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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为 2021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包

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担保），担保形式包括不限于抵押、质押、

保证担保等。 

 担保及被担保对象：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截止目前，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 2021 年度生产经营及投资活动计划的资金需求，经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2021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

的议案》及《关于 2021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将为 2021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 

一、预计担保额度情况如下： 

（一）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情况：    

 

 

 

 

 

 

 



序号 担保对象（全资） 担保额度（万元） 

1 东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20,000.00  

2 西藏东和贸易有限公司       20,000.00  

3 成都皓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15,000.00  

4 成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公司       70,000.00  

5 成都荣元圣和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0  

6 远东川府置业（成都）有限公司        5,000.00  

7 肇庆东原励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0,000.00  

8 杭州东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0,000.00  

9 南京东原天澄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0  

10 南京睿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0  

11 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0  

12 上海万企爱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5,000.00  

13 湖北闳景达建材有限公司       60,000.00  

14 武汉东原天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0  

15 武汉瑞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60,000.00  

16 长沙原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00  

17 云南原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  

18 重庆东原创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0.00  

19 重庆泰之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21,000.00  

20 重庆成方益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1 重庆绿泰园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2,000.00  

22 重庆达航工业有限公司       20,000.00  

23 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90,000.00  

24 成都市迪马常青社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7,000.00  

25 重庆东昱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88,000.00  

26 宜宾澄方川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  

27 重庆东晟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000.00  

  合计    1,588,000.00 

序号 担保对象（控股） 担保额度（万元） 

1 成都鸿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5,000.00  

2 成都睿至天澈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0  

3 成都毅丰盛置业有限公司       33,000.00  

4 绵阳创图商贸有限公司       50,000.00  

5 绵阳睿成毅升置业有限公司       41,000.00  

6 佛山东原毅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00  

7 广州合生天华房地产有限公司       90,000.00  

8 台山东原致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5,000.00  

9 肇庆东原毅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5,000.00  

10 慈溪市东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2,000.00  



11 上海东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0,000.00  

12 苏州东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5,000.00  

13 苏州澄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4,000.00  

14 苏州茂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7,000.00  

15 杭州东原长天科技有限公司       16,000.00  

16 衢州东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000.00  

17 松阳县东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0  

18 昆明东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20,000.00  

19 武汉迪马瑞景实业有限公司       50,000.00  

20 武汉迪马智睿实业有限公司      210,000.00  

21 武汉东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0,000.00  

22 武汉东原润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000.00  

23 武汉东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0,000.00  

24 襄阳文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0,000.00  

25 陕西东泰天信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00  

26 陕西东渭玖城置业有限公司       30,000.00  

27 西安东卓置业有限公司       34,000.00  

28 湖南圣特罗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0,000.00  

29 长沙东原天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0,000.00  

30 河北东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0.00  

31 河南荣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0.00  

32 郑州吉禾实业有限公司       30,000.00  

33 贵阳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0  

34 遵义东原励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0,000.00  

35 重庆东春展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5,000.00  

36 重庆东励展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00  

37 重庆东悦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7,000.00  

38 重庆东展钧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1,000.00  

39 重庆晟东春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0  

40 重庆兴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0,000.00  

41 重庆南方迪马专用车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42 重庆凯尔老年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43 重庆盛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44 重庆新东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合计 2,812,000.00 

（1）上述全资子公司情况介绍 

1、东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镇白鹤路108号负1层商业202室 

成立时间：1999年9月15日 

注册资本：58,599.1379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磊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

物）、通讯器材（不含卫星地面接收和发射设备）的开发；批发、零售普通机械、

电器机械、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物品）；商务信息咨

询；市场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屋租赁

及租售。 

2、西藏东和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光新城B6-1-301  

成立时间：2008年1月18日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潘志刚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 建筑材料、装饰材料、苗木、运钞车、特种车、汽车、

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设施的销售；进出口贸易。 

3、成都皓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东路6号1栋27楼01号 

成立时间：2009年10月30日 

注册资本：14,411.39 万元 

法定代表人：练新辉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技术进出口；企业管理服务；企业

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 

4、成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温江区金马新村（幸运城） 

成立时间：2003年10月30日 

注册资本：15,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爱明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5、成都荣元圣和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成龙大道二段1666号

