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18-071号 

债券简称：15金科 01     债券代码：112272 

债券简称：18金科 01     债券代码：112650 

债券简称：18金科 02     债券代码：112651 

一、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为实现公司发展目标，加大合资合作力度，提高市场竞争力，金科地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满足参股公司项目获取及建设资金需要，

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

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对部分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 38.411 亿元。

具体情况如下： 

1、遵义宸梁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遵义宸梁”）目前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遵义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义金科”）100%持股，为实现

公司发展目标，加大合资合作力度，提高市场竞争力，遵义金科与成都中梁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中梁”）、宁波忠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宁波忠文”）签订《遵义市新蒲新区 2017-XP-80宗地项目合作开发协议》，

约定由成都中梁、宁波忠文向遵义宸梁增资，共同开发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的房地

产项目。增资完成后，遵义金科持股 50%，成都中梁持股 35%，宁波忠文持股 15%，

按照《遵义市新蒲新区 2017-XP-80 宗地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的相关约定，遵义

宸梁由公司主导开发，按照公司的运营管理模式进行运营和管理，当遵义宸梁经

营资金不足时，可由遵义宸梁采取融资的方式获取资金，不能通过融资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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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三方按股权以股东借款的方式同步投入资金解决，因遵义金科持有遵义宸梁的

股权比例不超过 50%，故公司拟为其提供股东借款行为将构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公司原则上拟按股权比

例为遵义宸梁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 3.5亿元，期限 1年，无息。 

2、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金科上尊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上尊”）

与重庆新昆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新昆翔”）签订了《重庆市

永川区 A 标准分区 A2-6-4/01 地块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由金科上尊向重庆昆翔

誉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翔誉棠”）增资，共同开发位于重庆市

永川区房地产项目。增资完成后，金科上尊将持有其 50.5%的股权、重庆新昆翔

持有其 49.5%的股权，按照《合作开发协议》的相关约定，昆翔誉棠由公司主导

开发，按照公司的运营管理模式进行运营和管理，当昆翔誉棠经营资金不足时，

可由其采取融资的方式获取资金，不能通过融资解决的，由双方按股权比例以股

东借款的方式同步投入资金解决，根据协议约定公司对昆翔誉棠无控制权，因此

昆翔誉棠为公司非并表参股公司，故公司拟为其提供股东借款行为将构成公司对

外提供财务资助。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公司原则上

拟按股权比例为昆翔誉棠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 2.6亿元，期限 1年，年利率

12%。 

3、河南国丰园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国丰园”）目前由公司全资子

公司无锡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洛阳安得居置业有限公司

持有其 49%的股权，因章程修改导致河南国丰园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变更为非并表

参股公司，故公司拟为其提供股东借款行为将构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按照

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公司拟为河南国丰园提供财务资助

金额不超过 20亿元，期限 2年，按河南国丰园房商品房用地实际融资利率加 1%

计息。具体根据参股公司运营情况逐步投入，主要用于前期项目地块一级整治、

安置房建设等费用以及后期土地出让金支付等。 

4、公司与重庆碧桂园顺碧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桂园顺碧”）、重庆

启阳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启阳盛”）签订了《重庆市梁平区双桂街

道 LP-1-293号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公司全资设立项目公司重庆市金科骏志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骏志”），相关条件成就后由碧桂园顺碧和重



庆启阳盛共同向金科骏志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其 34%的股权，碧桂园顺

碧持有其 33%的股权，重庆启阳盛持有其 33%的股权，金科骏志为公司非并表参

股公司。按照《合作开发协议书》的相关约定，金科骏志由三方股东联合操盘，

按照三方股东约定的运营管理模式进行运营和管理，当金科骏志经营资金不足时，

可由金科骏志采取融资的方式获取资金，不能通过融资解决的，由股东借款的方

式投入资金解决，上述公司向金科骏志提供股东借款行为将构成公司对外提供财

务资助。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公司原则上拟按股权

比例为金科骏志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 1.5亿元，期限 1年，年利率 7%。 

5、云南金科鑫海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鑫海汇”）由公司全资子

公司重庆金科两江大酒店有限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云南万年投资有限公司持

有其 20%的股权、兴合（深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 20%的股权、昆明

易森盈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其 9%的股权，因合作协议修改导致云南鑫海汇由公司

