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2022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22年期初

占用资金余额

2022年1-6月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不

含利息）

2022年1-6月占用
资金的利息（如

有）

2022年1-6月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2年6月30日
占用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小  计                                                                 

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小  计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小  计                                                                 

总  计                                                                 

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22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22年1-6月往来
累计发生金额（不

含利息）

2022年1-6月往来
资金的利息（如

有）

2022年1-6月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2年6月30日
往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业

重庆两江新区科易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合同资产            1.16            1.16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市金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合同资产            1.16            1.16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弘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注1] 合同资产            2.27            2.27             -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美坤实业有限公司 其他[注1] 其他应收款          300.00        2,200.00        2,500.00 履约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重庆市中科控股有限公司 其他[注1] 应收账款            5.12            6.39            6.19            5.32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齐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注1] 应收账款          287.07          106.17           10.32          382.92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齐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注1] 合同资产           16.04           16.04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五家渠廊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注2] 合同资产          280.41           26.24          254.17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五家渠廊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注2] 应收票据          230.00          230.00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新疆宇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注2] 合同资产            1.01            1.01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新疆坤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注2] 应收账款          193.47          193.47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新疆坤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注2] 合同资产            0.57            0.57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周达 公司董事长 应收账款           21.00           21.00             -   出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注3] 应收账款            3.00            2.00            5.00             -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红星美凯龙国际家居生活广场有限责任公
司

其他[注3] 应收账款            2.90            0.10            3.00             -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宁波龙红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注3] 应收账款           14.92           14.92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黄帅钧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直系亲属 应收账款[注4]        9,301.10        9,301.10 出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上海珑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34.27          959.38          925.45           68.20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北京金科金碧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272.16          225.55           65.13          432.58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22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22年1-6月往来
累计发生金额（不

