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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的专项审计说明 
 

信会师报字[2018]第 ZG10966 号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利地产”）2017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该汇总表已由保利地产管理层按照监

管机构的有关规定编制以满足监管要求。 
 
一、管理层对汇总表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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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发[2003]56 号）及其他相关规定

编制汇总表以满足监管要求，并负责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

制，以使汇总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汇总表发表专项审计

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汇总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汇总表金额和披露的审

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

或错误导致的汇总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

会计师考虑与汇总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

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

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汇总表

的总体列报。 

http://127.0.0.1:85/PCPAIntranet/Law_StatuteMgmt/LawDocumentShow.aspx?lawdocid=7316&fromi=1
http://127.0.0.1:85/PCPAIntranet/Law_StatuteMgmt/LawDocumentShow.aspx?lawdocid=7316&fromi=1
http://127.0.0.1:85/PCPAIntranet/Law_StatuteMgmt/LawDocumentShow.aspx?lawdocid=7316&from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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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专项审

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专项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保利地产 2017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方

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财务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监管机构的相

关规定编制以满足监管要求。 
 
四、编制基础和本专项审计说明使用者、使用目的的限制 
我们提醒汇总表使用者关注，汇总表是保利地产为满足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机构的要求而编制的。因此，汇总表可能不适

于其他用途。本专项审计说明仅供保利地产 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

目的，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金华 
  
 
          中国·上海 中国注册会计师： 邓艳明 
 
 
 2018 年 4 月 14 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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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期初占用资金

余额

2017年度占用累计发生金

额（不含利息）

 2017年度占用资金的利息

（如有）

 2017年度偿还累计发生

金额

2017年期末占用资金

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小计

小计

总计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17年期初往来资金

余额

2017年度往来累计发生金

额（不含利息）

 2017年度往来资金的利息

（如有）

 2017年度偿还累计发生

金额

2017年期末往来资金

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葛矿利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江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142,400,000.00  2,142,400,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北京和信兴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849,700,000.00  1,849,700,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广州新合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454,233,275.00  1,454,233,275.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南京新保弘房地产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江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360,301,817.49  41,250,000.00  1,401,551,817.49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暄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裕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698,158,900.00 320,160,596.00                    1,377,998,304.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南京矿利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江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282,350,000.00  1,282,350,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南京善杰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江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105,018,540.29  50,902,000.00  1,155,920,540.29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顺德信保宁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56,000,000.00  671,300,000.00  1,127,300,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无锡融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江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116,361,986.81  1,116,361,986.81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南京金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江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618,607,459.40 648,264,356.00                    970,343,103.4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南京盛利置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江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889,910,992.83  889,910,992.83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无锡润泰置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江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869,692,821.20  869,692,821.2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广州中耀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093,497,150.33 261,113,869.58                    832,383,280.75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重庆保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重庆）投资实业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759,718,000.00  759,718,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北京潭柘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706,392,996.06  706,392,996.06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嘉兴信保铭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10,697,582.00  245,000,000.00  655,697,582.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广州市保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832,540,020.55 245,396,220.03                    587,143,800.52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南京汇隆房地产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江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119,304,598.39 540,094,400.00                    579,210,198.39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北京致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世博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180,207,113.99 649,422,948.95                    530,784,165.04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北京南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71,907,169.12  471,907,169.12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

