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公告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19-0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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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以下合称“公司”）与合作方作为房地产项目公司股东，

通常以资本金和股东借款相结合的方式投入资金以满足项目公司日常经营的资

金需求。公司及控股项目公司其他股东在项目前期投入资金后，当项目公司后

期存在闲置富余资金时，为盘活存量资金，加快资金周转，公司在调用控股项

目公司富余资金时，为了公平对待股东，其他股东也有权同等调用闲置富余资

金。控股项目公司其他股东调用闲置富余资金的行为构成控股项目公司对外提

供财务资助。 

2、本次公司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项目公司富余资金，根据合资合

作协议的约定及项目公司的资金预算所做的预计数，目前尚未实施。具体财务

资助金额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 

3、公司在实施财务资助时，均充分考虑风险，并实施了系列风控措施。截

止目前，公司未发生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4、公司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项目公司富余资金不涉及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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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输送的情形。 

一、公司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情况概述 

为保证控股房地产项目子公司运营及项目开发建设需要，公司与项目公司其

他股东即合作方根据合作协议的规定，按股权比例同等条件为其提供股东借款，

而当该控股子公司存在闲置富余资金时，为盘活其存量资金，加快资金周转，公

司将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根据项目公司章程及合作协议的规定调用闲置富

余资金。对此，根据公平交易原则，该项目公司其他股东也有权调用该项目公司

的富余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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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情形之控股房地产项目子公司其他股东调

用闲置富余资金的行为构成了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公司本次拟按股权

比例从控股子公司调用不低于 3.92 亿元富余资金，鉴于此，公司董事会拟提请

股东大会批准项目公司其他股东即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

金额合计不超过 3.825亿元。 

上述事项公司已于 2019年 4 月 2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以

7 票同意、1 票反对、1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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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

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项目公司其他股东即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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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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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事项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 

二、本次拟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调用富余资金的合作方：烟台建源五方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

源五方公司”） 

1、调用富余资金合作方基本情况 

建源五方公司成立于2018年8月17日，注册地址为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滨海

广场25号，法定代表人为孙福建，注册资本1,000万元,控股股东为山东建源集团

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 



建源五方公司股权结构图： 

烟台建源五方置业有限公司

孙福建、谭树芬

山东建源集团有限公司

60%

烟台五方投资有限公司

烟台新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

10%

烟台昱阳投资
有限公司

刘宏良、烟台丁丁商贸有
限公司等其他18位投资人

宋向阳

    主要财务指标：根据建源五方公司提供的资料，截止2018年末，其资产总额

为24,086.97万元，负债总额为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0，净资产为24,086.97万元，

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34.63万元，净利润25.97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建源五方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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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会计年度建源五方公司无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情形。 

2、与合作方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烟台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百俊”） 

成立日期： 2018年9月12日 

注册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兴园路16号210室 

法定代表人：毛根生 

注册资本：33,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信息咨询，物业管理。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建源五方公司持有其49%股权。 



股权结构： 

 

山东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源五方公司

烟台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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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负责开发项目：烟台市芝罘区烟J [2018]1002号宗地。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8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9,105.83万元，负债

总额为16,165.33万元，净资产为32,940.50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

利润总额-72.91万元，净利润-59.49万元。 

截止2019年3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9,088.37万元，负债总额为

16,249.03万元，净资产为32,839.34万元，2019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

润总额-134.89万元，净利润-101.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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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股东股权投入及调回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公司 实际已到账金额 其中:金科方 其中:合作方  

持股比例  51.00% 49.00% 

1 注册资本金 33,000 16,830 16,170 

2 资本公积 0 0 0 

股权投入资金小计 33,000 16,830 16,170 

历次股东大会已审议调用额度 0 0 0 

1 已调用富余资金 0 0 0 



2 拟调用富余资金 32,653 16,653 16,000 

股东调用资金合计 32,653 16,653 16,000 

3、调用富余资金的具体情况 

本次公司拟从烟台百俊调用不低于1.67亿富余资金，为此，合作方建源五方

公司拟按股权比例从烟台百俊调用不超过1.6亿元富余资金，期限2年，按照年化

利率10%向烟台百俊支付资金占用费。 

（二）调用富余资金的合作方：泽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科公司”）

及重庆昆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昆翔公司”） 

1、调用富余资金合作方基本情况 

（1）泽科公司成立于2004年4月14日，注册地址为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开发区