含利息）

2022年1-6月往来
资金的利息（如

有）

2022年1-6月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2年6月30日
往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南京裕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101.06          124.63          176.61           49.08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桂林盈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2,296.80          617.06        2,595.02          318.84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广西唐峰投资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1,484.12            5.13        1,489.25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九江华地金达房地产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659.55          385.54          256.44          788.65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吉安金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755.41        2,391.30        1,765.45        1,381.26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天津骏业共创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72.01           17.76           79.26           10.51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宿迁市通金弘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43.21           79.11           86.52           35.80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沈阳骏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25.88           40.65           25.88           40.65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石家庄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10.40           28.79             -             39.19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新密首利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1,661.23          988.27        1,569.46        1,080.04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泗水金孟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327.42          836.47        1,163.89             -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武汉业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235.91             -              3.00          232.91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大连润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2,029.15        1,125.43        1,917.38        1,237.20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大连丰茂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500.87          354.02          177.62          677.27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大连金恒耀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63.12          240.01          158.43          144.70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蓝波湾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103.12           74.47          103.12           74.47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福建希尔顿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184.36        2,324.61        1,245.59        1,263.38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金南盛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148.38           67.40          139.34           76.44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品锦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138.91           47.61           91.30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湖南金科景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522.73             -            281.36          241.37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市金科骏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121.63           19.84          141.47             -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基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522.78        1,466.48        1,565.72          423.54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西联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334.59           50.47          294.46           90.60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威斯勒建设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2,076.88          983.66        1,329.05        1,731.49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市碧金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33.68           24.02           38.93           18.77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市碧嘉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注5] 应收账款           58.42           21.80           80.22             -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美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注5] 应收账款           34.22            9.65           43.87             -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河南中书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1,056.14          117.66          186.81          986.99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金美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1.96            1.96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玉林市龙河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142.68          321.31          379.90           84.09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句容市锐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34.64           34.64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青岛世茂博玺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6.88            4.95           11.83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22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22年1-6月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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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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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贵州龙里伴山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62.55           62.55             -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合肥市碧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16.37           95.51           91.84           20.04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金俊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79.94           23.74          103.68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金时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96.73            1.52           98.25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邦泰蓉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218.86          129.65           20.00          328.51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大连金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35.48           35.48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河北国控蓝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73.68           52.02           21.66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贵州龙里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5,133.20        2,757.52        2,375.68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新乡金科景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177.97          177.97 出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重庆盈泰博远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104.60           57.89           46.71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金佳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1,987.12          353.72        1,633.40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金江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406.80           11.24          395.56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玉溪金科骏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3,062.27        4,044.27        5,588.86        1,517.68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云南金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325.94          644.05          830.49          139.50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玉溪彰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52.12           86.25          112.09           26.28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南宁市玉桶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41.93            4.82           20.07           26.68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广西淼泰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84.72           57.03           10.28          131.47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南宁金鸿祥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703.97        1,029.70        1,426.15          307.52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安庆金世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67.53           45.63           84.43           28.73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宜兴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793.04        1,253.68        1,284.80          761.92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宜都交投金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86.35           47.64           52.00           81.99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宿迁梁悦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72.61           43.31           29.30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广州景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63.40          104.00          231.32           36.08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广西元善投资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648.27        1,387.23        1,741.27          294.23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沈阳梁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56.50           52.30           41.75           67.05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南阳中梁城通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4.24            4.24             -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乐清市梁品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249.85          203.76          363.30           90.31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温州景容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93.28          158.03          219.26           32.05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孝感宸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8.04           42.43            8.04           42.43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泰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624.76        1,405.27        1,118.23          911.80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苏州卓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26.35          185.91          121.85          190.41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科世金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667.17        1,507.60        2,519.17          655.60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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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泉县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注5] 应收账款          486.95        1,493.49        1,980.44             -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信阳金绍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2.73            1.65            4.38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金宇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698.84        1,408.16        1,413.38          693.62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景焕金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90.27           69.47           30.00          129.74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中梁永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442.68          324.10          672.58        1,094.20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成都市盛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38.41           11.04           27.37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湖北交投海陆景编钟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211.91          211.91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湖北交投海陆景炎帝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9.79            0.24           20.03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邯郸荣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685.87          745.37          869.26        1,561.98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润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336.11          204.26          350.00          190.37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广西元嘉投资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32.81           38.43           71.24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南阳金耀恒都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6.07            0.22           16.02            0.27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雅安金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390.34           97.94          143.55          344.73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绵阳瑞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55.46           31.69           87.15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邯郸梁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57.74           26.30           31.44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杭州德信朝阳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77.77           38.73           39.04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湖南白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57            1.5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茂名市茂南区金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0.12            0.12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南京金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336.89          252.62           84.27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仁怀市城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77.26           66.74           