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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5 月 21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

表决董事 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戚金兴先生、朱慧明先生、莫建华先生、沈伟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提名汪祥耀先生、贾生华先生、于永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以上

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及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

无异议后，方可与其他四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

决。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鉴于房地产项目开发周期较长的特点，在合作项目预售后，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保护合作

各方的合法经济利益，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项目公司拟在充分保证项目后续经营建设所需资金

的基础上，并在符合相关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根据项目进度和整体资金安排，以闲置富余资

金按股权比例向股东提供财务资助。为提高上述事项的实施效率，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项目公司向合作方股东提供财务资助合计不超过 1,862,0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 2022-057号公告《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的正常资金需求，切实提高项目融资效率，保证子公司融资

工作的顺利推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房地产项目开发进度情况，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

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及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控股子公司分别提供总额

度不超过 77亿元及 31亿元的的新增担保， 本次授权期限自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之日起 12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 2022-058号公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公司为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

为满足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开发建设的正常资金需求，切实提高项目融资效率，保障合作项

目的良好运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房地产项目开发进度情况，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

公司为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29亿元，具体如下：

序号 被担保公司名称

公司权益比

例

合作项目

本次新增担

保额度

（

亿

元

）

1

杭州滨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3.00%

铁路北站单元

GS1105-R21-01B

地块

8

2

杭州滨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00%

闻堰南单元

SJH-XS1501-06

、

07

地块

8

3

杭州滨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00%

新街北单元

XSCQ1501-B1/B2-48

、

XSCQ1501-R21-37

、

46

7

4

杭州滨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

临浦镇浦南未来社区地块

3

5

杭州滨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

临平新城星桥区块

LP0701-14

地块

C57 3

合计

29

本次授权期限自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之日起 12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 2022-059号公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公司为参股房地产项目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千岛湖滨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朗公司” ）拟向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银团申请 4.8 亿元的融资，为切实提高项

目融资效率，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滨朗公司本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为主债权到

期余额的 70%（最高本金限额为 3.36亿元），具体内容以相关担保文件为准，合作方股东将按股权

比例对等提供担保。

2、公司参股公司台州滨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滨帆公司” ）拟向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7 亿元的融资，为切实提高项目融资效率，董事会同意公司按股权比例为台州

滨帆公司本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不超过 2800 万元的本金余额

及相应利息等，具体内容以相关担保文件为准。合作方股东将按股权比例对等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情请见公司 2022-060号公告《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指定高级管理人员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李渊先生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起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渊先生仍担任公

司副总裁。公司指定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沈伟东先生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情请见公司 2022-061号公告《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附件：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戚金兴先生：1962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正高级经济师，杭州市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

二届人大代表，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杭州市房地产业协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浙商全国理事

会主席团主席，浙商理事会主席，浙江省浙商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经营管理研究会副会长，浙江

省民营企业发展联合会不动产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 浙江大学 MBA 研究生企业导师。 荣获

2017年十大风云浙商，曾获中国经营大师，中国优秀房地产企业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浙江省劳

动模范，中国推进城市化进程十大突出贡献者，中国住宅产业领军人物，中国房地产品牌贡献人

物，最具社会责任感形象大使，浙江经济年度人物，浙江省房地产十大风云人物，浙江省伯乐奖，春

风行动特别贡献奖等荣誉。2003 年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兼任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

戚金兴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11.94％的股份，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64％的股权，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朱慧明先生：1963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工程师、正高级经济师，杭州市劳动模范、中国地产百

杰， 杭州市房地产业协会第八届理事会执行会长， 杭州市人大代表。2003 年至今任公司董事、总

裁。 曾任杭州滨江房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988

年－1992年任职于杭州市江干区第四建筑工程公司。

朱慧明先生持有公司 3.22％的股份， 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8％的

股权，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 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任职条件。

莫建华先生：1970年出生，EMBA，工程师。2003年至 2012 年 5 月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2012年 5月至今任今公司董事；曾任杭州滨江房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杭州滨江房产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988年－1992年任职于杭州市江干区第四建筑工程公司。

莫建华先生持有公司 3.22％的股份， 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8％的

股权，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 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任职条件。

沈伟东先生： 1973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任公司副总裁、财务

总监。2007年 5月起任公司财务总监。2004年－2007年就职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杭州分

所，曾任业务部门经理；2000年－2003年就职于浙江东方会计师事务所，历任项目经理、部门经理

助理、部门副经理；1995年－2000年就职于浙江省计划与经济委员会。

沈伟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汪祥耀先生：1957年出生，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经济学博士，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曾获浙江省高等教学成果奖一、二等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多项奖项。兼任中