A1栋1层1号附43号 



成立时间：2016年3月14日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爱明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拆迁服务；房地产经纪服务；管

道和设备安装；建筑装饰业。 

6、远东川府置业（成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路9号附26号1栋1楼 

成立时间：2013年10月22日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爱明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在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编号“WH09（252211）:2013-141”

地块进行房地产的开发建设经营，自有房屋租赁。 

7、肇庆东原励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会市东城街道陶丽居委会四会大道南28号国汇南国玉都十座

716号之一【集群企业（四会市领域住所托管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年8月20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魏吉刚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8、杭州东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新区新湾街道新湾路600号2-2 

成立时间：2021年1月15日 

注册资本：5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韩鹏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 

9、南京东原天澄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新浦路120号 

成立时间：2020年11月10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建楠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信息咨询服务，房地产信

息咨询（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10、南京睿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创智路1号北纬国际中心A栋（2号楼）22层 

成立时间：2015年11月6日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建楠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地产投资咨询、营销策划；商品房销售

及售后服务；非居住房产租赁。 

11、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红原路127号 

成立时间：2009年7月20日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磊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服务；停车场租赁服务。 

12、上海万企爱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潭路99弄145号一层 

成立时间：2010年6月18日 

注册资本：20,00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宋斌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酒店管理（不得从事酒店

经营），销售：五金、建筑装潢材料、百货，企业管理咨询（除经纪）。 

13、湖北闳景达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汪兴路 

成立时间：2012年6月4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曌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建材批发、零售，建筑工程、装饰装璜工程、园林绿化

工程施工。 

14、武汉东原天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洪山区书城路维佳创意大厦13层1302室 

成立时间：2016年1月28日 

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虎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工程、

装饰工程的设计、施工；房屋修缮；生态农业开发。 

15、武汉瑞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开发区栗庙路9号 

成立时间：2002年12月25日 

注册资本：4,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虎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生态农业开发；房屋维修；

园林绿化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 

16、长沙原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洪山街道万家丽北路一段699号恒大雅苑二

期商铺4栋125房 

成立时间：2020年12月28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虎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自

建房屋的销售；物业管理。 

17、云南原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金马街道办事处金马寺大村6号1号办公楼

206室 

成立时间：2017年8月24日 

注册资本：2,145.42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良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的开发及经营；企业管理咨询；项目投资；自有

房屋租赁。 

18、重庆东原创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碚区新茂路1号（自贸区） 

成立时间：2009年5月19日 

注册资本：33,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磊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

物）、通讯器材(不含卫星地面接收和发射设备)的开发及销售；销售普通机械、

电器机械、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 

19、重庆泰之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83号附5号3-8 

成立时间：2018年11月13日 

注册资本：10,08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军芳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施工、园林古建

筑工程设计施工、钢结构工程设计施工、机电设备安装设计施工、消防设备工程

设计施工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销售：装饰材料及建筑材料（不含化学

危险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物品）、五金交电；机械设

备租赁。 

20、重庆成方益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太湖西路9号附2号19幢1-6 

成立时间：2014年4月15日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潘志刚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销售：机电产品、旅游产品、日用百货、矿产品、电子

产品及通讯设备、电器机械及器材、化工原料及产品、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汽

车零部件、摩托车及零部件、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



品、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矿产品加工；房屋租赁。 

21、重庆绿泰园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镇白鹤路108号附8号 

成立时间：2009年10月20日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潘志刚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执业）；

销售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种植及销售

花卉、苗木。 

22、重庆达航工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长电路8号(10栋) 

成立时间：2009年9月23日 

注册资本：12,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琦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民航地面特种设备加工、生产、技术研究、销售；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汽车零部件加工、生产、技术研究、销售；普通机械及电

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计算机软硬件、环卫设备的技术开发、销售；汽车、

摩托车、普通机电设备、通讯设备的销售；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钢材

销售；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23、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长电路8号 

成立时间：2008年7月4日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力进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制造、销售运钞车、特种车及零部件（按国家行业主管

部门批准的车型组织生产、销售）；上述运钞车、特种车及其仪器仪表、零配件

的售后服务；普通货运；垃圾处理设备制造、销售；销售汽车；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硬件及网络设施的技术开发及销售；计算机

