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1-0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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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
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100%、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
50%，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参股公司审批的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30%，
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公司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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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
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
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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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概述
1、公司持股 33%的参股公司张家港东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
家港东峻”）接受农业银行张家港分行、工商银行张家港分行作为银团提供的
80,000 万元贷款，期限 5 年。张家港东峻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重
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按公司持股比例为其提供
26,4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议案经公司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张家港东峻经审议可用担保额度合计为 35,000
万元。另经太仓兴裕置业有限公司向张家港东峻调剂 8,148 万元担保额度后，张
家港东峻共有可用担保额度 43,148 万元1。本次对张家港东峻提供的担保金额在
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前后对张家
港东峻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 1。
2、公司持股 40%的参股公司重庆景焕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景
焕金”）与景瑞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翔友投资有限公司、成都益航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益航”）等签署《债务重组协议》，确认成都益
航享有对重庆景焕金本金为 36,000 万元的债权，期限 20 个月，重庆景焕金以其
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按公司持股比例为其提供 14,400 万元
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
2020 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重庆景焕金经审议可用的担保额度为
14,600 万元，本次对重庆景焕金提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
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前后对重庆景焕金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
额度详见表 1。
3、公司持有 24%权益的参股公司温州荣耀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
荣耀”）接受广发银行温州永嘉支行提供的 145,000 万元贷款，期限三年。温州
荣耀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按公司持股比例为其提供
34,8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
2020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温州荣耀经审议可用的担保额度为
40,000 万元，本次对温州荣耀提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无
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前后对温州荣耀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
详见表 1。
1

张家港东峻已结清深圳联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 64,400 万元委托贷款债务（具体融资详见 2020-175
号公告），重庆金科在前述融资项下提供的 43,148 万元保证担保已经解除，故相应担保额度予以释放。

4、公司持股 50.01%的参股公司重庆威斯勒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
威斯勒”）接受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提供的 40,000 万元债权投资，期限 14 个
月。重庆威斯勒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重庆市金科上尊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科上尊”）将其持有重庆威斯勒 50.01%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重庆金科按公司持股比例为其提供 20,004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
2020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重庆威斯勒经审议可用的担保额度为
20,004 万元，本次对重庆威斯勒提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
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前后对重庆威斯勒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
额度详见表 1。
5、公司持股 33%的参股公司武汉业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
汉业硕”）接受平安银行武汉分行提供的 80,000 万元贷款，期限 3 年。武汉业
硕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武汉金科长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
汉金科长信”）将其持有的武汉业硕 33%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重庆金科按公司
持股比例为其提供 26,4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
2020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武汉业硕经审议可用的担保额度为
26,400 万元，本次对武汉业硕提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无
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前后对武汉业硕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
详见表 1。
6、公司持股 35%的参股公司周口碧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口碧天”）
接受中国银行周口分行提供的 40,000 万元借款，期限 36 个月。周口碧天以其自
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按公司持股比例为其提供 14,000 万元的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
2020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周口碧天经审议可用的担保额度为

14,000 万元，本次对周口碧天提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无
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前后对周口碧天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
详见表 1。
7、公司持有 49%权益的参股公司天津阳光城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津阳光城金科”）接受招商银行天津分行提供的 70,000 万元贷款，
期限 36 个月。天津阳光城金科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按
公司持股比例为其提供 34,3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
2020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天津阳光城金科经审议可用的担保额度
为 44,100 万元，本次对天津阳光城金科提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
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前后对天津阳光城金科的担保余
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 1。
上述被担保公司相关担保额度的审议情况及担保余额情况如下：
表 1：被担保方担保额度审议及担保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累计经审批可用担

本次担保前担保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

剩余可用担保

保额度

余额

额（注）

额度

张家港东峻

43,148.00

-

26,400.00

16,748.00

重庆金科

重庆景焕金

14,600.00

-

14,400.00

200.00

重庆金科

温州荣耀

40,000.00

-

34,800.00

5,200.00

重庆威斯勒

20,004.00

-

20,004.00

-

武汉业硕

26,400.00

-

26,400.00

-

重庆金科

周口碧天

14,000.00

-

14,000.00

-

重庆金科

天津阳光城金科

44,100.00

-

34,300.00

9,800.00

202,252.00

-

170,304.00

31,948.00

担保方

被担保方

重庆金科

金科上尊
重庆金科
武汉金科长信
重庆金科

合计

注：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担保余额以实际资金到账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张家港东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5 月 6 日
注册地址：张家港市杨舍镇章卿村章卿小区 11 幢门面房 M4
法定代表人：郭孟鸿
注册资本：6,1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33%的股权，浙江宝龙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持
有其 33%的股权，苏州市梁展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34%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中梁香港地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内地企业）

（本公司）

实际控制

宝龙地产（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中梁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

实际控制

实际控制

苏州市梁展置业有限公司

金科集团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浙江宝龙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

（非内地企业）

33%

34%

33%

张家港东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该公司系2020年5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20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65,881.43万元，负债总额为164,071.87
万元，净资产为1,809.56万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190.44
万元，净利润-190.44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公司名称：重庆景焕金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10 月 12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大道 28-2 号 SOHO 楼 601-D11
法定代表人：贾智杰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40%的股权，成都景庆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60%
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诚优有限公司（SINCERE
PARAGON LIMITED）

（非内地企业）

景瑞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上海景祥置
业有限公司

上海翔昀房
地产营销代
理有限公司

上海瑞佑投
资有限公司

上海骁欣投
资有限公司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重庆金科宏瑞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40%