国会计学会会计准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学术委员，同时兼任贝因美股份有限

公司、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汪祥耀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曾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

贾生华先生： 1962 年 1 月生，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89 年参加工作，1995 年 1 月

起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执教；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房地产、土地管理、企业管理等。曾任西北农业大

学农业经济系副书记，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工商管理系主任、MBA� 教育中心主任，浙江大

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等职。现任浙江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和中国房地

产研究会专家委员会成员，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房地产业协会房地产研究分会

主任，浙江省高级经济师协会建筑与房地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兼任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

执行董事，南都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德信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

贾生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曾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

于永生先生：1969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现任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省

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中国会计学会理事、高级会员。1991年 7月于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外国语学

院本科毕业；2006年 7月获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硕士学位；2009 年 7 月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

学博士学位。于永生先生于 1991 年 8 月参加工作，1991 年 8 月至 1993 年 12 月任齐齐哈尔师范学

院教师，1994 年 1 月至 1997 年 12 月任齐齐哈尔铁路运输职工大学讲师，1998 年 1 月至 2001 年 9

月任中国地质工程公司国外项目部翻译、商务经理助理，2001年 10月至今先后任浙江财经大学副

教授、教授，曾任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现兼任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富通信

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于永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曾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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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5 月 21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在杭州市庆春东路 38 号

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赵军主持，应参加会议监事 3 人，实到 3 人。本次会议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届满，监事会提名陈国灵女士、薛蓓蕾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候选人（具体简历见附件）。上述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后，将与公司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陈国灵女士，1972年 8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杭州普特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

经理，公司监事。陈国灵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

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查询，陈国灵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薛蓓蕾女士，1981 年 12 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会计，公司监事。

薛蓓蕾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薛蓓蕾

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

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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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股东提供财务

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1、基本情况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部分项目由公司与合作方共同设立项

目公司（项目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或“控股子公司” ）进行合作开发。

鉴于房地产项目开发周期较长的特点，在合作项目预售后，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保护合作

各方的合法经济利益，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项目公司拟在充分保证项目后续经营建设所需资金

的基础上，并在符合相关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根据项目进度和整体资金安排，以闲置富余资

金按股权比例向股东提供财务资助。为提高上述事项的实施效率，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项目公司向合作方股东提供财务资助合计不超过 1,862,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公司名称 合作项目

