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1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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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简称：19金科 01     债券代码：112866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参股公司担保

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及对合并报表外的参股公司审批

的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本次审议通过的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担保额度为预计担保额度，将根

据参股公司融资情况决定是否予以实施。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作为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直接或间接股东，

原则上与其他股东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公司持股比例对参股房地产项

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重庆金科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

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重庆金科提供担保后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

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截止目前，本次预计的担保事项尚未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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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

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提高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征信，满足金融机构风控要求，切实提高融资

上账效率，推动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金科作

为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直接或间接股东，原则上与其他股东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

约定，按公司持股比例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

求，重庆金科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重庆金科提

供担保后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截止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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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担保事项如下： 

（1）本次重庆金科拟为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的预计担保金额合计不超

过 12.78 亿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十二个月内有效，具体详见预计新增担保

额度情况表。 

（2）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额度的前提下，授权公司董事长审批因融资

而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担保及调剂的具体事宜。 

（3）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

度在担保对象间进行调剂： 

a.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外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公司；  

b.获调剂方的单笔担保额度不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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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在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e.公司按出资比例对获调剂方提供担保、获调剂方或者其他主体采取了反担

保等相关风险控制措施。 

预计新增担保额度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公司名称 

持股

比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经审批仍

在有效期

内可用担

保额度 

本次预计新

增担保额度 

过去十二个

月累计审议

担保额度 

可用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产

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1 
河北国控蓝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 58.63% 20,000.00 - 40,000.00 40,000.00 1.73% 否 

2 
佛山市金集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33.00% 90.24% - - 19,800.00 19,800.00 0.85% 否 



 

3 
云南金宏雅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49.00% 100.05% - - 35,000.00 35,000.00 1.51% 否 

4 
合肥昌恩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33.00% 54.63% - - 33,000.00 33,000.00 1.42% 否 

 合计   - - 127,800.00 127,800.00   

上述事项已经 2019年 4月 28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表决结果为：7 票同意，1 票弃权，1 票反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 

二、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即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河北国控蓝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11月06日 

注册地址：张家口市桥东区胜利北中路2号冠垣广场2号楼27层 

法定代表人：王鲁 

注册资本：49,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房屋建筑工程施工；

房屋租赁；商品房、建筑材料的销售；物业管理服务；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城

中村房屋改造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金科及北京金科兴源置业有限公司通过

全资子公司北京金科展昊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河北国控北方硅谷科

技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北京金科展
昊置业有限

公司

河北国控北
方硅谷科技
有限公司

河北国控蓝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0% 50%

河北省国有
资产控股运
营有限公司

北京金科兴
源置业有限

公司

河北省国控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张家口市空
港经济技术
开发有限公

司

新疆招银新
投天山基金
有限公司

金科地产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本公

司）

张家口市桥
东区东山生
态工业区开
发中心

新疆投资发
展（集团）
有限责任公

司

招银国际资
本管理（深
圳）有限公

司

河北省国有
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河北张家口
空港经济开
发区管理委

员会

招银金融控
股（深圳）
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
族自治区国
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招银国际金
融有限公司
（HK）

重庆金科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截止2018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01,691.50万元，负债总额为56,828.59

万元，净资产为44,862.91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2,612.01

万元，净利润-2,611.83万元。 

截止 2019 年 3 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07,349.00 万元，负债总额为

62,937.40万元，净资产为 444,11.60 万元，2019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

利润总额-451.24万元，净利润-451.31 万元。 

该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重庆金科作为该等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直接或间接股东，原则上按公司持股

比例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重庆金科超过

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则重庆金科提供担保后将要求

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公司名称：佛山市金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09月29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世埠社区居民委员会文华路96号嘉信龙成大

厦2座2101号之三（住所申报） 

法定代表人：蔡风佳 

注册资本：9,090.91万元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金科通过控股子公司广州金科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广州合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4%的股权，

深圳市瑞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股权结构： 



 