关联自然人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编制单位：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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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顺德万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568,563,073.23 99,594,558.50                      468,968,514.73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西藏信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64,084,252.64  464,084,252.64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东莞市大岭山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17,480,002.89  29,330,400.00  446,810,402.89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天津利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34,250,000.00  434,250,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中山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粤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20,008,864.90  420,008,864.9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无锡市晨业房地产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宁远无锡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05,664,001.33  405,664,001.33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常州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江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94,656,705.00  394,656,705.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东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03,060,249.99 18,904,999.99                      384,155,25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厦门市欣东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福建）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66,298,338.88  366,298,338.88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北京金良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63,837,710.67  363,837,710.67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南京锐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江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47,820,000.00  347,820,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市高明区美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华南实业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44,076,363.14  344,076,363.14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嘉宇实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湖南）投资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00,060,982.39  300,060,982.39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青岛广润置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青岛）实业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96,774,543.20  296,774,543.2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南京朗乾置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江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76,187,927.60  276,187,927.6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青岛达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青岛）实业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53,052,994.94  253,052,994.94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市顺德区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佛山市保兴达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81,739,897.55 40,000,000.00                      241,739,897.55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雅房地产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华南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75,957,645.72 45,360,260.41                      230,597,385.31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沈阳和悦投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保利实业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27,606,537.13  227,606,537.13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悦雅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拉萨开发区凰朝投资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08,179,804.21  208,179,804.21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广州宏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83,819,813.33  7,390,619.37  191,210,432.7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东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81,779,014.00 91,492,780.20                      190,286,233.8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北京金丰置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保利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59,250,685.64  15,442,973.24  174,693,658.88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无锡致弘置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江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69,787,574.20  169,787,574.2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广州保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66,915,916.87  20,000.00  166,935,916.87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光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63,368,768.95  163,368,768.95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北京屹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保利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14,153,677.50 256,717,866.42                    157,435,811.08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东莞市大岭山碧桂园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66,426,449.02 18,331,500.00                      148,094,949.02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汤阴县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46,549,160.00  146,549,16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苏州乾道实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江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37,271,980.79  137,271,980.79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沈阳金地风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保利实业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32,832,930.56  132,832,930.56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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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中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福建）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30,410,596.06  130,410,596.06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南通暄玺房地产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保利建锦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29,093,736.70  129,093,736.7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广州信保东宏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87,905,117.00 60,813,010.80                      127,092,106.2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广州宏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20,232,002.40  3,597,593.77  123,829,596.17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291,543,414.23 1,168,835,996.66                 122,707,417.57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信保高雅（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25,985,148.06 8,610,881.00                        117,374,267.06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成都万锦南府置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成都）实业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15,648,934.23  115,648,934.23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市信保瑞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15,550,000.00 7,798,798.10                       115,550,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佳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9,986,216.60  43,899,728.03  93,885,944.63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合肥新城创域房地产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90,750,000.00  90,750,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句容保利万宏置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江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86,619,000.00  86,619,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广州合锦嘉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86,507,459.59  86,507,459.59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莆田中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福建）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80,457,102.02  80,457,102.02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佳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76,996,875.79  1,003,124.21  78,000,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晟鑫投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75,000,000.00  75,000,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嘉兴华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72,000,000.00  72,000,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科创（青岛）科技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青岛）实业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59,086,448.51  59,086,448.51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泓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保利建璀房地产有限公司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057,889,583.15 1,999,306,241.41                 58,583,341.74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顺德智鑫投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57,419,761.84  