股权比例

提供财务资助额度

（

万元

）

公司 合作方 公司 合作方

1

杭州星滨置业有限公司 滨耀城

50.00% 50.00% 30,000 30,000

2

杭州滨硕实业有限公司 钱潮鸣翠云筑

70.00% 30.00% 70,000 30,000

3

杭州滨耀置业有限公司 湖悦岚湾

50.00% 50.00% 70,000 70,000

4

丽水市滨嘉置业有限公司 丽水观品轩

60.00% 40.00% 90,000 60,000

5

杭州滨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蜀山枫翠岚湾

50.00% 50.00% 60,000 60,000

6

杭州滨兴实业有限公司 栖江揽月轩

60.00% 40.00% 210,000 140,000

7

杭州滨甬实业有限公司 观翠揽月轩

80.00% 20.00% 440,000 110,000

8

杭州滨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棠前嘉座

38.00% 62.00% 61,290 100,000

9

杭州滨麟置业有限公司 春宸上府

34.00% 66.00% 92,727 180,000

10

杭州滨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晖府

50.00% 50.00% 150,000 150,000

11

杭州千岛湖滨翠海岸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千岛湖半岛印象

北区

60.00% 40.00% 15,000 10,000

12

杭州千岛湖滨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千岛湖湖滨印象

南区

70.00% 30.00% 81,667 35,000

13

杭州千岛湖滨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千岛湖湖滨印象

北区

70.00% 30.00% 28,000 12,000

14

桐乡市安璟置业有限公司 南城明月苑

50.00% 50.00% 50,000 50,000

15

湖州滨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州鸣翠里

55.00% 45.00% 48,889 40,000

16

南京滨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翡翠春江府

55.00% 45.00% 122,222 100,000

17

兰溪红狮滨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滨江红狮上品

50.00% 50.00% 50,000 50,000

18

杭州滨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河鸣翠

40.00% 60.00% 8,000 12,000

19

杭州滨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御滨府

26.50% 73.50% 3,605 10,000

20

淳安千岛湖森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千岛湖城市之星

30.00% 70.00% 21,429 50,000

21

杭州滨鸿实业有限公司

余政储出

【

2021

】

28

号地块项目

50.00% 50.00% 50,000 50,000

22

苏州滨望置业有限公司 苏州锦麟壹品

50.00% 50.00% 30,000 30,000

23

义乌翠语华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义乌翠语华庭

50.00% 50.00% 70,000 70,000

24

杭州滨江盛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湘湖里

50.00% 50.00% 230,000 230,000

25

深圳市爱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浪口旧屋村

65.00% 35.00% 92,857 50,000

26

深圳市南方远大传媒置业有限公司 深圳南方大厦

51.00% 49.00% 31,224 30,000

27

平湖滨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平湖尚品

51.00% 49.00% 39,551 38,000

28

天台杨帆慈悦置地有限公司 天台江山慈悦

50.00% 50.00% 65,000 65,000

合计金额 ―― ―― ――

2,311,462 1,862,000

2、审议程序

2022年 5月 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股东

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

事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为公司和相关项目的合作方，相关项目合作方

情况如下：

(一)�杭州盛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盛元” ）

公司拟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合作方杭州盛元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杭州滨江盛

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江盛元” ）富余资金，滨江盛元开发的湘湖里项目位于杭州

市萧山区。公司与杭州盛元分别持有滨江盛元 50%的股权。合作方具体情况如下：

杭州盛元成立于 2002年 9月 11日，法定代表人：倪信才；注册资本：12762.43万元；住所：浙江

省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益农大道；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控股股东为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杭州盛元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二)�杭州浙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浙沁” ）、深圳安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安创资管）

公司拟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合作方杭州浙沁、安创资管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

杭州滨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合公司” ）富余资金，滨合公司开发的江河鸣翠项目

位于杭州市上城区。公司与杭州浙沁、安创资管分别持有滨合公司 40%、39%、21%的股权。合作方

具体情况如下：

（1） 杭州浙沁基本情况

杭州浙沁成立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紫荆花路 108 号 177 室；法定

代表人：吴恒；注册资本：23790 万元；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控股股东为浙江绿城房

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2） 安创资管基本情况

安创资管成立于 2016 年 3 月 9 日；法定代表人：陈立阳；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住所：深圳市

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兴办实业（具体

项目另行申报）；投资项目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控股股东为深圳平安创科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浙沁、安创资管均非失信被执行人。

杭州浙沁、安创资管均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

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红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狮集团” ）

公司拟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合作方红狮集团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兰溪红狮滨

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狮滨江” ）富余资金，红狮滨江开发的滨江红狮上品项目位

于金华兰溪市。公司与红狮集团分别持有红狮滨江 50%的股权。合作方具体情况如下：

红狮集团成立于 2004年 3月 25日，法定代表人：章小华；注册资本：80000 万元；住所：浙江省

金华市兰溪市东郊上郭；经营范围：对企业投资、参股；建筑材料的购销；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财务

管理咨询服务；建材工业技术咨询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控股股东为章小华。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红狮集团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四)�苏州拿地宝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拿地宝” ）

公司拟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合作方拿地宝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苏州滨望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滨望公司” ）富余资金，苏州滨望公司开发的苏州锦麟壹品项目位于苏

州市吴中区。公司与拿地宝分别持有苏州滨望公司 50%的股权。合作方具体情况如下：

拿地宝成立于 2020-04-16，法定代表人为蔡菲菲，注册资本为 10 万元人民币，企业地址位于

苏州市吴江区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东太湖大道 7070 号亨银金融大厦 -2001，所属行业为批发业，

经营范围包含：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零售；仪器仪表销售；办公设备销

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控股股东为苏州锦铢庭商贸有限公司。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拿地宝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五)�桐乡市安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豪投资” ）

公司拟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合作方安豪投资拟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桐乡市安

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璟置业” ）富余资金，安璟置业开发的南城明月苑项目位于嘉兴桐

乡市。公司与安豪投资分别持有安璟置业 50%的股权。合作方具体情况如下：

安豪投资成立于 2016-12-13，法定代表人为姜冶，注册资本为 30000 万元人民币，企业地址

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高桥街道悦容路 288 号 10 幢 3 层 101 室，所属行业为商务服务业，经营

范围包含：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以上不含证券、期货、保险及其他金融业务）；投资兴办实业；投资

项目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物业管理；自有物业租赁；文化艺术创意。控股股

东为深圳平安创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深圳平安创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安豪投资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六)�南京名弘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弘置业” ）

公司拟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合作方名弘置业拟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南京滨鸿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鸿公司” ）富余资金，滨鸿公司开发的翡翠春江府项目位于江

苏省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与名弘置业分别持有滨鸿公司 55%和 45%的股权。合作方具体情

况如下：

名弘置业成立于 2020-04-15，法定代表人为裴丹，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人民币，企业地址位

于南京市秦淮区双龙街 2 号 2 号楼 105 室，所属行业为房地产业，经营范围包含：许可项目：房地

产开发经营；住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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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住房租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

