项目公司富阳利光拟按股权比例向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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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诚建预计由项目公司富阳利光调拨不超过人民币2.03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富阳诚建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4月18日

注册地址：杭州富阳区富春街道金桥北路121号

法定代表人：邵国梁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专营二级)。销售:建筑材料、建筑五金、化工原料(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室内外装饰、

技术咨询服务(除中介)、物业管理服务。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杭州悦江府项目

股东情况：邵国梁持有其95%股权，倪建锋持有其5%股权。公司与以上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6,685.55万元，负债总额为14,499.69万元，净资产为2,185.86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892.71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5,780.54万元，负债总额为13,583.51万元，净资产为2,

197.03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1.17万元。

111.�浙江德业投资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2.40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100%权益子公司阳光城集团浙江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浙江德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德业” ）合作开发

杭州上林湖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浙江上林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上林湖”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70%与

30%的股权比例，项目建设及销售情况正常。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项目公司浙

江上林湖拟按股权比例向公司及浙江德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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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德业

预计由项目公司浙江上林湖调拨不超过人民币2.40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德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1月9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路116号

法定代表人：夏惟勤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开发、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建筑装饰材料、金属材料、纸张、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品)、日用百货、办公自动化设备、计算机软件、硬件、汽车配件、机电设备、通信设备的销售,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杭州上林湖项目

股东情况：夏惟勤持有其78%的股权，夏志勤持有其22%的股权。公司与以上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6,676.69万元，负债总额为5,232.74万元，净资产为11,443.95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83.47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7,107.13万元，负债总额为5,784.13万元，净资产为11,

323.01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20.94万元。

112.�杭州金地自在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88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浙江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杭州金地自在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金地自在

城” ）、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锦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杭州海德公园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浙江金澳置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金澳”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30%、24%、23%与23%的权益比例，项目建设及销售情况正常。为提高累积

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项目公司浙江金澳拟按权益比例向各方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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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地自在城预计由项目公司浙江金澳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88亿元的富余资

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金地自在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5月8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厚仁路150号549室

法定代表人：李伟

注册资本：272,7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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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客户理财等金融

服务),物业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

经营);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杭州海德公园项目

股东情况：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公司与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113.�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89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浙江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杭州金地自在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德信地产” ）、浙江锦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杭州海德公园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浙江金澳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浙江金澳”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30%%、24%、23%与23%的股权比例，项目建设及销售情况正常。为提高累积资

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项目公司浙江金澳拟按股权比例向各方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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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信地产预计由项目公司浙江金澳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89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5年9月1日

注册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35号

法定代表人：胡一平

注册资本：339,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营销策划服务,房地产销售代理,自有房屋租赁,实业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从事进出口业务,建筑装饰工程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市场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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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德公园项目

股东情况：浙江德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公司与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114.�浙江锦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85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浙江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杭州金地自在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锦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锦珏” ）合作开发杭州海德公园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浙江金澳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浙江金澳”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30%%、24%、23%与23%的股权比例，项目建设及销售情况正常。为提高累积资

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项目公司浙江金澳拟按股权比例向各方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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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锦珏预计由项目公司浙江金澳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85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锦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5月20日

注册地址：杭州市江干区环站东路97号云峰大厦裙房301-3室

法定代表人：车荣坤

注册资本：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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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杭州海德公园项目

股东情况：车荣坤持有其100%股权。公司与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115.�杭州星澳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6.37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浙江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杭州星澳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星澳” ）合作开发

杭州花漾里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平台公司杭州盛资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盛资隆” ）51%和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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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平台公司杭

州盛资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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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星澳预计由

项目平台公司杭州盛资隆调拨不超过人民币6.37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星澳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3月8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大道518号兴耀大厦1110室

法定代表人：黄东良

注册资本：50万元

经营范围：商务信息咨询、品牌管理、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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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花漾里项目

股东情况：杭州兴耀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公司与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16.�杭州市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3.15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杭州瑞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杭州市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城