系统集成及相关信息服务，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



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特殊作业机器人制造；智能机器人

销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 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24、成都市迪马常青社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西源大道1068号 

成立时间：2017年3月3日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郑春香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养老机构；保洁服务；物业管理。 

25、重庆东昱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83号附5号3-15（304）室 

成立时间：2020年8月25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浩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建筑材料销售，市场营销策

划，企业形象策划，商务代理代办服务。 

26、宜宾澄方川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翠微路399号邦泰公馆小区13幢1楼3号 

成立时间：2021年2月26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爱明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27、重庆东晟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83号附5号3-15（302室） 

成立时间：2020年8月11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浩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市场营销策

划，企业形象策划，商务代理代办服务。 

上述控股子公司介绍 



1、成都鸿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郫都区郫筒镇郫花路299号5栋18楼1823号  

成立时间：2019年1月8日 

注册资本：15,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爱明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货物进出口。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50%。 

2、成都睿至天澈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郫都区郫筒镇小北街109号1层109号 

成立时间：2020年5月20日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爱明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27.11%。 

3、成都毅丰盛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路88号1栋1单元7楼6号 

成立时间：2019年3月30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爱明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95.84%。 

4、绵阳创图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绵阳科创区创新中心二期下沉式广场——绵阳市电商众创空间 

成立时间：2018年8月20日 

注册资本：8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宇平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建筑材料、装饰装修材料、办公设备及耗材、日用百货

的销售；房地产开发与销售；企业管理服务。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54.04%。 



5、绵阳睿成毅升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凯越路2号5栋2层1号 

成立时间：2019 年 8 月 1 日 

注册资本：123,787.25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宇平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54.63%。 

6、佛山东原毅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卫红社区南华三街9号首层（住所

申报） 

成立时间：2020年1月7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魏吉刚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90%。 

7、广州合生天华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增江大道南32号 

成立时间：2019年8月2日 

注册资本：19,607.84万元 

法定代表人：魏吉刚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业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99.19%。 

8、台山东原致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台山市台城富城大道2号301房 

成立时间：2020年8月4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魏吉刚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地产经纪；房屋租赁；商

业信息咨询服务；房地产营销策划；物业管理；企业形象策划；承接装饰工程、



建筑工程。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96.85%。 

9、肇庆东原毅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会市东城街道陶丽居委会四会大道南28号国汇南国玉都十座

716号之一【集群企业（四会市领域住所托管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年5月26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魏吉刚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96.95%。 

10、慈溪市东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慈溪市胜山镇一灶村胜山大道1018号 

成立时间：2020年6月28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宋斌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96.26%。 

11、上海东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三民路613号 

成立时间：2019年3月26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宋斌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健康

管理咨询，展览展示服务，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水暖器材的批发、

零售，房地产经纪服务，物业管理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96.94%。 

12、苏州东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枪堂村启南路99号（苏州东方顺达物流有

限公司1号厂房2楼208室） 



成立时间：2020年5月28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宋斌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97.04%。 

13、苏州澄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昌泾大道1号漕湖大厦16层15室 

成立时间：2018年9月7日 

注册资本：12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宋斌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38.64%。 

14、苏州茂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黄桥街道太阳路160号总部经济园A区12栋 

成立时间：2020年3月16日 

注册资本：103.5884万元 

法定代表人：宋斌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网络与信

息安全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建筑材料批发；建筑装饰材料零售；电子

办公设备零售；通讯设备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室内装饰装修；广告设计、制

作、代理。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96.54%。 

15、杭州东原长天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严家埭社区  

成立时间：2019年9月2日 

注册资本：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韩鹏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研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除电子出版物）。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99.22%。 



16、衢州东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龙洲街道鸿图路11号401室 

成立时间：2020年9月30日 

注册资本：2,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蔡永胜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51.00%。 

17、松阳县东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西屏街道长虹西路19号第一层 

成立时间：2020年7月13日 

注册资本：3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韩鹏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47.52%。 

18、昆明东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板桥街道板桥社区5号楼

5206室 

成立时间：2019年7月10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沈苏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的开发及经营；企业管理咨询；项目投资自有房

