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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74

（上接B73版）
注册地址：四川省内江市汉晨路８８８号８栋
法定代表人：熊健
注册资本：１，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９９．１２％的权益，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天津金泰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天津金福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其０．３６％、０．４４％、０．０７％的权益。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９１，３４６．４２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９３，８８７．５９万元，净资产为－２，５４１．１７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０．００万
元，利润总额－２１２．４３万元，净利润－１６５．０１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２９８，９６３．０３万元，负债总额为３０２，９７５．６８万元，净资产为－４，０１２．６５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
入０．２４万元，利润总额－１，９５１．０１万元，净利润－１，４７１．４８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３５、公司名称：南充金科弘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新政镇春晖路东一段４７号（
金源帝都１２幢负一层）
法定代表人：熊健
注册资本：２，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９７．６２％的股权，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泰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分别持有其１．２５％、１．１３％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有限合伙）、天津金渝未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９９．６６％的股权，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限合伙）分别持有其０．１５％、０．１９％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２０５，４０４．１５万元，负债总额为２１３，６６１．４３万元，净资产为－８，２５７．２９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９３．４９万
元，利润总额－１１，８８８．９３万元，净利润－８，９３４．４７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２７２，６９５．８５万元，负债总额为２８３，２６８．４４万元，净资产为－１０，５７２．５９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
入９９．９万元，利润总额－３，０７２．９７万元，净利润－２，３１５．３１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４５、公司名称：张家港保税区金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年８月７日
注册地址：张家港保税区纺织原料市场２１６－２３２１室
法定代表人：王朋朋
注册资本：１１，４２９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６５％的股权，张家港保税区瑞丰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３５％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４９，５０５．６１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７，１８４．６３万元，净资产为３２，３２０．９９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３５，５２２．３５
万元，利润总额１４，９８３．４９万元，净利润１０，４１４．８３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４８，０８２．３４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４，４７０．１４万元，净资产为３，３６１２．２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入
８５９．３９万元，利润总额７２．１１万元，净利润１，２９１．２１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４６、公司名称：句容亿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６日
注册地址：句容市宝华镇开发区便民路３号
法定代表人：吴亚春
注册资本：１０，１１４．２９万元
主营业务：普通商住房开发、建设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９８．８７％的股权；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天津金凯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分别持有其０．５５％、０．５８％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４５，４１７．３６万元，负债总额为４４，５４０．６４万元，净资产为８７６．７２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２６．７４万元，利
润总额－１，４８５．８６万元，净利润－１，１２３．２８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９６，２０８．１９万元，负债总额为９５，９２６．５８万元，净资产为２８１．６１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入４０．２５
万元，利润总额－７９８．６３万元，净利润－５９５．１１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３６、公司名称：陕西金润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６日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同德路李家庄村８号楼
法定代表人：贾媛
注册资本：２，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及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持有其５１％的股权，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３４％的股权，西安朗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其１５％
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４５１，６６１．８３万元， 负债总额为４４０，９９５．５６万元， 净资产为１０，６６６．２６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１１８，
５４２．００万元，利润总额１８，８３６．７７万元，净利润１４，７２５．４４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３８９，３９０．９９万元，负债总额为３６０，９７９．４３万元，净资产为２８，４１１．５６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
入８１，０２２．２９万元，利润总额２０，９４９．７１万元，净利润１７，７４５．２９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３７、公司名称：乐至县至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９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天池镇名景路２１２（
２０１、２０２、２０３）号
法定代表人：陈昌凤
注册资本：２，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建材批发。
与本公司关系：重庆金科持有其９０％的股权，四川欣源泰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１０％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２２，０３０．９０万元，负债总额为２２，７３５．６２万元，净资产为－７０４．７２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１５．７３万元，利
润总额－９２４．６４万元，净利润－７０４．７２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３８，９３９．５８万元，负债总额为４０，１５０．１０万元，净资产为－１，２１０．５２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入
３４．９４万元，利润总额－５６１．９７万元，净利润－６０９．８０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３８、公司名称：重庆昌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０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开州区云枫街道寨子坪社区滨湖西路４７７号Ａ１幢
法定代表人：王申殿