广州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33%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深圳市瑞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合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4%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3%

悦图投资有限公司
（台港澳法人）

深圳市鹏瑞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外国法人独资）

      

截止 2018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72,045.21万元，负债总额为 62,983.74

万元，净资产为 9,061.47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39.25

万元，净利润-29.44万元。 

截止 2019 年 3 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73,545.63 万元，负债总额为

66,364.88 万元，净资产为 7,180.75 万元，2019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

利润总额-1,880.72万元，净利润-1,880.72万元。 

该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重庆金科作为该等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直接或间接股东，原则上按公司持股

比例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重庆金科超过

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则重庆金科提供担保后将要求

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公司名称：云南金宏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4月24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路3号昆明科技创新园A23-3号  

法定代表人：于勇  

注册资本：2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金科通过云南金科宏图置业有限公司持

有其49%的股权，昆明昌拓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公司与其他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昆明昌拓商务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云南金科宏图置业有限公司

云南金宏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1% 49%

云南旭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林
伟

林
中

林
峰

上海旭辉投
资咨询有限

公司

旭凯（上
海）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

上海汉普卡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外商独资企业）

旭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0884.HK）

 

截止 2018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43,957.64万元，负债总额为 43,957.72

万元，净资产为-0.08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0.11 万元，

净利润-0.08万元。 

截止 2019 年 3 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45,142.12 万元，负债总额为

45,163.35 万元，净资产为-21.23 万元，2019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

利润总额 0.12万元，净利润 0.12万元。 

该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重庆金科作为该等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直接或间接股东，原则上按公司持股

比例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重庆金科超过

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则重庆金科提供担保后将要求

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公司名称：合肥昌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11月13日 

注册地址：合肥市新站区新站工业物流园内A组团E宿舍楼15幢 

法定代表人：俞能江 

注册资本： 4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屋租赁；装修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及维护。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金科通过江苏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持有其33%的股权，厦门禹洲鸿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合肥旭

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34%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江苏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肥旭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昌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3%

34%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林
伟

林
中

林
峰

上海旭辉投
资咨询有限

公司

旭凯（上
海）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

上海汉普卡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外商独资企业）

旭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0884.HK）

江苏金科天宸房地产有限公司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禹洲鸿图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香港丰洲投资有限
公司

厦门禹洲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厦门禹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叶碧云、林聪辉、林龙同、郭英
兰、林龙智、其他法人股东

33%

 

截止 2018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42,431.09万元，负债总额为 2,430.86

万元，净资产为 40,000.23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0.23

万元，净利润 0.23万元。 

截止 2019 年 3 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88,033.58 万元，负债总额为

48,094.38万元，净资产为 39,939.19 万元，2019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

利润总额-61.03万元，净利润-61.03 万元。 

该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重庆金科作为该等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直接或间接股东，原则上按公司持股

比例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重庆金科超过

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则重庆金科提供担保后将要求

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截止目前,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重庆金科、被

担保对象与金融机构协商确定。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在上述担保事项实际发生



 

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并审慎判断，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参股房地产项

目公司，重庆金科因融资需要为上述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担保是满足金融机

构风控要求、支持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经营发展，有利于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的

开发建设，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重庆金科原则上与其他股东按公司持股比例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融资提

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重庆金科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

防范担保风险，则重庆金科提供担保后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

提供反担保，担保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重庆金科为

其提供担保的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公司安排专人参与经营管理，严控财务风险，

并且上述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开发的项目前景良好，资产优良，具有较强的偿债

能力，不存在不能按期偿还金融机构借款的风险，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提供担保

所融得的资金全部用于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生产经营，风险可控，不存在与中国

证监会证监发[2003]56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

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9年3月末，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本

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152,240.55万元，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

及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750,555.03万元，合计担保余额为

7,902,795.58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40.92%，占总资产的

34.26%。随着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对贷款的偿付，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

责任将自动解除。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经营正常，资金充裕，不存在不能按期偿付

贷款而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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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