屋租赁。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96.98%。 

19、武汉迪马瑞景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北一路49号 

成立时间：2020年1月20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虎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园林绿化工程、装饰工程设



计、施工；房屋修缮；农业科技技术开发；酒店管理(不含餐饮服务及住宿)；建

筑工程设计、施工；企业管理咨询；会展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物

业管理；园区管理服务；厂房、门面、写字楼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商业综合

体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停车服务；日用百货、服装、饰品、皮具、五金交

电、通讯器材、建筑材料的批发兼零售。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90.00%。 

20、武汉迪马智睿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五环大道666号 

成立时间：2020年1月20日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虎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园林绿化工程、装饰工程、

建筑工程设计、施工；房屋修缮；农业科技技术开发；酒店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会展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物业管理；园区管理服务；厂房、门面、

写字楼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停车服务；

日用百货、服装、饰品、皮具、五金交电、通讯器材、建筑材料的批发兼零售。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57.43%。 

21、武汉东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径河街道十字东街7号（10） 

成立时间：2018年10月30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虎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工程、

装饰工程、房屋修缮工程设计及施工；生态农业开发。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95.70%。 

22、武汉东原润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洪山区青菱乡长江村（张家湾特117号）1栋1-2层 

成立时间：2016年8月8日 

注册资本：5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虎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99.28%。 

23、武汉东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正街59号三层310-311号房 

成立时间：2019年2月1日 

注册资本：9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虎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工程、

装饰装修工程、景观和绿地设施工程设计及施工；房屋维修。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45.90%。 

24、襄阳文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襄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津新区）鹿门大道以东，浩然大道以

西，小方岗街以南，亭侯路以北 

成立时间：2019年8月22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虎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

服务；餐饮服务。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80.00%。 

25、陕西东泰天信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渭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崇业大道6号 

成立时间：2019年4月2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涛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90.00%。 

26、陕西东渭玖城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渭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崇业大道6号 



成立时间：2020年9月23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涛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咨询；房地产评估房地产开发经营。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95.54%。 

27、西安东卓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未央湖街道办事处办公楼102室 

成立时间：2019年6月10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涛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土地整理；物业管理；房屋的销售、租赁。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90.00%。 

28、湖南圣特罗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街道芙蓉中路一段 109 号华创国际广

场 1 栋 34 层 01、02 房 

成立时间：2018 年 6 月 27 日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虎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自有房地产经

营活动；自建房屋的销售。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63.00%。 

29、长沙东原天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丁字湾街道汤家湖路与太阳山路交叉口东北

东原启城销售中心 

成立时间：2019年8月21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虎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物

业管理；自建房屋的销售。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94.68%。 

30、河北东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古城东路118号世界湾C2座22层2219室 

成立时间：2020年6月16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曌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服务。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49.13%。 

31、河南荣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秋棠路7号欢河城一号院3号楼

1层102室 

成立时间：2017年1月5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虎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服务；城镇化建设、开发；旧城

改造建设、开发；棚户区改造建设、开发。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20.24%。 

32、郑州吉禾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文博路与清溪街六里岗社区清馨苑2号楼1单

元1601号 

成立时间：2019年6月28日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曌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94.72%。 

33、贵阳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站街镇甘坝村三组 

成立时间：2018年6月20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磊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中介；企业管理咨询；销售：建筑

材料。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94.36%。 

34、遵义东原励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新科社区文武村金科中央公园城14幢3-7 

成立时间：2020年9月17日 

注册资本：1,017.62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浩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建筑材料销售。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98.27%。 

35、重庆东春展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83号附5号3-15（309） 

成立时间：2020年12月17日 

注册资本：18,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磊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51.00%。 

36、重庆东励展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武隆区芙蓉街道芙蓉中路73号4幢1-8（原13号楼） 

成立时间：2019年12月16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浩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停车场服务。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63.00%。 

37、重庆东悦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星光大道201号附4号2-5 

成立时间：2020年3月19日 

注册资本：15,9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浩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45.91%。 

38、重庆东展钧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宝鸿大道8号（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综合服务大楼B栋）

B201-4-00029 

成立时间：2019年6月24日 

注册资本：8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浩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47.64%。 