注册资本：１９，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７０％的股权，重庆市诚和通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３０％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２２３，１２６．４０万元， 负债总额为２０４，１９３．２１万元， 净资产为１８，９３３．２０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２７，
３４１．２７万元，利润总额１１，２９６．７７万元，净利润８，２７０．７９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２９４，９４１．４８万元，负债总额为２７６，６３９．３７万元，净资产为１８，３０２．１２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
入１，０９５．５１万元，利润总额６，４５４．２５万元，净利润６，８１２．６３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４７、公司名称：平湖悦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７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曹桥北路１８８号二号楼５０４７室
法定代表人：王朋朋
注册资本：２４，８５４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５０．１％的股权，上海新城万嘉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４９．９％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６３，５７８．１４万元，负债总额为３９，０２６．３７万元，净资产为２４，５５１．７７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１３．２８万元，
利润总额－３６１．７１万元，净利润－３０２．２３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７８，９５２．２９万元，负债总额为５５，３９０．５５万元，净资产为２３，５６１．７３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入
２０．０８万元，利润总额－１，３５８．１４万元，净利润－９９０．０４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４８、公司名称：合肥金骏梁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１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肥东经济开发区金阳路３３号
法定代表人：施翔
注册资本：１００，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５４．４２％的股权，安徽梁和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４５％的股权，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天津金凯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天津金福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其０．２３％、０．３０％、０．０５％的股权。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０５，６５７．８０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０３，９８４．６２万元，净资产为１，６７２．４６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３７．０５万
元，利润总额－１，５４８．４３万元，净利润－２，０１７．５３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８６，２６３．８３万元，负债总额为８３，０８９．９１万元，净资产为３，１７３．９２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入
３３，９８５．９１万元，利润总额２０，０１９．４１万元，净利润－５１６．０７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４４、公司名称：天津滨奥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４日
注册地址：天津市静海区团泊大桥收费站南侧津团公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刘宏兵
注册资本：３，０１０．３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市政工程；公路工程；土木工程；企业项目策划；会议服务。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４１０，２０９．６０万元， 负债总额为４１４，９０６．００万元， 净资产为－４，６９６．４０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９２，
６８０．４６万元，利润总额－４７９．９３万元，净利润－７７１．７２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３５９，００３．６５万元，负债总额为３５７，２４０．２４万元，净资产为１，７６３．４０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入
７２，３７４．９７万元，利润总额８，６１９．７８万元，净利润６，４５９．８０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５８、公司名称：南昌金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２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蛟桥镇办公楼２０８室
法定代表人：赵波
注册资本：２，００９．３３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９９．５３６％的股权；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天津金凯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天津金福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其０．２２５％、０．１８１％、０．０５７％的股权。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２５１，３５９．２６万元，负债总额为２５７，５６０．４１万元，净资产为－６，２０１．１５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８４．７１万
元，利润总额－１，８９８．５３万元，净利润－２，００９．２５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７８，２３６．８９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７９，４４１．０２万元，净资产为－１，２０４．１３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
入８５，２４１．０４万元，利润总额６，６９８．８４万元，净利润４，９９７．０２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５９、公司名称：江西中农房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０５年４月４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新建大道１５９号新建区投资促进中心５楼５５６５室
法定代表人：孙正军
注册资本：８，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及销售等
以下简称“
南昌华翔”）６６．２％的股权，南昌华迪农林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南昌华翔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南昌华翔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３３．８％的股权，南昌华翔和陕西省建材城乡房地产开发公司分别持有江西中农房９９．７％和０．３％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２１８，３７７．９８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２６，３４４．８７万元，净资产为９２，０３３．１１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５１．２万
元，利润总额－６，７９５．２１万元，净利润－７，５２５．９８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９６，１９７．８３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０４，１５０．４５万元，净资产为９２，０４７．３７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
入３８，９３７．４５万元，利润总额２４．４９万元，净利润１４．２６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４９、公司名称：重庆金科郡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０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大道２８－２号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３６，３６３．６４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５５％的股权，深圳锦盈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其４５％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图：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２９０，４６０．６６万元， 负债总额为２０５，３１６．４０万元， 净资产为８５，１４４．２６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３３，