建” ）、中天美好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发金华婺江印月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金华荣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

荣德” ）34%和3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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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公司金华荣德拟按权益比例向各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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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城建预计由项目公司金华荣德调拨不超过人民币3.15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市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9年7月25日

注册地址：杭州市上城区长生路9号

法定代表人：吴旭东

注册资本：105,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壹级），市政工程建设承发包；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

围。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金华婺江印月项目

股东情况：杭州城建众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公

司与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17.�中天美好集团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3.15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杭州瑞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杭州市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中天美好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美好” ）合作开发金华婺江印月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金华荣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

荣德” ）34%和3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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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公司金华荣德拟按权益比例向各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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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美好预计由项目公司金华荣德调拨不超过人民币3.15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天美好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10月22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城星路69号中天国开大厦16楼

法定代表人：华学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信息咨询，工程项目管理，室内装饰工程、市政工程、建

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的销售，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水电安装及维修，酒店管理，养老

服务（凭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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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婺江印月项目

股东情况：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99%的股权，楼永良持有其1%的股权。公司与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18.�晋中耀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06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山西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晋中耀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中耀阳” ）合作开发太

原文澜府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晋中太平洋时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时景” ）95.82%及4.72%的股权比例。目前

项目建设及销售正常，但未达到利润分配条件，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

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太平洋时景拟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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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耀阳预计由项目公司太平洋时景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06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晋中耀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0月24日

注册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定阳路万科商业A5座1504室

法定代表人：郑圣福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太原文澜府项目

股东情况：自然人李志宇100%持有该公司股权。公司与李志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6,353.37万元，负债总额为5,353.37万元，净资产为1,000.00万元，2019年营业

收入0万元，净利润0万元。太原文澜府项目尚未竣工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19.�上海红星美凯龙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3.55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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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上海红星美凯

龙” ）、山西景熙置业有限公司及山西鑫远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太原并州府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太原星光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原星光城” ）51%、24%、20%及5%的股权比例。目前项目建设及销售正常，但未达到利润分

配条件，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

司太原星光城拟按权益比例向公司及上海红星美凯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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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红星美凯龙预计由项目公司太原星光城调拨不超过人民币3.55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红星美凯龙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8月29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耀洲路741号5幢6613室

法定代表人：楼超钢

注册资本：10,3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实业投资,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建筑装潢及施工(凭许可资质经营),水电及设备安装。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太原并州府项目

股东情况：上海红星美凯龙企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97.09%股权，上海钰萧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1.94%股权，上海钰萃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0.97%股权。公司与上述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006,560.00万元，负债总额为1,004,666.00万元，净资产为1,894.00万元，

2019年营业收入43,248.00万元，净利润119.00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026,691.20万元，负债总额为1,024,

784.00万元，净资产为1,907.20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5406万元，净利润13.2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20.�广西凯南投资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09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广西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广西凯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南投资” ）合作开发贵港文澜

府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贵港市润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佳置业” ）85%及15%的权益比例。目前项目建设及销售

正常，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

润佳置业拟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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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南投资预计由项目

公司润佳置业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09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西凯南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6月29日

注册地址：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36-5号南宁华润中心南写字楼2902号

法定代表人：卢柏仲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建筑业、交通业、能源业、矿山、水电业、农牧业、旅游业、高新技术产业、餐饮业、娱乐业、酒店业、基

础设施的投资。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贵港文澜府项目

股东情况：广西大南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公司与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21.�广东华建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1.92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上海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广东华建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东华建” ）及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鸿图建材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广州丽景湾北区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广东

逸涛万国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逸涛” ）50%、29%、20%与1%的股权比例，目前项目开发建设及销售正常。为提高累

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拟按股权比例向

各方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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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建预计由项目公司广东逸涛调拨不

超过人民币1.92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华建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3年7月5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府路233号1901房

法定代表人：贺少兵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机电设备安装服务;建筑工程后期装饰、装修和清理;建