11号地块，法定代表人为郑伟，注册资本10,000万元，控股股东为正大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从事房地产开发等。 

泽科公司股权结构图： 

泽科集团有限公司

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郑伟郑柯

 

主要财务指标：根据泽科公司提供的资料，截止2018年末，其资产总额为

612,830万元，负债总额为398,34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5%，净资产为214,490

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45,800万元，利润总额58,320万元，净利润43,740

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泽科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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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会计年度泽科公司无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情形。 

（2）昆翔公司成立于2013年4月12日，注册地址为重庆市垫江县桂溪街道明

月二路469号5幢，法定代表人为郑小姣，注册资本5,000万元，控股股东为重庆



惠斯特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家电、百货、交电、针

纺织品、服装销售等。 

昆翔公司股权结构图： 

重庆昆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惠斯特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

重庆蝶恋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李兴敏、罗刚李增秀、李增兰

 

主要财务指标：根据昆翔公司提供的资料，截止2018年末，其资产总额为

112,846.57万元，负债总额为110,911.06万元，资产负债率为98%，净资产为

1,935.51万元，2018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345.99万元，利润总额-1,019.07万

元，净利润-1,492.67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昆翔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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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会计年度昆翔公司无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情形。 

2、与合作方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市厚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厚康”） 

成立日期：2018年11月23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垫江县桂阳街道工农路南滨师苑E栋15单元302号（402号） 

法定代表人：吉仕林 

注册资本：6,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中介。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34%的股权，泽科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昆翔公司持

有其33%的股权。 

股权结构： 



泽科公司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昆翔公司

重庆市厚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3% 33%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科润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34%

 

主要负责开发项目：位于重庆市垫江DJ2018-1-012/013地块，金科·集美牡

丹湖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8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1,058.92万元，负债

总额为31,070.55万元，净资产为-11.63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

润总额-15.5万元，净利润-11.63万元。   

截止2019年3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6,009.72万元，负债总额为

36,075.55万元，净资产为-66.83万元，2019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

总额-70.06万元，净利润-55.5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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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股东股权投入及调回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公司 实际已到账金额 其中:金科公司 其中:泽科公司  其中:昆翔公司 

持股比例  34.00% 33.00% 33.00% 

1 注册资本金 6,000 2,040 1,980 1,980 

2 资本公积 9,000 3,060 2,970 2,970 

股权投入资金小计 15,000 5,100 4,950 4,950 

历次股东大会已审议调用额度 0 0 0 0 

1 已调用富余资金 0 0 0 0 

2 拟调用富余资金 18,182 6,182 6,000.00 6,000.00 

股东调用资金合计 18,182 6,182 6,000.00 6,000.00 



3、调用富余资金的具体情况 

本次公司拟从重庆厚康无息调用不低于0.62亿元富余资金，为此，合作方泽

科公司和昆翔公司拟按股权比例分别无息调用重庆厚康不超过0.6亿元、0.6亿元

富余资金，期限2年。 

（三）调用富余资金的合作方：泽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科公司”） 

1、调用富余资金合作方基本情况 

泽科公司成立于2004年4月14日，注册地址为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开发区11号

地块，法定代表人为郑伟，注册资本10,000万元，控股股东为正大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主营业务为从事房地产开发等。 

泽科公司股权结构图： 

泽科集团有限公司

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郑伟郑柯

 

主要财务指标：根据泽科公司提供的资料，截止2018年末，其资产总额为

612,830万元，负债总额为398,34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5%，净资产为214,490

万元，2018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145,800万元，利润总额58,320万元，净利润

43,740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泽科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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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会计年度泽科公司无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情形。 

2、与合作方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泽荣房产置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泽荣”） 