５４７．１８万元，利润总额３，９３９．８８万元，净利润４，４６３．８７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２６５，０４０．０３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５２，３０２．９８万元，净资产为１１２，７３７．０５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
入７６，９３５．９４万元，利润总额３７，３５０．４６万元，净利润２７，５９２．７８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５０、公司名称：重庆金科金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１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川区北腊口林业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１０，０３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等；自有房屋出租；企业管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９９．７％的股权；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天津金耀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天津金福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其０．１％、０．１％、０．１％的股权。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４０，５８０．７９万元，负债总额为３８，９２７．０６万元，净资产为１，６５３．７３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０万元，利润
总额－１，７９４．３４万元，净利润－１，３４６．２７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７５，７０６．８５万元，负债总额为７４，６９９．９４万元，净资产为１，００６．９１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入０
万元，利润总额－６９６．７７万元，净利润－６４６．８２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４１、公司名称：遵义星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０日
注册地址：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金科中央公园城售楼部
法定代表人：周灵梓
注册资本：２，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１００％的股权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０１，６９３．９３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０２，４１２．１３万元，净资产为－７１８．２０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４７．９３万元，
利润总额－２，３４１．４２万元，净利润－１，７５６．８７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９５，２３３．３４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９６，９３３．１１万元，净资产为－１，６９９．７７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
入２８．３６万元，利润总额－９９３．７９万元，净利润－９８１．５７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４２、公司名称：重庆金开睿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３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永川区凤凰大道７７７号（
重庆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工业园内）
法定代表人：蒋思德
注册资本：２，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１００％的股权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４，５６５．８６万元，负债总额为４，６６７．３９万元，净资产为－１０１．５３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０万元，利润总
额－１３３．７万元，净利润－１０１．５３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１１，９９４．０４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１３，０７８．９１万元，净资产为－１，０８４．８７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
入８．４６万元，利润总额－１，３４４．８５万元，净利润－９８３．３４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４３、公司名称：柳州市远道香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７年９月８日
注册地址：柳州市白沙路６号之一香颂春天３栋２－１
法定代表人：杨程钧
注册资本：３，６９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７１．４％的股权，柳州市远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２７．１％的股权，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天津金瑞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天津金福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其０．７７％、０．５７％、０．１６％的股
权。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６６，５４０．０１万元，负债总额为４１，７１１．０２万元，净资产为２４，８２８．９９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１５．７１万元，
利润总额－８９４．３５万元，净利润－６７２．８５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８０，３８２．５７万元，负债总额为５６，７２３．６５万元，净资产为２３，６５８．９２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７．５８万元，利润总额－１，１１５．２１万元，净利润－１，１７０．０６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５６、公司名称：南昌金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７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岚大道１号台商工业园一号楼２０３－１１Ｂ
法定代表人：孙正军
注册资本：２，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１００％的股权。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４２，８０２．４５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４１，５６５．２４万元，净资产为１，２３７．２１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０万元，利
润总额－７１．３８万元，净利润－５３．５３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２０４，４８２．９９万元，负债总额为２０３，６１６．０７万元，净资产为８６６．９２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入
２６．３６万元，利润总额－４８７．７４万元，净利润－３７０．２９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５７、公司名称：南宁金卓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５日
注册地址：南宁市高新四路９号办公综合楼Ａ４１６号房
法定代表人：杨程钧
注册资本：３，０１２．５９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室内外装修装饰工程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９９．５８％的股权，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天津金耀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分别持有其０．１８％、０．２４％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７０，３８０．５１万元，负债总额为７２，４１２．６７万元，净资产为－２０３２．１６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３０．７１万元，
利润总额－７３６．８２万元，净利润－９３７．６２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７５，８６９．５７万元，负债总额为７２，９５０．４１万元，净资产为２９１９．１６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入１２，