10.52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沈阳骏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36.26            8.78           27.48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天津睿建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44.82            9.78           35.04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西部消费扶贫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32.12           18.98           13.14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云南金科鑫海汇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1.45           11.45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雅安圣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836.13          178.76          657.3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镇江金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5.08            5.0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天津阳光城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013.48          947.69           65.79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昆明梁辉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5.54            0.36            5.18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贵州龙里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票据          350.00          350.00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金佳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票据          606.41          514.13           92.28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广西唐峰投资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票据          102.70          102.70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威斯勒建设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票据        1,788.15        1,788.15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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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金科景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票据          459.43          459.43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吉安金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票据          440.11          440.11             -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柳州鹿寨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票据          470.80          284.76          755.56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上饶市科颂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票据          209.34          118.68           90.66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玉林市龙河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票据          434.95          434.95             -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株洲景科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票据          468.55           26.19           26.19          468.55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贵港悦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票据        1,750.00          240.00        1,705.00          285.00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新密首利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票据          200.00          200.00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北京金科金碧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票据           92.58           49.58           43.00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美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注5] 应收票据          156.43          156.43             -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河南金上百世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票据          147.01          147.01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郑州千上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票据           60.00           60.00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临泉县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注5] 应收票据        1,690.02          417.12        2,107.14             -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雅安金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票据          286.23           56.70          104.29          238.64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嘉兴金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票据           29.84           29.84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太仓兴裕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票据           12.56           12.56             -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雅安圣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票据            7.56            7.56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天津阳光城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票据        1,028.24          350.00          678.24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市金科骏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4,031.08        1,359.27        2,671.81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大连润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1,849.85           66.46        1,916.31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桂林盈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1,488.39          203.45        1,691.84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新密首利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2,166.89          281.20        2,448.09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福建希尔顿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1,461.15          759.88        2,221.03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吉安金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3,237.21           80.65          418.62        2,899.24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基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235.05          457.38          692.43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金佳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265.08            1.85           56.66          210.27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西联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11.16           11.16             -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西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14.19           14.19             -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贵州龙里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1,275.43           40.05           78.10        1,237.38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威斯勒建设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471.73           34.79          506.52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昆翔誉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49.29            9.87           39.42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美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注5] 合同资产          194.56           43.72          238.28             -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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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23.41           23.41             -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玉林市龙河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158.29             -             49.30          108.99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郑州新银科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802.38           30.02          772.36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河南中建锦伦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250.93          250.93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河南中书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128.71           20.99          107.72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河南金上百世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477.31           28.77          448.54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郑州千上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271.80           64.34          336.14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驻马店市碧盛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101.95          101.95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广西唐峰投资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390.28          390.28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贵州龙里伴山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1.93            1.93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合肥金骏美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注7] 合同资产        1,479.73        1,479.73             -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湖南金科景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2.63            2.63             -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佛山市金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93.26           93.26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南宁晴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86.25           86.25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北京金科金碧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23.32           11.66           11.66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柳州鹿寨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9.67           52.01           61.68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株洲景科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70.68           70.68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盛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注7] 合同资产           44.78           44.78             -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合肥市碧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369.92          369.92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广西唐鹏投资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59.50           24.29           83.79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广西盛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15.73           15.73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贵港悦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2,004.10          613.59        2,617.69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科世金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合同资产        3,145.81          289.77        3,435.58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润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合同资产          175.72          139.01          102.64          212.09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金宇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合同资产        1,359.52          557.45        1,916.97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天津阳光城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合同资产        1,012.90           31.84        1,044.74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常州金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合同资产        3,564.24        2,567.55          996.69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临泉县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注5] 合同资产        3,603.97          186.52        3,790.49             -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宜兴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合同资产          379.25          347.22          726.47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宿州新城金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合同资产        2,949.77          201.87          118.79        3,032.85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广西元善投资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合同资产        1,928.94          208.92          423.39        1,714.47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玉溪金科骏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合同资产        2,876.32          793.69          494.11        3,175.90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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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金鸿祥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合同资产          846.15           63.64           77.60          832.19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泰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合同资产          118.68           15.48          134.16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中梁永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合同资产           92.22            2.28           94.50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金永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合同资产           11.19           11.19             -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蜀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注5] 合同资产           64.41           18.19           82.60             -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广西元嘉投资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合同资产           79.96           43.55           36.41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云南金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合同资产           43.56          179.41           20.21          202.76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嘉兴金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合同资产        2,949.03           45.78        1,223.24        1,771.57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常德市鼎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合同资产          135.94          178.30          314.24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巩义市金耀百世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合同资产           74.39           49.95          124.34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盈泰博远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合同资产           34.87           34.87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奥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预付账款            6.22            6.22 购买商品 经营性往来