设项目工程咨询;房地产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广州丽景湾北区项目

股东情况：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公司与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22.�广东兰园控股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11.70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阳光城万鼎八房地产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广东兰园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园控股” ）合作开发

广州花都湖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平台公司广州利碧时安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碧时安” ）51%与49%的股权比例，目

前项目开发建设及销售正常。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

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拟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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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园控股

预计由项目平台公司利碧时安调拨不超过人民币11.70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兰园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9月6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双山大道7号1907房之二

法定代表人：吴东升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服务;商务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钢材批发;钢材零售;装饰用塑料、化纤、石膏、布料零售;纺织

品及针织品零售;建材、装饰材料批发。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广州花都湖项目

股东情况：陈钦持有其78%的股权，刘建斌持有其17%的股权，吴东升持有其5%的股权。公司与以上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23.�珠海恒祺投资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1.17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阳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珠海恒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恒祺” ）合作成立佛

山阳光智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智城置业” ，本公司持股60%控股子公司），并以阳光智城置业为出资代表与

广东力合智谷投资有限公司、广东顺德科创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佛山云谷广场项目，三家公司分别持有项目公司广东

顺德力合智德科技园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力合智德” ，本公司参股公司）51%、29.4%与19.6%的权益比例，目前项目

开发建设及销售正常。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

提下，项目公司广东力合智德拟按权益比例向股东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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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光智城置业调拨项目公司广东力合智德相应富余资金后，珠海恒祺预计由阳光智城置业调拨不超过人民币1.17亿元

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珠海恒祺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11月24日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23450(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林俊森

注册资本：1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项目投资;批发和零售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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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云谷广场项目

股东情况：新余市翔运丰盈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鹤山市国森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公司与以

上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24.�河源市华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70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汕头市阳光鑫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河源市华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河源华

熙” ）合作开发揭阳丽景湾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揭阳市光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揭阳光启” ）51%与49%的股

权比例，目前项目开发建设及销售正常。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

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揭阳光启拟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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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华熙预计由项目公司揭阳光启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70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源市华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6月19日

注册地址：河源市高新区科六路南边兴业大道东边河源市中光电物业有限公司厂房第二层

法定代表人：赖国栋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揭阳丽景湾项目

股东情况：河源中光电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公司与以上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6,945.63万元，负债总额为15,945.63万元，净资产为1,000.00万元，2019年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万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6,945.63万元，负债总额为15,945.63万元，净资产为1,000.00

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25.�邛崃新川宇置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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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四川有限公司与合作方邛崃新川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邛崃新川” ）合作开发西昌阳

光城文澜府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西昌锦瑞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昌锦瑞光” ）90%及10%的权益。目前项目建设及

销售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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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

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西昌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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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崃新川预计由项目公司西昌锦瑞光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87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邛崃新川宇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5月22日

注册地址：邛崃市文君街道办玉带街241号

法定代表人：曾艳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地产经纪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西昌阳光城文澜府

股东情况：海南鑫福源房地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成都川宇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公司与上述股

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8333.62万元，负债总额为7426.57万元，净资产为907.05万元，2019年营业收

入0万元，净利润-87.94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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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67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575.07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26.�福建省君颐东方投资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84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郑州市榕鑫商贸有限公司及福建省君颐东方投资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福建君颐” ）合作开发郑州丽景湾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郑州市旭天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旭天

盛” ）60%、20%与20%的股权比例，目前项目分期开发建设及销售正常。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根据

经营发展需要， 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 项目公司郑州旭天盛拟按股权比例向各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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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君颐预计由项目公司郑州旭天盛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84亿元的富余资

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省君颐东方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1月4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保税区综合大楼15层A区-0947（自贸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吴群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对金融业、房地产业、工业、农业、商业、娱乐业、文化产业、建筑业、物流业、制造业、医疗业、渔业、信息产业、电

子商务的投资及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期货）；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及技术服务；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金属材料、环保材

料、机械设备、日用品、工艺品、电子产品的批发及代购代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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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郑州丽景湾项目