成立日期：2019年2月18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灵方大道6号附3号至附25号2#楼商业第一

层4号门面 



法定代表人：韩强 

注册资本：6,7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屋买卖经纪服务；房地产开发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50.1%的股权，泽科公司持有其49.9%的股权。 

股权结构： 

重庆泽荣房产置换有限责任公司

49.9%50.1%

泽科公司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重庆市金科昌锦置业有限公司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开发项目：位于重庆市荣昌区灵方大道6号，乾鹏·荣城春天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该公司系2019年2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该项目股东股权投入及调回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公司 实际已到账金额 其中:金科方 其中:合作方 

持股比例  50.10% 49.90% 

1 注册资本金 6,700 3,356.7 3,343.3 

2 资本公积 0 0 0 

股权投入资金小计 6,700 3,356.7 3,343.3 

历次股东大会已审议调用额度 0 0 0 

1 已调用富余资金 0 0 0 

2 拟调用富余资金 8,016 4,016 4,000 

股东调用资金合计 8,016 4,016 4,000 



3、调用富余资金的具体情况 

本次公司拟从重庆泽荣无息调用不低于0.4亿元富余资金，为此，合作方泽

科公司拟按股权比例无息调用重庆泽荣不超过0.4亿元富余资金，期限2年。 

（四）调用富余资金的合作方：重庆简兮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

兮公司”） 

1、调用富余资金合作方基本情况 

简兮公司成立于2013年09月24日，注册地址为重庆市渝北区人和万年路169

号附30号，法定代表人为罗延捷，注册资本1,000万元,控股股东为重庆两江中凯

电力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投资咨询,利用自有资金从事投资业务

等。 

简兮公司股权结构图: 

重庆恬璐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简兮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7.5%

重庆市两江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罗欢、罗延捷李锋、殷仕娥

62.5%

 

主要财务指标：根据简兮公司提供的资料，截止2018年末，其资产总额为

13,925万元，负债总额为4,658万元，资产负债率为33.45%，净资产为9,267万元，

2018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7,569万元，净利润7,569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简兮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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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会计年度简兮公司无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情形。 

2、与合作方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骏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平台公司，以下简

称“金科骏成”） 



成立日期：2013年10月22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云阳县工业园区B区 

法定代表人：蒋思德 

注册资本：14,192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60%的股权，简兮公司持有其40%的股权。 

股权结构： 

60%

重庆市金科骏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简兮公司

40%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开发项目：云阳金科世界城。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8年，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87,733.36万元，负债总

额为166,554.15万元，净资产为21,179.21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4,557.84万元，利润总额5,634.40万元，净利润4,776.40万元。   

截止2019年3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90,861.14万元，负债总额为

167,403.10万元，净资产为23,458.34万元，实现营业收入23,458.34万元，利润

总额5,034.79万元，净利润4,279.13万元。   

（2）公司名称：重庆金科骏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公司，以下简称

“金科骏宏”） 

法定代表人：蒋思德  

成立日期：2018年05月02日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云阳县青龙街道滨江东路1666号29幢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自有房屋出租等。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10%股权，重



庆市金科骏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90%股权。 

股权结构图： 

60%

重庆市金科骏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简兮公司

40%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金科骏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0%
10%

 

主要负责开发项目：位于重庆云阳YUNYANG-1-出让-61-64号地块，金科·集

美江悦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8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73,977.50万元，负债

总额为54,324.52万元，净资产为19,652.98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0.59

万元，利润总额-462.69万元，净利润-347.02万元。   

截止2019年3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82,058.39万元，负债总额为

61,868.31万元，净资产为20,190.08万元，实现营业收入7.84万元，利润总额

717.73万元，净利润537.10万元。 

该子公司新获取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该项目股东股权投入及调回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公司 实际已到账金额 其中:金科方 其中:合作方 