重庆大地园林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控股持股10% 预付账款           16.82           16.82 接受劳务 经营性往来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注6] 预付账款        2,613.96        2,613.96             -   接受劳务 经营性往来

贵州龙里伴山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70.78          270.78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大连润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3.31            5.77            7.54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贵州龙里天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7,891.50        7,891.50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金佳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4,731.63           13.35       14,718.28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金江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514.17        1,514.17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金南盛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814.85          413.63        2,228.48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湖南金科景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6,448.39        8,722.85       17,725.54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河南中书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71,099.87        2,064.35          636.55        1,366.25       72,434.52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泗水金孟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72.10           72.10             -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威斯勒建设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1,808.83        2,426.09          741.01          410.00       34,565.93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北京金科德远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037.34        1,490.00        1,547.34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大连金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5.01           33.17            2.09           36.09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北京金科金碧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4,161.95       11,088.19        3,073.76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大连丰茂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4.41            7.38            5.36           16.43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福建希尔顿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59,713.22            9.00      159,722.22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新密首利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57,841.34        2,148.69        1,722.54        1,128.00       60,584.57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贵州龙里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1,542.55       14,197.99        7,344.56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周口碧天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9,296.06          412.04          412.06        9,296.04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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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碧盛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7,423.89           12.01           25.83        7,410.07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金碧茂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3,209.27        6,248.80       26,960.47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盈泰博远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4,894.72        3,140.63        1,253.59       46,781.76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金时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8,170.46          500.00        7,670.46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基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8,552.52        2,000.00       16,552.52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悦宁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7,263.00        3,936.00       11,199.00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广西唐峰投资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300.00           24.50        3,324.50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吉安金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8,410.04          446.01        8,856.05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石家庄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52,399.69       32,006.46        1,600.00       82,806.15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品锦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0,503.00          552.77        9,950.23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成都领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注5] 其他应收款        3,600.00        3,600.00             -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美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注5] 其他应收款       18,690.03          203.63       18,893.66             -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桂林盈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0,747.02          179.71          168.95       41,095.68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沈阳骏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888.65            2.82        1,885.83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长沙金朝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12.07          535.30            0.13          747.24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大连金恒耀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7.26           21.62           28.88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合肥市碧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652.71        2,250.00        1,402.71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上海珑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995.91        2,995.91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宿迁市通金弘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8,052.30            4.00          987.50        7,068.80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九江华地金达房地产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380.95       10,401.11          208.00       13,574.06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南昌金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348.26        1,139.21        3,487.47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上饶兆颂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010.00        3,010.00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郑州远威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7.00            7.00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西联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837.57          837.57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句容市锐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6,677.37          340.00        6,337.37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南京裕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4,138.23        1,776.21       22,362.02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玉林市龙河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8,192.88          141.07           31.87            3.10        8,362.72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沈阳富禹天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0,899.91          538.75       11,438.66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天津骏业共创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7,262.63        7,262.63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天津市创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6,152.85       36,152.85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武汉业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613.64          267.00        4,880.64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漯河市鸿耀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6,186.93           12.89        6,174.04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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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诚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3,798.40          468.35          104.93       14,371.68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信阳昌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9,495.95        2,600.51          219.68        2,636.66        9,679.48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城口县金科迎红巴渝民宿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854.81           12.94          145.00          722.75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金碧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7,877.51        7,877.51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市碧金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6,359.50        3,300.00        3,059.50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市碧嘉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注5] 其他应收款       28,366.62       28,366.62             -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金美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884.74           77.30           77.30          884.74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蓝波湾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6,174.23        6,174.23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邦泰蓉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2,121.68        9,862.50        3,800.00       28,184.18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金俊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029.79        1,029.79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盈泰汇泽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1,149.52           10.00       41,159.52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南京金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231.26          365.63          865.63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仁怀市城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0.71            0.71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雅安圣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3.84           16.92           26.92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长沙航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524.46          610.05          914.41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信阳金绍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5,823.40        3,818.63          164.08           43.66        9,762.45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景焕金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6,542.52            9.99        1,232.91        5,319.60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玉溪金科骏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2,224.93        7,809.34        8,724.52       21,309.75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科世金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148.48           19.04        2,167.52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泰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5,246.66           37.46          168.75          289.07        5,163.80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云南金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32,821.51        2,015.68        3,114.80        1,817.69      136,134.30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南宁融创世承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53.30           53.30             -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南阳中梁城通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375.01        4,375.01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张家港东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2,821.19          582.61       12,238.58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南阳金耀恒都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7,906.07        2,721.02        4,600.00        6,027.09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邯郸荣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8,460.42            5.14        5,243.00       13,222.56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隆士京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00            1.00             -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晶御陵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00            1.00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成都市盛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296.59        2,296.59             -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雅安海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9,975.10        9,975.10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成都业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7,765.49        1,200.00        8,965.49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绵阳瑞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000.00        2,000.00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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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景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7,248.61          634.36           56.57        7,603.95          335.59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茂名市茂南区金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22.34          110.35            5.57           57.39          480.87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广州鑫泽集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88.65          188.65             -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杭州诺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9,625.27            5.91        9,619.36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安庆金世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1,302.34        2,613.60          660.00       13,255.94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宜都交投金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572.93            9.32          140.85           11.69        3,711.41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宿迁梁悦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97.30           97.30             -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徐州美科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注5] 其他应收款        1,169.69        1,169.69             -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镇江金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8,687.62        4,145.14        4,542.48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苏州卓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8,253.12        2,595.15       15,657.97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广西元嘉投资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00            2.00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乐清市梁品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57            3.57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广西元善投资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7.00          812.44            2.00          817.44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山西金科太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51.47           51.47             -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句容市金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742.53            1.90        3,744.43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柳州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8,343.94        8,854.15           69.94        4,690.00       12,578.03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南宁金鸿祥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778.10           29.98           25.40           10.22        2,823.26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南宁市玉桶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440.64        1,926.17        1,514.47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广西淼泰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5,084.51        1,449.57        6,534.08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宁波市旭拓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9,851.40        2,875.00        6,976.40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陕西金恒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0.02            0.02             -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润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5,531.63           95.09          176.59        5,803.31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中梁永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464.27          130.76          340.30        1,254.73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沈阳梁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9,913.88        9,913.88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南充恒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671.25        1,089.00        3,582.25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天津卓广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1,082.48       10,800.00          282.48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宜兴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4,784.10          669.89       24,114.21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湖北交投海陆景编钟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8,222.73          178.62          157.87          347.55        8,211.67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湖北交投海陆景炎帝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364.06            4.13          311.08        2,057.11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孝感宸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6,897.26        2,594.70        9,491.96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雅安金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424.47        1,374.49        3,049.98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玉溪彰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6.15           73.14          119.29             -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22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22年1-6月往来
累计发生金额（不