酒店管理；停车场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用品零售。控股股东为南京名锦

置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名弘置业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七)�湖州城信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城信” ）

公司拟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合作方湖州城信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湖州滨望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滨望公司” ）富余资金，湖州滨望公司开发的湖州鸣翠里项目

位于湖州市湖新区。公司与湖州城信分别持有湖州滨望公司 55%、45%的股权。合作方具体情况如

下：

湖州城信成立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法定代表人为钱哲人，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企

业地址位于浙江省湖州市仁皇山路 501 号 1002 室，所属行业为房地产业，经营范围包含：许可项

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设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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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工程管理服务；物业管理；住房租赁；规划设计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园林

绿化工程施工。控股股东为湖州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湖州城信非失信被执行人。

湖州城信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八)�杭州居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居易房产” ）、杭州润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润枫置业” ）

公司拟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合作方居易房产、润枫置业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

杭州千岛湖滨翠海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翠海岸公司” ）、杭州千岛湖滨朗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朗公司” ）和杭州千岛湖滨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灿

公司” ）富余资金，滨翠海岸公司开发的千岛湖半岛印象北区、滨朗公司开发的千岛湖湖滨印象南

区和滨灿公司开发的千岛湖湖滨印象北区均位于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公司与居易房产、润枫

置业分别持有滨翠海岸公司 60%、30%和 10%的股权；公司与居易房产、润枫置业分别持有滨朗公

司和滨灿公司 70%、10%和 20%的股权。合作方具体情况如下：

（1） 居易房产基本情况

居易房产成立于 1999 年 5 月 14 日，法定代表人：何柏林；注册资本：2000 万元；住所：浙江省

杭州市千岛湖镇新安大街 107号；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控股股东为何柏林。

（2） 润枫置业基本情况

润枫置业成立于 2007年 1月 22日，法定代表人为张德明，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人民币，企业

地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环翼城 1 幢 307 室，所属行业为房地产业，经营范围包含：服务：房

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管理咨询；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控股股东为张德明。

居易房产、润枫置业均非失信被执行人。

居易房产、润枫置业均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

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九)�杭州居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居易房产” ）、胡建平、钱烈马

公司拟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合作方居易房产、胡建平、钱烈马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

公司淳安千岛湖森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垄公司” ）、富余资金，森垄公司开发的

千岛湖城市之星项目位于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公司与居易房产、胡建平、钱烈马分别持有森垄

公司 30%、25%、25%和 20%的股权；合作方具体情况如下：

（1） 居易房产基本情况详见本节（八）

（2） 胡建平、钱烈马基本情况

胡建平，男，汉族，身份证号：330127********0012。

钱烈马，男，汉族，身份证号：330127********0012。

以上自然人均非失信被执行人。

胡建平、钱烈马均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

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十)�金华天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天骏” ）、杭州路港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路港” ）

公司拟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合作方金华天骏、杭州路港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

义乌翠语华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乌翠语华庭公司” ）富余资金，义乌翠语华庭公

司开发的义乌翠语华庭项目位于金华义乌市。公司与金华天骏、杭州路港分别持有义乌翠语华庭

公司 50%、25%、25%的股权。合作方具体情况如下：

（1） 金华天骏基本情况

金华天骏成立于 2020年 10月 9 日；住所：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多湖街道光南路 68 号总部中

心 2# 楼 1503 室北边办公室；法定代表人：杨波；注册资本：10 万元；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控股股

东为杭州天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杭州路港基本情况

杭州路港成立于 2015年 6月 3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杭州迪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注册地址为浙江省上城区白云路 22号 216室，注册资本为 50090万元，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

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控股股东为杭州汇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金华天骏、杭州路港均非失信被执行人。

金华天骏、杭州路港均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

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十一)�杭州兴耀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耀房产” ）

公司拟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合作方兴耀房产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杭州星滨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滨公司” ）、杭州滨硕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硕公司” ）、杭州滨

耀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耀公司” ）、丽水市滨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嘉公司” ）、

杭州滨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晨公司” ）富余资金，星滨公司开发的滨耀城项目位

于杭州市临平区，滨硕公司开发的钱潮鸣翠云筑位于杭州市上城区，滨嘉公司开发的丽水观品轩

位于丽水市莲都区，滨耀公司开发的湖悦岚湾和滨晨公司开发的蜀山枫翠岚湾均位于杭州市萧山

区。公司与滨耀房产分别持有星滨公司、滨耀公司和滨晨公司各 50%的股权。公司与滨耀房产分别

持有滨嘉公司 60%和 40%的股权。公司与滨耀房产分别持有滨硕公司 70%和 10%的股权。合作方具

体情况如下：

兴耀房产成立于 1999 年 6 月 7 日，法定代表人：黄东良；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住所：杭州市