39、重庆晟东春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李家沱九亩地立丹苑1号3幢附1号 

成立时间：2020年12月16日 

注册资本：24,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磊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51.00%。 

40、重庆兴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回兴果塘村一社 

成立时间：1998年2月10日 

注册资本：3,333.3333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磊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屋租赁服务；房地产开发。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90.00%。 

41、重庆南方迪马专用车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长电路8号 

成立时间：2006年8月16日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马学斌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研发、制造、销售消防车、通信车、指挥车、伴随保障

车、电力抢修车、抢险救援车、应急交通保障抢修车、炊事车、餐车、外场饮食

保障车、宿营车、商务房车、淋浴车、多功能洗消车、飞机清水车、飞机污水车、

机场场务工程车、驱鸟车、检测车、医疗救护车、防弹防爆车、防爆路障车、特

品运输车、干扰车、电源车、牵引车、除雪车、洒水车、清扫车、防暴巡逻车、

高压水炮车、排障车、攀登突击车、升降平台车、排爆作业车等专用车（含相关

零部件）。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70.00%。 

42、重庆凯尔老年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65号18楼01号 

成立时间：2008年1月30日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郑春香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自营商品进口；采购国内产品出口；餐饮服务；老年公

寓的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服务；家政服务及相关信息咨询服务。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70.00%。 

43、重庆盛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桃源北支路1号 

成立时间：2006年11月1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刚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及咨询服务；家政服务；房屋销售代理；园林

绿化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林木管护；农业综合开发；种植、租赁绿

化植物；搬家服务；销售：建筑装饰材料、五金、交电、日用杂品、百货、塑钢

门窗、水产品、绿化植物；公路树木养护培植管理。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51.04%。 

44、重庆新东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镇白鹤路108号负1层商业201室 



成立时间：2003年9月24日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范东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家政服务。 

持股比例：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公司间接持股51.04%。 

 

（2）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上述全资子公司2020年主要财务数据 

序号 担保对象（全资） 总资产 净资产 总收入 净利润 

1  东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946,691.57 563,073.70 5,113.11 5,669.23 

2  西藏东和贸易有限公司  218,724.21 12,012.16 71,733.99 827.80 

3  成都皓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97,911.78 46,562.88 7,116.51 11,065.24 

4  成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公司  256,979.43 43,650.28 136,718.62 13,936.95 

5  成都荣元圣和置业有限公司  41,851.12 4,467.83 1,062.44 -2,527.97 

6  远东川府置业（成都）有限公司  25,775.03 142.25 3,701.78 1,668.78 

7  肇庆东原励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940.11 -0.09 - -0.09 

8  杭州东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 - - 

9  南京东原天澄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 - - - 

10  南京睿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63,719.90 27,538.37 186,877.79 26,492.47 

11  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61,714.24 258,441.60 17,914.56 -337.56 

12  上海万企爱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5,148.55 61,882.23 - -292.00 

13  湖北闳景达建材有限公司  86,420.10 1,415.10 - -2.95 

14  武汉东原天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79,210.33 27,043.40 106,094.05 19,400.39 

15  武汉瑞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73,564.41 10,454.33 955.88 24,435.18 

16  长沙原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 - - 

17  云南原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8,087.02 24,799.56 190,727.85 23,350.40 

18  重庆东原创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8,566.38 62,532.31 72,276.95 5,535.75 

19  重庆泰之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89,556.73 22,831.91 218,301.49 12,589.02 

20  重庆成方益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73,101.54 6,907.54 463.63 -103.19 

21  重庆绿泰园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34,201.89 24,804.87 94,333.92 12,600.84 

22  重庆达航工业有限公司  22,273.99 3,961.67 35,786.42 1,712.70 

23  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96,477.02 101,690.46 112,536.82 -119.61 

24  成都市迪马常青社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10,572.47 2,033.21 471.00 -556.97 

25  重庆东昱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0.39 -0.11 - -0.11 

26  宜宾澄方川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 - - - 

27  重庆东晟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 - - - 

 

 



上述控股子公司2020年主要财务数据 

序号  担保对象（控股）  总资产 净资产  总收入   净利润  

1  成都鸿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64,543.11 11,215.17 - -3,317.30 