股东情况：吴群持有其80%股权，余良伟持有其20%股权。公司与上述自然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27.�郑州市榕鑫商贸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39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郑州市榕鑫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榕鑫” ）及福建省君

颐东方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开发郑州丽景湾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郑州市旭天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旭天

盛” ）60%、20%与20%的股权比例，目前项目分期开发建设及销售正常。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根据

经营发展需要， 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 项目公司郑州旭天盛拟按股权比例向各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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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榕鑫预计由项目公司郑州旭天盛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39亿元的富余资

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郑州市榕鑫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23日

注册地址：新郑市龙湖镇华南城中央公园11号楼29层2902

法定代表人：林千灯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五金交电、建材、通讯器材、电器产品、不锈钢制品、铝合金制品、玻璃制品、保温、防腐、防水、隔热、材料、

管材、钢材、电线、电缆、轴承。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郑州丽景湾项目

股东情况：林千灯、张维各持有其50%股权。公司与上述自然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28.�郑州宛耀置业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1.47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欣宇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郑州宛耀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宛耀” ）合作开发郑

州丽兹公馆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郑州鑫岚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鑫岚光” ）60%与40%的股权，目前项目

分期开发建设及销售正常。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

的前提下，项目公司郑州鑫岚光拟按股权比例向公司及郑州宛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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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宛耀预计由项目公司郑州鑫岚光调拨不超过人民币1.47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郑州宛耀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5月30日

注册地址：郑州市中原区中原中路117号11号楼综合楼1单元16层1625号

法定代表人：王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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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丽兹公馆项目

股东情况：河南省宛东置业集团有限公司100%持有其股权。公司与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29.�南阳博济健康服务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25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南阳博济健康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阳博济” ）、孙中阳

合作开发南阳丽景公园项目， 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河南博泰恒信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河南博泰恒信” ）56%和34.32%、

9.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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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公司河南博泰恒信拟按权益比例向各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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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阳博济预计由项目公司河南博泰恒信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25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阳博济健康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6月16日

注册地址：南阳市卧龙路田源新城A区5号楼2楼

法定代表人：信静芬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经营范围：健康咨询；餐饮服务；会议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南阳丽景公园项目

股东情况：文加持有其70%的股权，信静芬持有其30%的股权。公司与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30.�江苏大唐房地产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2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崇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江苏大唐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大唐” ）合作开发通州

文澜府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南通如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如光” ）55%和45%的权益，目前项目开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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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公司南通如光拟按权益比

例向各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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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唐预计由项目公司南通如光调

拨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大唐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3月15日

注册地址：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新金路34号

法定代表人：葛兵

注册资本：5,11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室内外装饰装璜工程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及其技术服务；物业管理；建筑工程信息咨询；

机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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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文澜府项目

股东情况：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80.1057%的股权，季彩群等29名个人持有其19.8943%的股权。公司与以上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0671� � �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20-227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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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称“本激励计划” ）预留股份第一个行权

期可行权的期权数量为1,689.4977万份，占本次激励计划已授予期权总量的4.90%，期权全部行权新增的股份将占公司目前总

股份数的0.41%。

2、本次有关期权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可行权期权数量33.33万份，行权后所获股票须遵守《证券法》第四十七条、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大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等有关股份交易的规定。

4、本次行权事宜尚需在有关机构完成相关手续，届时公司将另行公告。

公司于2020年8月14日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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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一）预留股份情况简述

根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预留股份授予登记完成情况，公司授予184名激励对象6,400万份预留股

票期权，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期权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1股阳光城股票的权利。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6,400万份）占激励计划总期权数量的18.55%，占预留股份授予日公司股本总额

的1.58%。 本次激励计划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股票总量累计未超过目前公司总股本数的

1%。

预留股份期权有效期自授予日起不超过48个月。预留股份授予的期权权益在等待期结束后分三期行权，每个行权期12个

月。三个行权期行权数量分别为预留股份期权数量的33.33%，33.33%和33.34%。

（二）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2018年7月9日，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四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审议通过《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及公司监事均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通过官方网站公示了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