滨江区江南大道 518 号兴耀大厦 9 层；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控股股

东为杭州兴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兴耀房产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十二)�浙江保利城市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保利” ）、杭州恺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恺创置业）

公司拟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合作方浙江保利、恺创置业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

杭州滨兴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兴实业” ）富余资金，滨兴实业开发的栖江揽月轩项目位于

杭州市上城区。公司与浙江保利、恺创置业分别持有滨兴实业 60%、20%、20%的股权。合作方具体

情况如下：

（1） 浙江保利基本情况

浙江保利成立于 2007 年 11 月 2 日；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中盛府 13 幢 2103 室；法定代

表人：唐翔；注册资本：10000万元；控股股东为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

开发经营，物业管理，酒店管理，承接房屋建筑工程，土木建筑工程，建筑安装工程，建筑装饰工程。

控股股东为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恺创置业基本情况

恺创置业成立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法定代表人为王榀，注册资本为 20000 万元人民币，企业

地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江淑路 260号 10762室(自主申报)，所属行业为房地产业，

控股股东为杭州恺歆融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含：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控股

股东杭州恺宇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保利、恺创置业均非失信被执行人。

浙江保利、恺创置业均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

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十三)�浙江中豪房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豪房产” ）

公司拟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合作方中豪房产、浙江保利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

杭州滨甬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甬公司” ）富余资金，滨甬公司开发的观翠揽月轩项目位于

杭州市上城区。公司与中豪房产、浙江保利分别持有滨甬公司 80%、10%和 10%的股权。合作方具体

情况如下：

中豪房产成立于 1999 年 9 月 27 日，法定代表人为徐国耀，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企

业地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中豪五福天地商业中心 1幢 2201 室，经营范围为房地产的开发、

建设、经营，企业策划咨询服务，商业信息咨询服务，建筑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设计、施工，室

内设计，酒店管理，物业管理，资产管理，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控股股东为浙江中豪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中豪房产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十四)�浙江建杭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杭置业” ）

公司拟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合作方建杭置业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杭州滨建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建公司” ）富余资金，滨建公司开发的江晖府项目位于杭州市滨

江区。公司与建杭置业各持有滨建公司 50%的股权。合作方具体情况如下：

建杭置业成立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法定代表人为潘洪祥，注册资本为 50000 万元人民币，企

业地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迪凯银座 902 室 -3，所属行业为房地产业，经营范围包含：房地

产开发，房地产中介，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市政工程，建筑工程，地基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室内装

饰工程；批发、零售：建筑材料，钢材，五金，装饰材料，水泥制品，办公设备，橡胶制品，化工产品

（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控股股东为浙江建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建杭置业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十五)�杭州金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金远” ）、杭州星洲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星洲商务” ）、海威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威置业” ）、杭州德骁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德骁” ）、杭州延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延珊” ）

公司拟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合作方杭州金远、星洲商务、海威置业、杭州德骁、杭州延

珊及中豪房产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杭州滨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滨绍公

司” ）富余资金，滨绍公司开发的棠前嘉座项目位于杭州市拱墅区。公司和杭州金远分别持有滨绍

公司 38%和 22%的股权，星洲商务、海威置业、杭州德骁、杭州延珊及中豪房产各持有滨绍公司 8%

的股权。合作方具体情况如下：

（1） 杭州金远基本情况

杭州金远成立于 2021-06-29，法定代表人为张中木，注册资本为 300 万元人民币，企业地址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白石巷 258、260 号 1102 室，所属行业为商务服务业，经营范围为企业管

理，控股股东为浙江省经协集团有限公司。

（2） 星洲商务基本情况

星洲商务成立于 2019-08-12，法定代表人为黄东良，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人民币，企业地址位

于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西兴路 2333 号星澜大厦 4 幢 1107 室， 所属行业为商务服务业，

经营范围为商务信息咨询，控股股东为杭州兴耀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3） 海威置业基本情况

海威置业成立于 1999-09-13，法定代表人为莫炜国，注册资本为 12800 万元人民币，企业地

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滨康路 101 号 7 幢 2508 室，所属行业为房地产业，经营范围

为房地产开发、经营。控股股东为海威控股有限公司。

（4） 杭州德骁基本情况

杭州德骁成立于 2021-04-13，法定代表人为胡斌，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企业地址位

于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彭埠街道鸿泰路 133号天空之翼商务中心 4 号楼 766 室，所属行业为商务

服务业，经营范围为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控股股东为德清弘芷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 杭州延珊基本情况