含利息）

2022年1-6月往来
资金的利息（如

有）

2022年1-6月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2年6月30日
往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华容碧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注7] 其他应收款        2,199.88        3,307.48        5,507.36             -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长沙航立实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3,766.60          786.05           19.60       14,533.05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金宇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112.80               5.00        3,107.80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云南金科鑫海汇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2,450.28          595.97       41,854.31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金宸锦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85.91          285.91             -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苏州正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2.11           12.11             -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重庆力帆红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股利          875.00          875.00 合作经营往来款项 经营性往来

总  计    1,502,936.28      190,763.39        8,003.97      255,584.67    1,446,118.97 

[注1]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黄红云先生之弟黄一峰先生直接控制的公司或间接控制的公司

[注2] 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黄红云之弟黄一峰控制的重庆市中科控股有限公司参股的公司 ，同时也系本公司联营企业

[注3] 系主要股东广东弘敏的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公司

[注4] 系购买重庆照母山金科时代中心 5号楼购房款尾款，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分期付款 ，尾款应于2021年7月30前支付

[注5] 重庆市碧嘉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美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领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系公司的合营企业 ，重庆蜀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临泉县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徐州美科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原系公司的联营企业 ，2022年度公司已处置持有以上公司的全部股权

[注6] 公司前任执行副总裁、财务负责人李华任该公司董事 ，因李华于2021年11月9日辞去公司执行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岗位 ，故该公司不再为公司的关联方

[注7] 合肥金骏美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盛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系公司合营企业 ，华容碧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系公司联营企业 ，2022年度公司通过增持以上公司的股权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法定代表人：周达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宋柯                                                             会计机构负责人：梁忠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