０１２．１７万元，利润总额６，６３２．８２万元，净利润４，９５１．３２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６０、公司名称：重庆市御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７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街道双龙东路１０８号附１号御临小苑１幢１－１
法定代表人：吕细华
注册资本：２３，２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公路路基
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等。
有限合伙）持有其１０％的股权，重庆汇旭实业有限公司持有３４％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５６％股权，天津金御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９，３１５．０８万元，负债总额为３１５．１７万元，净资产为１８，９９９．９１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０．００万元，利润
总额－０．１２万元，净利润－０．０９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４９，８０８．７５万元，负债总额为３１，５３０．４１万元，净资产为１８，２７８．３４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５１万元，利润总额－９５８．７５万元，净利润－７２１．５７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３９、公司名称：重庆通融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９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湖宁路９２号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７０，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信息技术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５１％的股权，厦门禹洲鸿图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４９％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４，０１６．４１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３，８６６．４５万元，净资产为１４９．９６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０万元，利润总
额－０．３７万元，净利润－０．３７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３８０，２０５．８９万元，负债总额为３１０，６４７．３９万元，净资产为６９，５５８．５０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
入３６，２８０．９３万元，利润总额３，３２７．１０万元，净利润２，４５４．５９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４０、公司名称：安顺金科澳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
注册地址：贵州省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双阳路双阳三期Ｂ组团虹国资Ｂ１－３１＼Ｂ２－４
法定代表人：周灵梓
注册资本：３，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６０％股权，贵州澳维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３０％股权，重庆同迈九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
其１０％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８４，３６２．３６万元，负债总额为６１，８４５．２９万元，净资产为２２，５１７．０７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入
４８，６３０．１３万元，利润总额１３，１６９．８４万元，净利润９，９０５．７８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５５、公司名称：镇江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７日
注册地址：镇江市新区丁卯纬四路６号
法定代表人：吴亚春
注册资本：２５，５０１．８４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６０％的股权，南京祥生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４０％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２３４，４１５．４３万元， 负债总额为１７０，０９８．５７万元， 净资产为６４，３１６．８６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９２，
３８０．７６万元，利润总额２１，７６１．０３万元，净利润１８，４６８．２３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９７，９３２．７６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４４，５５２．０４万元，净资产为５３，３８０．７２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
入８６３．２１万元，利润总额－５８２．７７万元，净利润－２，８２９．５２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５１、公司名称：重庆金科汇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７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凤栖路８号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３４，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有限合伙）持有其４０％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６０％的股权，嘉兴茂凯投资合伙企业（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１８５，０２７．２５万元，负债总额为９０９，５２４．０８万元，净资产为２７５，５０３．１７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３１２，
７２１．１３万元，利润总额１０９，２１１．２２万元，净利润９８，６４１．２９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２７２，５１１．８２万元，负债总额为９３０，３３４．２３万元，净资产为３４２，１７７．５９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
收入１４４，２３０．３２万元，利润总额７３，８２３．９０万元，净利润６７，０２６．９１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５２、公司名称：枣庄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９年７月４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中央广场中央杰座７楼７０２
法定代表人：马建平
注册资本：１，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６３％的股权，潍坊恒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２７％的股权，滕州市鸿静木业有限公司持有其１０％的股权。公
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８７，８６４．１０万元，负债总额为８８，０２６．４９万元，净资产为－１６２．３９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０万元，利润
总额－２１４．１７万元，净利润－１６２．３９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１３，０４０．６６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１３，８７０．０７万元，净资产为－８２９．４１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入
４．６２万元，利润总额－９２２．８５万元，净利润－６６７．０２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５３、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宸居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１年４月７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茶园新城区世纪大道９９号Ａ栋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２，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１００％股权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４７３，９４７．７８万元，负债总额为４７５，２２９．６３万元，净资产为－１，２８１．８５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５，４８０．３３
万元，利润总额２４，２３４．４５万元，净利润２５，８０５．９５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５４，９３３．５１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５４，９３５．５６万元，净资产为－２．０５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入３，