杭州延珊成立于 2021-06-25，法定代表人为金玉仙，注册资本为 10 万元人民币，企业地址位

于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万融城 10、11、12 幢 205 室， 所属行业为商务服务业， 经营范围为企业管

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控股股东为众行致远（青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中豪房产基本情况详见本节（十三）

以上合作方均非失信被执行人。

以上合作方均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

倾斜的其他关系。

(十六)�杭州绿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昌置业” ）、杭州建杭顺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建杭顺和” ）、

浙江元垄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垄地产” ）

公司拟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合作方绿昌置业、建杭顺和、元垄地产按股权比例调用控

股子公司杭州滨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兴公司” ）富余资金，滨兴公司开发的御滨

府项目位于杭州市滨江区。公司持有滨兴公司 26.5%的股权，绿昌置业、建杭顺和、元垄地产各持

有滨兴公司 24.5%的股权。合作方具体情况如下：

（1） 绿昌置业基本情况

绿昌置业成立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法定代表人为路向前，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企

业地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紫塍路 36 号 2 幢 404 室 A，所属行业为零售业，经营范围

包含：服务：房地产开发（凭有效资质证经营）；批发、零售：建筑材料，日用百货，装饰材料；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控股股东为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建杭顺和基本情况

建杭顺和成立于 2019年 9月 10日，法定代表人为潘洪祥，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人民币，企业

地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大名空间商务大厦 2101 室，所属行业为房地产业，经营范围包含：

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房产中介，物业管理，承接市政工程、建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

室内装饰工程；销售：建筑材料，钢材，五金交电，装饰材料，电气设备，办公设备，橡胶制品、化工产

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控股股东为浙江建杭置业有限公司。

（3） 元垄地产基本情况

元垄地产成立于 2000年 1月 11日，法定代表人为陈雅文，注册资本为 8000万元人民币，企业

地址位于绍兴市柯桥区柯桥鉴湖路百福园，所属行业为房地产业，经营范围包含：许可项目：房地

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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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住房

租赁。控股股东为绍兴和诚化纤有限公司。

绿昌置业、建杭顺和、元垄地产均非失信被执行人。

绿昌置业、建杭顺和、元垄地产均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十七)�杭州市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城建” ）、杭州金汇世纪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汇世纪” ）

公司拟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合作方杭州城建、金汇世纪、中豪房产按股权比例调用控

股子公司杭州滨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麟公司” ）富余资金，滨麟公司开发的春宸上府项

目位于杭州市上城区。公司持有滨麟公司 34%的股权，杭州城建、金汇世纪、中豪房产分别持有滨

麟公司 33%、15%和 18%的股权。合作方具体情况如下：

（1） 杭州城建基本情况

杭州城建成立于 1989年 7月 25日，法定代表人为吴旭东，注册资本为 135000万元人民币，企

业地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长生路 9号，所属行业为房地产业，经营范围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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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为杭州城建众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 金汇世纪基本情况

金汇世纪成立于 2021-12-30，法定代表人为章碧海，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人民币，企业地址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文居街 628号，所属行业为商务服务业，经营范围包含：一般项

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集

贸市场管理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服务评估；软件开发；安全咨询服务；柜台、摊

位出租；房屋拆迁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控股股东为杭州众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 中豪房产基本情况详见本节（十三）

以上合作方均非失信被执行人。

以上合作方产均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

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十八)�深圳市爱义福鑫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义福鑫” ）

公司拟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合作方爱义福鑫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深圳市爱义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义公司” ）和深圳市南方远大传媒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方远大公司” ）富余资金，爱义公司开发的深圳浪口旧屋村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华区，南方远大

公司开发的南方大厦项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公司与爱义福鑫分别持有爱义公司 65%和 35%的股

权，公司与爱义福鑫分别持有南方远大公司 51%和 49%的股权。合作方具体情况如下：

爱义福鑫成立于 2014年 6 月 3 日，法定代表人为赵义良，注册资本为 1600 万元人民币，企业

地址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福强社区上步中路 1011号工会大厦附楼 205，经营范围为投资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在合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国内贸易；企

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控股股东为杨明清。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爱义福鑫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十九)�杭州广日电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日电梯” ）

公司拟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合作方广日电梯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杭州滨鸿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鸿实业” ）富余资金，滨鸿实业开发的余政储出【2021】28 号地块项目

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公司与广日电梯各持有滨鸿实业 50%的股权。合作方具体情况如下：

广日电梯成立于 1996年 6 月 4 日，法定代表人为陈龙，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企业地

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金昌路 2008、2010 号 2 幢 4332 室，所属行业为批发业，经营