控股子公司变更为非并表参股公司，故公司拟为其提供股东借款行为将构成公司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公司拟为

云南鑫海汇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 4亿元，期限 1年，年利率 10%。 

6、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金科骏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骏

旭”）与桐乡市安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乡安豪”）、中海地产投资

（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中海”）、深圳市安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深圳安创”）签订《天津滨海新区新港船厂项目合作协议》，深圳市安创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创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创良投资”）

100%股权，深圳创良投资持有天津骏业共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骏业

共创”）100%股权，深圳安创将其持有的深圳创良投资 33%股权转让给天津骏旭，

将其持有的深圳创良投资 33%股权转让给桐乡安豪，将其持有的深圳创良投资 34%

股权转让给天津中海，转让完成后，公司间接持有天津骏业共创 33%的股权，天

津骏业共创为公司非并表参股公司，故公司拟为其提供股东借款行为将构成公司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公司原则

上拟按股权比例为天津骏业共创增加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 5.511亿元，期限

1年，年利率 5.655%。 

7、公司全资子公司柳州金明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金明



柳”）与韩树东、刘京红签订了《柳州市响水湾现代江南小区项目合作开发协议》，

约定由柳州金明柳向柳州市方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方东”）

增资，后柳州金明柳将上述合同权利义务转移至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宁金卓立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金卓立”）名下，由南宁金卓立代为开发响水

湾项目。增资完成后，南宁金卓立将持有其 0.1%的股权、韩树东持有其 98.9%

的股权、刘京红持有其 1%的股权，按照《合作开发协议》的相关约定，在满足

以下条件后，南宁金卓立通过银行委托贷款方式向柳州方东提供 1.3 亿元借款，

公司拟为柳州方东提供委托贷款的行为将构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按照房地

产公司经营惯例及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公司为柳州方东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

1.3亿元，期限 24个月，年利率 12%。为控制委托贷款风险，柳州方东的其他股

东将其所持有的 99.9%股权质押给南宁金卓立作为委托贷款资金的担保，未经公

司书面同意，其他股东在合作期间内不得对外转让柳州东方股权，同时柳州东方

将项目地块二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给公司指定的委托贷款银行。 

上述事项已经 2018年 5月 23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为：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本议案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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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目前，公司未使用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其他股东情况 

1、公司名称：遵义宸梁房地产有限公司 

遵义宸梁成立于 2018年 3 月 19日，注册地址为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金科

中央公园城售楼部，法定代表人为张勇，注册资本为 2,000万元，主营业务为房

地产开发。 

遵义宸梁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为遵义新蒲新区 2017-XP-80 宗地香缇馆。 

主要的财务指标：该公司系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数据。 

股东情况：目前遵义金科持有其100%股权，根据合资合作协议安排相关方增



资完成后，遵义金科持股50%，成都中梁持股35%，宁波忠文持股15%，为公司非

并表参股公司。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上一会计年度无对其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2、公司名称：重庆昆翔誉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昆翔誉棠成立于 2018年 4 月 17日，注册地址为重庆市永川区和畅大道 998

号 33 幢 2-2，法定代表人为韩强，注册资本为 4,040.4 万元，主营业务为房地

产开发。 

昆翔誉棠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为永川区 A标准分区 A2-6-4/01 地块。 

主要的财务指标：该公司系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数据。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50.5%的股权，重庆新昆翔持有其49.5%的股权，为公

司非并表参股公司。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上一会计年度无对其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3、公司名称：河南国丰园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国丰园成立于 2013 年 07 月 24 日，注册地址为郑州市中原区航海西路

街道办事处郭厂村委会办公楼 1 楼，法定代表人为詹继军，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城中村改造、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河南国丰园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为郑州市中原区航西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主要的财务指标：截止 2017 年末，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38,120.54 万元，