８２５．９６万元，利润总额－２，９０７．４９万元，净利润１，２６１．３４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５４、公司名称：重庆相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３年３月１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南干道１６号地块鹏程花园Ｇ幢负２－１号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１５，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１００％股权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８６，１１４．６２万元，负债总额为７３，５０３．３３万元，净资产为１２，６１１．２９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３１．８８万元，
利润总额－８９６．８０万元，净利润－６５６．６０万元。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２９９，２９１．３６万元， 负债总额为２７２，０４７．２５万元， 净资产为２７，２４４．１１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２４３，
５４６．８１万元，利润总额２，８６４．７１万元，净利润２，４１２．５６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２３６，８６７．９５万元，负债总额为２０５，１８４．７９万元，净资产为３１，６８３．１６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
入２５９，２３９．９６万元，利润总额５，９１８．７３万元，净利润４，４３９．０４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６１、公司名称：重庆金科中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新南路１８４号附１２、１３号金科星城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２９，４１１．７６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１００％的股权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２７９，５１１．９３万元，负债总额为２４５，６６７．１１万元，净资产为３３，８４４．８２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２，８２１．８３
万元，利润总额－３，１８６．８５万元，净利润－３，１８６．８５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８４３，２２６．６６万元，负债总额为８１１，５３８．７７万元，净资产为３１，６８７．８９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
入１，４３３．０４万元，利润总额－２，５６０．２２万元，净利润－２，１５６．９２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６２、公司名称：山西金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３日
注册地址：山西省晋中市山西示范区晋中开发区汇通产业园区机械工业园二号路综合办公楼４０１
法定代表人：刘兴春
注册资本：３０，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机械制造；房地产开发、销售；房产经纪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物业服务；房屋租赁；园林绿化工程；经济贸易咨询；食品经营；餐
饮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９０％的股权，晋中开发区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１０％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图：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４３３，６６２．６７万元，负债总额为４０５，１２０．９万元，净资产为２８，５４１．７８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５７，７２０．８
万元，利润总额５６０．７４万元，净利润４７２．９１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５３６，００６．８２万元，负债总额为４８３，１６３．７６万元，净资产为５２，８４３．０６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
入４４，５６５．３８万元，利润总额３３，４９８．３８万元，净利润２４，３０１．２８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６３、公司名称：重庆恒春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４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合川工业园区核心区
法定代表人：张洪
注册资本：３，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９８．８９７％的股权，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天津金泰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分别持有其０．６２３％、０．４８％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８２，４５４．６４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９１，３５６．１１万元，净资产为－８，９０１．４７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７６５．８２万
元，利润总额－４，３２８．２９万元，净利润－６０５．７６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２３０，５１２．３７万元，负债总额为２４０，３１３．７７万元，净资产为－９，８０１．４０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
入２８．７２万元，利润总额－１，１３８．７９万元，净利润－８９９．９３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６４、公司名称：广汉金信辉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９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顺德路二段１４８号顺德小区１２幢附１号门市
法定代表人：陈云平
注册资本：２，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营销策划。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９９．２６％的股权；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天津金泰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分别持有其０．４１％、０．３３％的权益。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５０，５１９．７０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５１，７４３．３９万元，净资产为－１，２２３．６９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２５．５２万
元，利润总额－３，２２５．３９万元，净利润－２，４３０．２０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５４，９０３．１３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５６，７３８．５５万元，净资产为－１，８３５．４２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
入３０．８９万元，利润总额－８７３．５９万元，净利润－６１１．７４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６５、公司名称：贵州龙里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１日
注册地址：贵州省黔南州龙里县谷脚镇王关社区继望路１号
法定代表人：周灵梓
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５５％的权益，重庆道正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４５％的权益。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２４１，０９４．３１万元，负债总额为２４４，７９６．７３万元，净资产为－３，７０２．４２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１３．６９万
元，利润总额－７，４７８．４４万元，净利润－５，６０２．６９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２８０，７６４．５２万元，负债总额为２８４，２８８．１１万元，净资产为－３，５２３．５９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
入４６，０５７．４２万元，利润总额２５９．６０万元，净利润１７８．８３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６６、公司名称：合肥金科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０日