范围包含：批发、零售：电梯及配件，制冷设备；服务： 投资管理（除证券、期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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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安装维修（限现场）。

控股股东为陈龙。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广日电梯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二十)�浙江南慧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慧控股” ）

公司拟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合作方南慧控股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平湖滨慧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慧公司” ）富余资金，滨慧公司开发的平湖尚品项目位于嘉兴平

湖市，公司与南慧控股分别持有滨慧公司 51%和 49%的股权。合作方具体情况如下：

南慧控股成立于 2003年 2 月 12 日，法定代表人为蔡平，注册资本为 800 万美元，企业地址位

于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当湖街道城南东路 345号，所属行业为房地产业，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控

股公司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家居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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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食品经营。控股股东为

香港耀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南慧控股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二十一)�浙江杨帆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杨帆地产” ）、杭州新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新泷” ）

公司拟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合作方杨帆地产、杭州新泷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

天台杨帆慈悦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杨帆慈悦” ）富余资金，杨帆慈悦开发的天台江山慈悦项

目位于台州市天台县，公司与杨帆地产、杭州新泷分别持有滨鸿实业 50%、40%和 10%的股权。合作

方具体情况如下：

（1）杨帆地产基本情况

浙江杨帆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11-26，法定代表人为杨兴参，注册资本为 68880 万

元人民币，企业地址位于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始丰街道森然御府 1 幢 808 室，所属行业为房地产

业，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开发经营，酒店投资，市场管理服务。控股股东为森然杨帆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2）杭州新泷基本情况

杭州新泷成立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杭州迪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注册地址为浙江省杭州市龙井 160号 -3，注册资本为 106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控

股股东为杭州汇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杨帆地产、杭州新泷均非失信被执行人。

杨帆地产、杭州新泷均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

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项目公司仅在充分预留项目后续建设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后，在符合相关预售款管理规定的

前提下，于闲置富余资金范围内，按各股东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公司负责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

及财务管理，在财务资助过程中，项目公司将会根据资金富余情况，陆续实施财务资助，并在每笔

财务资助前，履行项目公司相应的审批程序。

当项目公司资金不能满足未来支出时，各股东方应该按照项目公司的通知要求及时归还财务

资助款，用于项目建设运营。如任一方股东未按照项目公司通知归还财务资助款，构成违约的，违

约方需按照合作约定支付相应的违约金并赔偿项目公司及守约股东的相应损失。

公司将密切关注合作方的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变化及商业信誉等的变化情况，积极采取措施

防范风险以保证项目公司资金安全。

四、董事会意见

项目公司在充分保证项目后续建设及项目公司营运所需资金，并在符合相关预售款管理规定

的前提下，按股权比例向公司及合作方提供财务资助，符合地产行业的运作惯例，有利于提高资金

的使用效率，保护合作各方的合法经济利益。本次财务资助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项目公司向股东方提供财务资助，是以保证项目经营建设资金需求和符合相关预售款管理规

定为前提，并将根据项目进度和整体资金安排予以实施，该等财务资助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保护合作各方的合法经济利益。本事项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六、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1,677,015.90万元，不存在逾期情

况。

七、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独立董事关于五届六十八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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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945,313.0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94.53％。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的正常资

金需求，切实提高项目融资效率，确保子公司融资工作的顺利推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房地产项目开发进度

情况，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及资

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控股子公司分别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77 亿元及 31 亿元的新增担保，具体情况

如下：

1、授权期间：自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之日起 12个月。

2、以上经股东大会授权的由董事会批准的担保事项，须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

议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审议同意。

3、具体实施时，将根据公司或子公司与贷款银行或相关权利人签订的担保合同办理。公司将

按持股比例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包括反担保）。子公司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对其提供同等担

保或反担保等风险控制措施。

上述授权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纳入本次新增授权担保范围的控股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子公司：

1、杭州滨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 5月 7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凯旋路 147号 381室

法定代表人：刘奇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股东情况：根据合作协议安排，公司和杭州驭星置业有限公司将分别持有其 67%和 33%的股

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系杭政储出【2022】1号地块的开发主体。

2、杭州滨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 5月 10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 197号 366室

法定代表人：沈东强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股东情况：根据合作协议安排，公司、杭州兴耀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和杭州驭星置业有限

公司将分别持有其 60%、20%和 20%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系杭政储出【2022】4号地块的开发主体。

3、杭州滨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 5月 12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银泰城 2幢 701-706室 -59

法定代表人：练达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股东情况：根据合作协议安排，公司和坤和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各持有其 50%的股权，公

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系杭政储出【2022】6号地块的开发主体。

4、杭州滨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 5月 7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市心北路 857号 502室