持股比例 
 

64.00% 36.00% 

1 注册资本金 20,000 12,800 7,200 

2 资本公积 0 0 0 

股权投入资金小计 20,000 12,800 7,200 

历次股东大会已审议调用额度 4,166.67 2,666.67 1,500.00 



1 已调用富余资金 0 0 0 

2 拟调用富余资金 11,111.11 7,111.11 4,000.00 

股东调用资金合计 15,277.78 9,777.78 5,500.00  

3、调用富余资金的具体情况 

本次公司拟从金科骏宏调用不低于0.71亿元富余资金，为此，合作方简兮公

司拟按股权比例调用金科骏宏不超过0.4亿元富余资金，期限2年，双方按照实际

综合融资成本向金科骏宏支付资金占用费。 

（五）调用富余资金的合作方：重庆渝洲教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渝洲公司”）及重庆市康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瀚公司”） 

1、调用富余资金合作方基本情况 

（1）渝洲公司成立于2017年07月14日，注册地址为重庆市巴南区云计算产

业园38栋3单元306号，法定代表人为杨勇，注册资本5,000万元,控股股东为重庆

新鸥鹏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从事房地产开发等。 

渝洲公司股权结构图： 

重庆渝洲教育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新鸥鹏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瑞圆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重庆新鸥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98.06%

汪萍

1.94%

重庆中欧不动产经纪有
限公司

袁建平

90%

杨闽霞

10%

 

主要财务指标：根据渝洲公司提供的资料，截止2018年末，其资产总额为

80,244.90万元，负债总额为80,254.88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00.01%，净资产为

-9.98万元，2018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212.59万元，利润总额-10.78万元，净



利润-10.78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渝洲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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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会计年度渝洲公司无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情形。 

（2）康瀚公司成立于2017年06月28日，注册地址为重庆市巴南区渝南大道

71号附37号，法定代表人为李志军，注册资本27,000万元,控股股东为宁波投创

荣安置业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从事房地产开发等。 

康瀚公司股权结构图： 

重庆市康瀚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投创荣安置业有限公司

99.57%

宁波江北区香茂腾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

0.43%

宁波康瀚投资
有限公司

宁波荣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宁波康晟房地产销售代理
有限公司

李志军等13位
自然人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SZ.000517）

 

主要财务指标：根据康瀚公司提供的资料，截止2018年末，其资产总额为

93,064.94万元，负债总额为68,361.2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73.46%，净资产为

24,703.72万元，2018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15.90万元，利润总额-2,677.56万

元，净利润-2,080.56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康瀚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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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会计年度康瀚公司无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情形。 

2、与合作方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南锦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南锦联”） 



成立日期：2018年02月28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智云大道1580号5幢3单元2楼1号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70%的股权，渝洲公司持有其20%的股权，康瀚公司持

有其10%的股权。 

股权结构： 

渝州公司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康瀚公司

重庆南锦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 10%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70%

 

主要负责开发项目：位于重庆市巴南区李家沱组团S分区S42-4/04号地块，

金科·集美锦湾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8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03,605.05万元，负债

总额为90,090.96万元，净资产为13,514.09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1.44

万元，利润总额-1,750.49万元，净利润-1,485.91万元。   

截止2019年3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26,594.89万元，负债总额为

113,062.38万元，净资产为13,532.51万元，2019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7.79万元，

利润总额21.66万元，净利润18.4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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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股东股权投入及调回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公司 实际已到账金额 其中:金科公司 其中:渝洲公司  其中:康瀚公司 

持股比例  70.00% 20.00% 10.00% 

1 注册资本金 15,000 10,500 3,000 1,500 



3、调用富余资金的具体情况 

本次公司拟从重庆南锦联无息调用不低于0.525亿元富余资金，为此，合作

方渝洲公司和康瀚公司拟按股权比例分别无息调用重庆南锦联不超过0.15亿元、

0.075亿元富余资金，期限2年。 

三、财务资助的风险防控措施 

本次公司与合作方共同投资的控股子公司所开发的项目主要在国内经济状

况较好的城市，未出现影响项目公司经营的重大不利因素。控股子公司开发的项

目所在地块区位优势明显，加上公司成熟的开发管控能力和较高的品牌美誉度，

项目本身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能保证控股子公司的正常经营。 

实施本次财务资助的过程中，公司已充分考虑并积极防范财务资助风险。公

司与合作方洽谈合作时，会调研合作方及其股东背景、资金实力、资信水平，只

有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才选择与其合作，通过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以保证项目顺利