注册地址：合肥市瑶海区包公大道和大众路交口保利罗兰春天Ａ６栋１４０２室
法定代表人：施翔
注册资本：２，００８．３５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９９．５８４％的股权；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天津金凯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分别持有其０．２５％、０．１６６％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２９８，４５９．７３万元，负债总额为３２，７３８．３万元，净资产为－２８，９２３．３３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８６，２２５．９２
万元，利润总额－２５，７４３．７４万元，净利润－２８，７３８．４５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３０４，５８４．８８万元，负债总额为３２９，９５３．７万元，净资产为－２５，３６８．８２万元，２０１９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
入６４，５５１．２６万元，利润总额３，２６１．３５万元，净利润３，５４０．５２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６７、公司名称：合肥金科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０日
注册地址：合肥市包河经济开发区北京路与黄河路交口
法定代表人：施翔
注册资本：２０，０３８．６７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室内外装饰工程；房屋租赁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９９．８１％的股权；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天津金凯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分别持有其０．０８％、０．１２％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４８１，５６１．１９万元，负债总额为４８７，７０７．０２万元，净资产为－６，１４５．８２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１７８．６２万
元，利润总额－６，３７５．７３万元，净利润－４，７８８．１６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４２７，８９６．５８万元，负债总额为４２０，９８１．６５万元，净资产为６，７８８．６万元，２０１９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２８０．３５万元，利润总额－６，５８４．８６万元，净利润－４，９３９．２５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６８、公司名称：平湖悦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９年７月５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新仓镇朝阳路１５５号三楼３０８、３０９室
法定代表人：王朋朋
注册资本：２，０００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１００％的股权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２６，６９１．９５万元，负债总额为２４，９４４．０４万元，净资产为１，７４７．９１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０万元，利润
总额－３３１．６４万元，净利润－２５２．０９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４０，４６１．１５万元，负债总额为４１，７０８．９５万元，净资产为－１，２４７．８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８．８４万元，利润总额－３，９７４．４４万元，净利润－２，９９５．７２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６９、公司名称：仁怀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
注册地址：贵州省仁怀市盐津街道盐津路８９号（
鹿鸣公园内）
法定代表人：杨杰
注册资本：２２，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遵义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８０％的股权，贵州亮天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持有其２０％的股权。公司
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５３，１２６．４３万元，负债总额为３２，３６４．６３万元，净资产为２０，７６１．８０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５．９８万元，
利润总额－１，６４０．０６万元，净利润－１，２３８．２０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４５，８９２．３７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２８，５２４．７４万元，净资产为１７，３６７．６３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
入４３．９９万元，利润总额－４，５４７．４２万元，净利润－３，３９４．１７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７０、公司名称：潍坊金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９年７月８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南关街道丁家老过道向阳小区１０号南关街办１０３房间
法定代表人：李良涛
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１００％的股权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５７，３４２．６４万元，负债总额为３２，３７０．３１万元，净资产为２４，９７２．３３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０万元，利
润总额－２７．６７万元，净利润－２７．６７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２３９，２０５．０１万元，负债总额为２３３，５２３．７５万元，净资产为５，６８１．２６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入
５１．７１万元，利润总额５８１．２３万元，净利润８９３．７７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７１、公司名称：宿迁常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９日
注册地址：宿迁市宿豫区湘江路２９号宿豫国土局办公楼二楼２０６
法定代表人：于万昌
注册资本：９８，８７６．３５８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有限合伙）、堆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５１％的股权，上海新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４１．８９％的股权，长兴新碧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龙德庆区碧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堆龙德庆区碧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堆龙德庆区碧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４．６６％、１．４７％、０．４９％、
０．４９％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４５，８１０．７万元，负债总额为４７，８２８．１３万元，净资产为９７，９８２．５６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０万元，利
润总额－５２．３１万元，净利润－３９．２３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２７８，０４１．０５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８２，９１６．０７万元，净资产为９５，１２４．９８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
入６１．７８万元，利润总额－３，８０３．４５万元，净利润－２，８５７．５８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７２、公司名称：盐城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６日
注册地址：射阳县县城奥体新城１６号楼１１１号
法定代表人：于万昌
注册资本：１０，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１００％的股权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１６，１２５．８６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１７，７５２．７万元，净资产为－１，６２６．８４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３７７．８３万
元，利润总额－２，１６３．２９万元，净利润－１，６２６．８４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４５，４３５．８９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３６，５０２．７７万元，净资产为８，９３３．１１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入