法定代表人：莫英杰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股东情况：根据合作协议安排，公司将持有其 28%的股权，杭州兴耀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建杭置业有限公司和杭州金汇世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将各持有其 24%的股权，公司与其

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系萧政储出【2022】6号地块的开发主体。

5、杭州滨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 5月 16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仓兴街 114号 201室

法定代表人：李周捷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股东情况：根据合作协议安排，公司、杭州市房地产联合开发有限公司和杭州建华置地有限公

司将分别持有其 63%、27%和 10%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系余政储出【2022】10号地块的开发主体。

6、杭州星州盛和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 5月 9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东湖街道龙船坞路 96号 3幢 1楼 105室

法定代表人：于伟

注册资本：1000万元

股东情况：根据合作协议安排，公司、坤和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金园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将分别持有其 36.85%、33%和 30.15%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系临平政储出【2022】2号地块的开发主体。

7、杭州滨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 5月 16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仓兴街 114号 301室

法定代表人：李周捷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系余政储出【2022】12号地块的开发主体。

8、金华虹光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 1月 27日

住所：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东城街道总部中心金典大厦 26楼东面第二间(自主申报)

法定代表人：林国平

注册资本：400100万元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系永康众泰小镇项目的开发主体。

以上被担保对象均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审议通过的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预计担保额度，将根据控股子公司融资情况决定是

否予以实施。截止目前，本次新增担保事项尚未发生，担保协议亦未签署。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公

司将按照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系自公

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之日起 12个月内控股子公司项目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控

股子公司融资效率，保障项目的良好运作。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1,945,313.09万元，均为对控股子公司及

参股公司的担保，对外担保总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4.53％，其中对合并报表外的

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298,252.5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49％。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44� � �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2022－059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公司

为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945,313.0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94.53％。

一、担保事项概述

为满足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参股公司项目开发建设的正常

资金需求，切实提高项目融资效率，保障合作项目的良好运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的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房地产项目开发进度情

况，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公司为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29

亿元的新增担保，本次预计担保对象情况如下：

担保

公司

被担保公司名称

公司权

益比例

合作项目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本次新增担

保额度

（

亿

元

）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净资产

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公司

杭州滨秀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33.00%

铁路北站单元

GS1105-R21-

01B

地块

- 8 3.89%

否

公司

杭州滨昱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40.00%

闻堰南单元

SJH-XS1501-06

、

07

地块

- 8 3.89%

否

公司

杭州滨昕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40.00%

新街北单元

XSCQ1501-B1/

B2-48

、

XSCQ1501-R21-37

、

46

- 7 3.40%

否

公司

杭州滨越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

临浦镇浦南未来社区地块

- 3 1.46%

否

公司

杭州滨侨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50%

临平新城星桥区块

LP0701-

14

地块

C57

- 3 1.46%

否

合计

29 14.10%

本次担保授权期间自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之日起 12个月。

在满足下列条件下，公司可以在参股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但累计调剂总额不得超过

预计担保总额度的 50%：

（一）获调剂方的单笔调剂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二）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股东大会

审议担保额度时）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三）在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四）获调剂方的各股东按出资比例对其提供同等担保或反担保等风险控制措施。

具体实施时，将根据公司与贷款银行或相关权利人签订的担保合同办理。公司作为参股房地

产项目公司股东，将按持股比例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包括反担保）。参股房地产

项目公司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对其提供同等担保或反担保等风险控制措施。

上述授权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杭州滨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 5月 7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拱康路 77号(富康大厦)B座 3层 331室

法定代表人：谢晋云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股东情况：根据合作协议安排，公司、招商局地产（杭州）有限公司和杭州市城建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将分别持有其 33%、34%和 33%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系杭政储出[2022]5号地块项目的开发主体。

以上被担保对象非失信被执行人。

2、杭州滨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 5月 18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湘湖金融小镇二期中区块南岸 3B号楼 108-162室

法定代表人：钱忠贤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40%的股权，杭州誉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香港金帝集团有限公司和浙

江金帝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 35%、20%和 5%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等。系萧政储出【2022】9号地块项目的开发

主体。

以上被担保对象非失信被执行人。

3、杭州滨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 5月 19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明星路 371号 1幢 819-7

法定代表人：钱忠贤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股东情况：公司和浙江金帝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 40%和 60%的股权。公司与其他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等。系萧政储出【2022】15 号地块项目的开

发主体。

以上被担保对象非失信被执行人。

4、杭州滨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 5月 7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工业功能区一期康发科创园 E409-8室

法定代表人：丁玲琴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10%的股权，杭州萧山城区建设有限公司和杭州萧山临浦镇城建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 80%和 10%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下转 B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