57,419,761.84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骏雅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拉萨开发区凰朝投资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61,893,468.82 4,804,728.00                        57,088,740.82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信保建弘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65,516,457.17 9,424,919.13                        56,091,538.04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北京知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84,489,103.28 230,654,699.98                    53,834,403.3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广州璟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51,841,860.24  1,706,088.53  53,547,948.77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顺德晟鸿投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9,000,000.00  49,000,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信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2,112,691.77  42,112,691.77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银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7,763,412.66  37,763,412.66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广州合锦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3,111,162.12  21,922,115.50  35,033,277.62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保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4,230,036.98  34,230,036.98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邢台市美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3,913,542.46  33,913,542.46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通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2,910,000.00 330,131.86                          32,910,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通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2,235,000.00 330,131.86                          32,235,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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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信保智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2,101,406.35  32,101,406.35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中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1,688,372.82  31,688,372.82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富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1,591,784.77  31,591,784.77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石家庄市名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石家庄德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6,701,550.00  26,701,55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张家港鼎馨房地产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保利建锦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5,290,000.00  25,290,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珠海和乐教育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横琴）创新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保利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292,700.00  15,469,000.00  19,761,7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珠海泓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联营企业资本珠海保骏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818,210.22 981,789.78                          18,818,210.22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广州市番禺惠兴信房地产建设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恒利（香港）置业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6,416,318.33  16,416,318.33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徐州玺辉置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恒利（香港）置业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3,933,000.00  13,933,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天津盛世鑫和置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保利香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2,231,286.51  1,355,015.38  13,586,301.89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长春万科溪之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长春）恒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2,500,000.00  12,500,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珠海骐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联营企业资本珠海保骏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770,000.00  11,770,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FULL STAR PROPERTIES LLC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恒利（香港）置业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6,877,245.50  6,877,245.5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信保弘康（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490,000.00  4,490,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信保弘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600,000.00  3,600,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鑫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51,461,365.28 49,000,000.00                      2,461,365.28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招商珑原房地产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保利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73,155.10  2,114,611.83  2,187,766.93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福州中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福建）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185,000.00  2,185,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北京茂丰置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055,603.37  2,055,603.37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天津鑫和隆昌置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合营企业天津盛世鑫和置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1,834,735.15 29,795,883.56                      2,038,851.59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信保弘耀（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910,000.00  1,910,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长春保利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联营企业资本珠海保骏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51,732.24  1,551,732.24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沈阳瑞赐投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联营企业资本珠海保骏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94,900.00  894,9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嘉兴德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49,332.84  349,332.84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晨雅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55,564.00 5,564.00                              50,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河南天之东置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50,000.00  50,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青岛慧联置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青岛）实业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6,694.09  26,694.09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启贤置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友登实业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828,000,000.00 828,000,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鑫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45,000,000.00 245,000,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博雅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58,078,404.42 58,078,404.42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珠海弘璟投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714,288,203.40 714,288,203.4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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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茂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佛山市保利兴泰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45,547,000.00 345,547,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市南海区万扬房地产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华南实业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45,291,633.77 345,291,633.77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郑州风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拉萨开发区凰朝投资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00,999,800.00 100,999,8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保利利民（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存出投资款 其他应收款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鸿雅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52,555,211.71 52,555,211.71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信保润（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2,013,996.00 2,013,996.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顺德信保宁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9,500,000.00 9,500,000.00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佛山保利源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华南实业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401,700,747.12 401,700,747.12                   项目合作款 非经营性往来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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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期初占用资金