２４．２４万元，利润总额－４７２．９６万元，净利润－６０８．９２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７３、公司名称：重庆金帛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１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双星大道８号
法定代表人：陈昌凤
注册资本：２５，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产品、五金交电；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８０％的股权，重庆迈廷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２０％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２７０，８３５．０５万元，负债总额为２５１，６３０．１３万元，净资产为１９，２０４．９２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１０１．９５万
元，利润总额－４，９９７．２０万元，净利润－４，３０５．７８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３４０，９１７．６７万元，负债总额为３２１，０５０．３７万元，净资产为１９，８６７．３０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
入６３．１４万元，利润总额－３，１４１．２０万元，净利润－１，６３６．２８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７４、公司名称：重庆金科巫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６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巫山县平湖西路１５９号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 ３，０３９．８８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等；自有房屋出租；企业管理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９８．６９％的股权，天津金耀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其０．８１％的股权，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持有其０．５０％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３９，８１１．５６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３６，３３４．０６万元，净资产为３，４７７．５０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３２，６０９．９１
万元，利润总额４，５３４．９１万元，净利润３，５０４．９３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５２，８６９．４１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４８，４５４．１３万元，净资产为４，４１５．２８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３，５１１．５２万元，利润总额１，７４２．９４万元，净利润９３７．７８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７５、公司名称：重庆市搏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１９９５年４月２３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双福街道南北大道北段３９０号财富中心第１７层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１００％的股权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５３，５０２．０９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１５，８２１．３０万元，净资产为３７，６８０．７９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３８３．２８万
元，利润总额－５，１２１．６６万元，净利润１，０２８．８１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３８９，１５５．４８万元，负债总额为３５３，９７９．９５万元，净资产为３５，１７５．５２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
入６８．７６万元，利润总额－１，０７５．８２万元，净利润－２，５０５．２６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７６、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骏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９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万州区沙龙路三段索特Ｆ幢
法定代表人：王申殿
注册资本：１５５，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１００％的股权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４５８，８５８．５６万元， 负债总额为２８３，８９０．５７万元， 净资产为１７４，９６７．９９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６４，
１５９．５２万元，利润总额１２，８９７．７２万元，净利润１０，９９６．２１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４４７，１０４．２６万元，负债总额为２５９，７６１．２２万元，净资产为１８７，３４３．０４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
入６６，２８３．６２万元，利润总额１６，６１８．３４万元，净利润１２，６８９．７５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７７、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０７年６月４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中山路９号
法定代表人：吉仕林
注册资本：１０，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１００％的股权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４４２，１４８．８２万元， 负债总额为３５４，８６９．２７万元， 净资产为８７，２７９．５５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４４，
５４７．８４万元，利润总额１４，６５４．１７万元，净利润９，８８６．７０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４９４，９５９．５９万元，负债总额为３８３，２３３．２５万元，净资产为１１１，７２６．３４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
入２４，５１１．８５万元，利润总额２３，１８５．８７万元，净利润２４，４４６．７９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７８、公司名称：淄博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３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积家村综合办公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王明建
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４９．５７％的股权，员工跟投企业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天津金泰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天津金福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其０．７８％、０．５２％、０．１３％的股权，山东恒兴茂业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４９％的股
权。
股权结构：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７２，６４５．５５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７６，１７４．５５万元，净资产为－３，５２９．００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０．０６万
元，利润总额－３０８．５８万元，净利润－２３８．８３万元。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８０，６００．６７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８４，６５３．３２万元，净资产为－４，０５２．６５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实现营业收
入１．４９万元，利润总额－５２２．１７万元，净利润－５２３．６５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７９、公司名称：淄博远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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