负债总额为 333,662.04 万元，净资产为 4458.50 万元，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1794.15万元。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洛阳安得居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49%的股

权，因章程修改导致成为公司非并表参股公司。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上一会计年度无对其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4、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骏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科骏志成立于 2018年 2 月 28日，注册地址为重庆市梁平区双桂街道双桂

雅苑 D5 栋 1 单元 5-2，法定代表人为蒋思德，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主营业

务为房地产开发。 

金科骏志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为重庆市梁平区双桂街道 LP-1-293 号宗地项目。 

主要的财务指标：该公司系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数据。 



股东情况：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其34%的股权，重庆碧桂园顺碧置业有限

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重庆启阳盛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为公司非并

表参股公司。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上一会计年度无对其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5、公司名称：云南金科鑫海汇置业有限公司  

云南鑫海汇成立于 2013年 5月 15日，注册地址为云南省昆明市小板桥镇中

街 10号，法定代表人为高亢，注册资本为 50,000万元，主营业务为市政基础设

施建设、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 

云南鑫海汇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为昆明市官渡区六甲片区飞虎大道金科·时代

中心项目。 

主要的财务指标：截止 2017 年末，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442,929.18 万元，负

债总额 402,080.5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0,832.79 万元，2017年

营业收入 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974.51万元。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云南万年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20%的股

权、兴合（深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 20%的股权、昆明易森盈贸易有

限公司持有其 9%的股权，因合作协议修改导致成为公司非并表参股公司。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上一会计年度无对其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6、公司名称：天津骏业共创置业有限公司  

天津骏业共创成立于 2017 年 9 月 1 日，注册地址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

海路 249号 1号单体 5层，法定代表人为耿梅，注册资本为 3,000万元，主营业

务为房地产开发。 

天津骏业共创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为天津滨海新区新港船厂项目。 

主要的财务指标：截止 2017 年末，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09,689.69 万元，负

债总额 109,690.0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0.33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0.33万元。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33%的股权、桐乡市安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33%

的股权，中海地产投资（天津）有限公司持有其 34%的股权，为公司非并表参股

公司。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上一会计年度无对其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7、公司名称：柳州市方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柳州方东成立于 2001年 04 月 12日，注册地址为柳州市潭中西路 18号，法

定代表人为韩树东，注册资本为 10,010万元，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 

柳州方东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为柳州市响水湾现代江南小区项目。 

主要的财务指标：截止 2017 年末，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57,591.03 万元，

负债总额 91,101.46 万元，所有者权益 66,489.57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20,448.97万元，净利润 6,925.30万元。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0.1%的股权、韩树东持有其 98.9%的股权，刘京红持

有其 1%的股权，为公司非并表参股公司。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上一会计年度无对其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三、财务资助的风险防控措施 

首先，公司本次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不会影响自身正常经营。其次，参

股公司负责开发的项目地块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较大，公司负责项目的运营

和管理，能有效控制和防范相关风险。最后，公司对外签署合作开发协议均约定

当项目公司经营资金不足且不能通过融资解决时，原则上由各股东方按股权比例

以股东借款的方式同步投入资金解决，例外情况下，若存在任何方股东不能同步

投入的，则垫资方有权向未提供资金方收取垫资费用，公司利益不会受到损害。 

公司承诺在此项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

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四、财务资助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财务资助款项主要用于支付项目土地出让金及后续开发建设资金，有利于加

快项目开发建设进度，对公司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本次财务资助风险可控，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主要用于项目公司生产经

营，且原则上由各方股东按持股比例予以资助，符合房地产行业惯例，有助于项

目的顺利拓展，更好地保证公司权益实现，且资助对象所开发项目前景良好，偿

债能力和信用状况良好，公司负责项目的运营和管理，能有效控制风险，符合公

司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加快该等公司的项目

建设进度，促进该等公司的发展，且在其提供财务资助的同时，其他股东原则上

按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对于部分未完全按照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

件的财务资助，公司已制定相关的风控措施保证资金安全。因此，不会损害公司

及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因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需要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977,472.83万元，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财务资助。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