成都景旭置业有限公司

成都景庆置业有限公司
60%

重庆景焕金置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系2020年10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公司名称：温州荣耀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6月17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南白象街道西象锦园1幢201室-2室
法定代表人：代奎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24%的权益，杭州市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其 26.1%的权益，宁波投创荣安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25.9%的权益，温州市梁鹏
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24%的权益。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中梁香港地产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非内地企业）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000517.SZ）

宁波荣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康瀚投资有
限公司

上海中梁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

江苏金科天宸房
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中梁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

南京和胜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中梁汇置业有
限公司

杭州金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温州市梁鹏置业有
限公司

25.9%

恒融国际有限公司
（非内地企业）

上海梁卓商务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重庆金科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4%

宁波投创荣安置
业有限公司

中梁香港地产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非内地企业）

杭州市政府

国开发展基金
有限公司

杭州市城市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赵炎林、徐崇峰等
101位自然人

杭州市城建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

杭州城建众创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24%

宁波恒香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6.1%

温州荣耀置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系2020年6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20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84,823.80万元，负债总额为34,837.61
万元，净资产为49,986.19万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104.31
万元，净利润-104.31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公司名称：重庆威斯勒建设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15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合川区铜溪镇金涪路189号
法定代表人：雷正明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0.01%的股权，广州市天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持有其49.99%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裴文俊、李勇、陈
岩、张宁、李旭笙

MASTER CONCEPT
INVESTMENTS LTD.

（非内地企业）

广东三实投资有限公
司

广东森特电子有限公司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
司）

广东中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市金科上尊置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1%

49.99%

重庆威斯勒建设有限公司

截止2019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17,252.54万元，负债总额为215,312.61
万元，净资产为1,939.93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5,720.27万
元，净利润-4,290.20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31,561.26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9,626.21 万元，净资产为 1,935.05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09 万
元，利润总额 29.56 万元，净利润-4.88 万元。
该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公司名称：武汉业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7 月 24 日
注册地址：武汉市汉南区纱帽镇汉南大道 358 号
法定代表人：杨华
注册资本：28,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武汉华宇业辉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其34%的股权，武汉东原长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公司

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蒋业华、
法宝珍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重庆远业实
业有限公司

蒋业华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565.SH）

100%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东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华宇业瑞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武汉东原睿成投资有限公司

武汉华宇业辉房地产投资有
限公司

武汉东原长睿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00%

金科地产集团湖北有限公司
100%

武汉金科长信置业有限公司

34%

33%

武汉业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3%

该公司系 2020 年 7 月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20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35,506.00万元，负债总额为35,506.00
万元，净资产为0万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0万元，净利
润0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公司名称：周口碧天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6月13日
注册地址：河南省周口市市辖区体育馆往东1000米周口碧桂园凤凰俱乐部三
楼06室
法定代表人：肖鸿章
注册资本：9,803.92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35%的股权, 漯河碧桂园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周口市城建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14%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100%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2007.HK）

周口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最终控制人

无锡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周口市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漯河碧桂园置业有限公司

周口市城建置业有限公司

100%

郑州金科百俊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51%

35%

周口碧天置业有限公司

14%

截止2019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63,894.00万元，负债总额为164,599.40
万元，净资产为-705.41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3.62万元，利润总额-1,158.63
万元，净利润-705.41万元。
截止2020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71,349.28万元，负债总额为163,436.33
万元，净资产为7,912.95万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0.05万元，利润总额
-1,528.59万元，净利润-1,185.56万元。
该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7、公司名称：天津阳光城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7月6日
注册地址：天津海河教育园区新慧路1号管理中心二区301-38室
法定代表人：谢琨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49%的权益，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51%的权益。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SZ.000671）

无锡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科集团苏州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阳光城集团上海置业有限公司

49%

51%

上海臻墨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臻墨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阳光城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该公司系2020年7月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20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03,274.44万元，负债总额为98,275.95
万元，净资产为4,998.49万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1.50
万元，净利润-1.50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重庆金科为张家港东峻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26,400 万元。
2、担保期限：5 年。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重庆金科为重庆景焕金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4,400 万元。
2、担保期限：20 个月。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三）重庆金科为温州荣耀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34,800 万元。
2、担保期限：3 年。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控股子公司为重庆威斯勒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20,004 万元。
2、担保期限：14 个月。
3、担保方式Ⅰ：金科上尊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控股子公司为武汉业硕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26,400 万元。
2、担保期限：3 年。
3、担保方式Ⅰ：武汉金科长信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重庆金科为周口碧天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4,000 万元。
2、担保期限：36 个月。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七）重庆金科为天津阳光城金科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34,300 万元。
2、担保期限：36 个月。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是满足金融机构
要求、支持参股公司经营发展，有利于参股公司的开发建设，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上述参股公司开发的项目前景良好，资产优良，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司
控股子公司本次对张家港东峻、重庆景焕金、温州荣耀、重庆威斯勒、武汉业硕、
周口碧天、天津阳光城金科的担保均系按公司持股比例提供。公司上述担保风险
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已派驻财务人员参与项目公司财务
管理，能有效控制和防范相关风险，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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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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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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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20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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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7,0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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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5,121.81 万元，合计担保余额为
9,182,153.93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35.52%，占总资产的
28.55%。随着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对贷款的偿付，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对
其提供的担保责任将自动解除。目前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经营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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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
5、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
6、公司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7、公司 2020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8、公司 2020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9、公司 2020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10、公司 2020 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11、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二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