余额

2017年度占用累计发生金

额（不含利息）

 2017年度占用资金的利息

（如有）

 2017年度偿还累计发生

金额

2017年期末占用资金

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编制单位：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福建中联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福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262,139.59  101,391,559.80  101,653,699.39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武汉清能意盛置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林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52,520,262.97 13,929,687.00                      38,590,575.97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上海泓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保利建璀房地产有限公司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5,000,000.00  28,077,149.00  33,077,149.0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天津保利昆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联营企业资本珠海保骏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21,851,819.15  21,851,819.15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上海保利建衡房地产有限公司 本公司联营企业资本珠海保骏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18,944,926.97  18,944,926.97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佛山顺德信保宁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0,908,078.94  6,791,047.37  17,699,126.31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保利(阳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联营企业资本珠海保骏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15,898,453.30  15,898,453.3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中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4,980,821.94  14,980,821.94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江苏保利宁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联营企业资本珠海保骏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12,324,559.97  12,324,559.97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中山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粤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10,200,000.00  10,200,000.0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郑州风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拉萨开发区凰朝投资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5,400,000.00  5,400,000.0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中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4,113,314.40  4,113,314.4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富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4,105,315.83  4,105,315.83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杭州安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安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25,551,225.36 21,690,414.03                      3,860,811.33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广州宏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3,549,105.06  3,549,105.06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保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3,465,264.42  3,465,264.42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佛山保利源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华南实业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6,526,831.83 3,135,219.33                        3,391,612.5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智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3,250,900.06  3,250,900.06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信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2,734,854.79  2,734,854.79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银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2,455,391.77  2,455,391.77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杭州融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1,835,060.00  1,835,060.0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杭州建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1,710,600.00  1,710,600.0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东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24,904.21  1,673,556.16  1,698,460.37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西藏宏耀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688,981.92  1,688,981.92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佳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3,264,683.73 1,850,000.00                        1,414,683.73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广州璟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013,547.92  1,013,547.92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广州越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242,203.19  732,729.91  974,933.1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长春保利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联营企业资本珠海保骏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969,898.00  969,898.0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郴州市乾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 本公司联营企业资本珠海保骏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906,469.65  906,469.65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广州中耀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25,214,747.00 24,394,377.31                      820,369.69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广州信保东宏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228,602.76 428,602.73                          800,000.03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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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保利金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成都）实业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15,294,543.00 14,566,543.00                      728,000.0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广州合锦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569,744.21  569,744.21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佛山顺德信保宁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389,630.17  145,477.55  535,107.72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武汉保利金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博高华（武汉）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485,641.36  485,641.36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雅房地产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华南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461,913.00  461,913.0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洛阳利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428,423.63  428,423.63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西藏东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57,534.26  250,000.04  407,534.3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西藏东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480,819.03 9,228,371.72                      1,102,566.31                        378,252.72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福州中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福建)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358,623.00  358,623.0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西藏越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349,364.38  349,364.38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成都富通置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联营企业资本珠海保骏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239,173.40  239,173.4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广州市番禺惠兴信房地产建设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恒利（香港）置业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95,538.92  195,538.92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长沙永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联营企业资本珠海保骏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185,502.06  185,502.06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悦雅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拉萨开发区凰朝投资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002,872.66 863,763.83                          139,108.83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莆田中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福建）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24,582.00  124,582.0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襄阳风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20,000.00  120,000.0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50,066.10  50,066.1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淳雅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35,079.46  35,079.46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西藏永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3,216,922.20 3,204,825.18                        12,097.02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东莞市和宏投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8,949.60  8,949.6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凯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82,000.02 176,999.99                          5,000.03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西藏信轩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300,108.15 297,282.09                          2,826.06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西藏盛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2,500.00  2,500.0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西藏康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777.27  1,777.27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嘉兴信保惠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638.42  1,638.42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重庆飞翔家航空文化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646.91  646.91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诚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204,484.64 204,484.64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西藏信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9,427,123.31 19,427,123.31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通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4,164,212.39 14,164,212.39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诚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5,260,240.00 15,260,240.0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信保诚（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1,265,621.93 11,265,621.93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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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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期初占用资金

余额

2017年度占用累计发生金

额（不含利息）

 2017年度占用资金的利息

（如有）

 2017年度偿还累计发生

金额

2017年期末占用资金

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编制单位：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佛山信保通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2,291,178.10 2,291,178.1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佛山信保通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2,291,178.10 2,291,178.1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信保润（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4,000,000.00 4,000,000.0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莆田中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福建）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2,700,000.00 2,700,000.0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佛山万盈嘉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564,527.42 1,564,527.42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珠海弘璟投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1,100,000.00 1,100,000.0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西藏悦雅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650,712.34 650,712.34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福州中鼎投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福建）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38,307.19 138,307.19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广州市保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393,683.20 393,683.2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天津鑫和隆昌置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合营企业天津盛世鑫和置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139,380.00 139,380.00                         项目合作款 经营性往来

总计 22,157,293,519.86          20,381,187,850.79              18,669,223.32                    10,160,312,206.46              32,378,169,164.19         

企业法定代表人： 宋广菊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刘平 会计机构负责人： 周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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