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和核查情况进行了说明。

2018年7月25日，公司2018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议案。公司对内

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公司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未发现存在利用与本激励计

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1、首次授予部分的实施情况

2018年9月19日，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四十六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2018年股权激

励计划授予对象名单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公司首次授予的

激励对象由原442人调整为424人，股票期权授予日为2018年9月21日，行权价格为6.16元/股。

2019年9月1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七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的议案》，由于公司已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与分红派息方案，根据本次激励计划有关规定将首次授予期权的行权价

格由6.16元/股调整为6.10元/股。

2019年9月1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七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一个行权期

行权事宜的议案》，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同意358名激励对象合计6,438.75万份期权

在第一个行权期内获得行权资格。

2020年6月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行权价格的

议案》由于公司已实施2019年度利润分配与分红派息方案，根据本次激励计划有关规定将首次授予期权的行权价格由6.10元/

股调整为5.90元/股。

2、预留股份的实施情况

2019年7月19日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六十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

股票期权的议案》，并确定2019年7月19日为授予日，向184名激励对象授予全部预留的6,40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6.89元/

股。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本次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0年6月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行权价格的

议案》由于公司已实施2019年度利润分配与分红派息方案，根据本次激励计划有关规定将预留股份期权的行权价格由6.89元/

股调整为6.69元/股。

二、本次有关预留股份期权复核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期权中第一个行权期部分的期权自授予日起12个月的等待期已于2020年7月18日结束， 期权

满足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如下行权条件：

序号 本次激励计划规定预留股份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 符合行权条件的说明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

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所列情形，满足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

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所列情形，满足条件。

3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2019年度营业收入比2017年度增长不低于82%， 且2019年度净利润相比

2017年度增长不低于82%

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立信中联审字[2020]D-0356号审

计报告，公司2019年营业收入为610.49亿元，

相比2017年增长8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40.20亿元， 相比2017年增长

94.97%，满足条件。

4

激励对象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2019年年度考核等级为A或B+或B

激励对象2019年考核等级达到上述要求，满

足条件

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计划的实施与已披露的本次激励计划不存在

差异，同意138名激励对象的1,689.4977万份期权在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三、预留股份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安排

（一）行权股票来源：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二）行权价格：6.69元/股，根据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出现行权价格需要调整的情形时，公司将按照计划规定进行

相应调整。

（三）本次可行权数量：1,689.4977万份，具体情况如下：

类别 姓名 职位

本次可行权的期权

（万份）

可行权数量占总股本的比

例

董事及高管 阚乃桂 执行副总裁 33.3300 0.01%

137名中层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业务骨干人员 1,656.1677 0.40%

合计 1,689.4977 0.41%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未获行权资格的期权，公司将按规定注销。

（四）行权方式：自主行权

（五）可行权日：2020年7月19日至2021年7月18日的交易日，具体可行权日的起始时间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审核完成为准，且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2

个交易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上述“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激励对象必须在期权有效期内行权完毕，有效期结束，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按规定予以注销。

四、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激励对象在本公告日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公司执行副总裁阚乃桂先生因2018年股权激励首次授予期权第一期行权条件已成就，于2020年5月25日行权90万股。

五、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上市条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不产生重大影响，不影响公司上市条件，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因此发生变化。本次

如果有关期权全部行权，对公司各期损益没有影响，公司总股份将增加1,689.4977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份的0.41%，公司未来

每股收益将受到相应影响，股东权益将因此增加11,302.74万元。

在行权前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公司按照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根据对可行权期权数量的最佳估计，将期权成本计

入当期的管理费用，同时计入资本公积中的其他资本公积，期权行权后公司将根据实际行权数量，确认股本和股本溢价，同时

将等待期内确认的“资本公积一其他资本公积”转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

六、行权募集资金管理和及行权个人所得税缴纳安排

（一）本次行权募集资金将存储于专有账户，作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本次期权行权激励对象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扣代缴。

七、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下转B8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