开发建设，本次大部分资助对象为国内大型房地产企业控制的子公司，其综合实

力较强，资信状况较好，且各方股东权利对等；而对于本次自然人股东控股的资

助对象，公司通过对其资助额度进行上限控制，并要求上述资助对象提供相关担

保措施控制资金风险。项目公司是由公司直接负责经营管理及财务管理，每月均

会进行动态预测和监控项目资金，能有效管控项目资金。一般只有在合作项目资

金满足未来三个月经营支出后仍有剩余方才允许股东调拨富余资金。同时当项目

公司资金不能满足未来支出时，将提前30日通知股东及时归还或者补充投入资金

以满足项目公司经营。在财务资助过程中，项目公司根据资金情况，陆续实施财

务资助，并充分考虑资金风险。一旦发现资助对象存在潜在偿还风险，项目公司

将停止对其调拨。对其不及时偿还的金额，将以股东在项目中的历史投入（包括

2 资本公积     

股权投入资金小计 15,000 10,500 3,000 1,500 

历次股东大会已审议调用额度 10,000 7,000 2,000 1,000 

1 已调用富余资金 10,000 7,000 2,000 1,000 

2 拟调用富余资金 7,500 5,250 1,500 750 

股东调用资金合计 17,500 12,250 3,500 1,750 



实收资本和股东借款）和未来股权收益权（包括项目公司分红等）及其他合作项

目的股东投资款项作为资金偿还保证，财务资助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密切关注项目公司和资助对象的生产经营、资产负债情况等方面的变

化情况，有效控制和防范相关借款的偿还风险，保护公司资金安全。 

本次公司与合作方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是在充分预留了项目后续建设

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后，且遵循房地产行业惯例，按照股权比例同等条件调用，

不会对控股子公司项目开发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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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支持控股房地产项目子公司运营及项目开发建设，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

例及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公司与合作方将按股权比例同等条件共同为其提供股

东借款，满足其日常经营资金需求。本次公司与合作方按照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

公司富余资金，也同样基于合作协议的相关约定，因公司为盘活项目公司存量资

金，加快资金周转，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而使得其他股东享有同等权利而引

起的财务资助，该财务资助公平、对等、风险可控，有利于公司合资业务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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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是基

于合作协议的相关约定，在充分保证合作项目后续建设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后，

为盘活项目公司存量资金，加快资金周转，且公平对待项目公司所有股东，公司

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而使得其他股东享有同等权利而引起财务资助，该财务

资助原因合理、公平对等、风险可控，不存在有损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黎明先生、程源伟先生认为：公司本次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

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行为，是基于合作协议的相关约定，为盘活项目公司存量资

金，加快资金周转，且公平对待项目公司所有股东，公司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

金而使得其他股东享有同等权利而引起财务资助，该财务资助公平、对等、风险

可控，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对公司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同意本次公司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事项。 

独立董事姚宁先生认为：（1）上市公司在2018年已经频繁提供财务资助和担

保，本次又在原有额度和范围上较大幅度进行了扩展，在目前房地产企业资金日

趋紧张的大环境下，建议上市公司综合考虑财务和资金风险以及持续稳定发展需

要进行相关决策，避免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发生。（2）2018年以来，上市

公司开展大规模的对子公司、参股公司进行担保及合作方的财务资助，使得上市

公司承担了较大的偿债风险，也已经引发了监管部门的关注，交易所亦进行了针

对性的问询，证券监管风险也在加大，建议上市公司对此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降低

此项风险。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 2019年 3月末，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931,997.501万元，

其中公司对房地产项目公司（含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及并表但持股未超过 50%的

控股房地产项目子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余额为 849,645.28 万元，合作方从公司

控股房地产项目子公司调用富余资金余额为 82,352.23万元，公司不存在逾期未

收回的借款。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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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