2  成都睿至天澈置业有限公司  37,888.53 1,902.86 - -97.14 

3  成都毅丰盛置业有限公司  80,084.25 931.36 - 137.10 

4  绵阳创图商贸有限公司  92,916.90 50,197.24 - -306.58 

5  绵阳睿成毅升置业有限公司  193,476.05 123,125.31 - -1,154.50 

6  佛山东原毅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2,038.69 318.60 - -687.25 

7  广州合生天华房地产有限公司  273,266.10 117,390.77 - -2,311.19 

8  台山东原致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3,962.79 4.04 - -39.48 

9  肇庆东原毅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5,704.58 -422.99 - -483.14 

10  慈溪市东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6,902.89 1,505.01 - -510.00 

11  上海东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60,420.09 -2,458.54 - -3,369.61 

12  苏州东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680.99 -5,694.91 - -10,716.48 

13  苏州澄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99,948.82 138,119.66 173,258.21 19,934.08 

14  苏州茂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5,059.80 15.40 - -88.19 

15  杭州东原长天科技有限公司  82,765.21 -335.45 - -336.20 

16  衢州东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138.80 2,094.28 - -5.72 

17  松阳县东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6,818.31 29,807.55 - -192.45 

18  昆明东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63,220.66 -4,036.28 - -4,218.07 

19  武汉迪马瑞景实业有限公司  61,317.10 843.56 - -468.64 

20  武汉迪马智睿实业有限公司  349,615.00 9,410.16 - -568.84 

21  武汉东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5,144.08 3,111.93 88,418.09 5,377.19 

22  武汉东原润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24,018.85 162,590.75 337,227.50 19,011.19 

23  武汉东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14,560.25 87,443.03 - -1,715.19 

24  襄阳文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55,448.20 63,802.00 - - 

25  陕西东泰天信置业有限公司  168,328.91 -2,550.51 - -2,219.73 

26  陕西东渭玖城置业有限公司  8,255.17 -18.85 - -18.85 

27  西安东卓置业有限公司  80,428.09 -2,024.52 - -1,929.88 

28  湖南圣特罗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13,725.69 89,866.25 - -3,560.55 

29  长沙东原天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3,702.78 2,563.73 - 1,526.38 

30  河北东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76,330.08 -492.36 - -675.23 

31  河南荣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26,815.96 8,818.12 101,697.29 13,241.83 

32  郑州吉禾实业有限公司  99,656.94 39,838.06 - -1,115.42 

33  贵阳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4,208.61 -4,715.29 - -3,773.80 

34  遵义东原励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6,317.89 988.86 - -28.75 

35  重庆东春展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000.00 18,000.00 - -0.00 

36  重庆东励展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107.04 -745.31 - -742.30 

37  重庆东悦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6,656.56 15,036.09 - -921.21 

38  重庆东展钧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8,750.69 54,778.96 - -184.45 

39  重庆晟东春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999.98 23,999.98 - -0.02 

40  重庆兴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38,810.54 1,115.01 44.53 -3,054.57 



41  重庆南方迪马专用车股份有限公司  15,471.43 5,293.10 14,795.02 59.06 

42  重庆凯尔老年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2,556.71 1,462.80 330.40 -49.58 

43  重庆盛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262.67 551.83 379.75 22.49 

44  重庆新东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71,360.83 15,974.74 47,621.15 5,700.10 

 

上述担保事项中，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被担保对象包括： 西藏东和贸易有

限公司， 成都皓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公司， 成

都荣元圣和置业有限公司， 远东川府置业（成都）有限公司， 肇庆东原励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南京睿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闳景达建材有限公司， 

武汉东原天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瑞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云南原和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东原创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泰之睿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重庆成方益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绿泰园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达航工业有限公司， 成都市迪马常青社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重庆东昱邦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成都鸿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睿至天澈置业有限

公司， 成都毅丰盛置业有限公司， 佛山东原毅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台山

东原致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肇庆东原毅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慈溪市东

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东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东澄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苏州茂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杭州东原长天科技有限公司， 衢

州东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昆明东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迪马瑞景实

业有限公司， 武汉迪马智睿实业有限公司， 武汉东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

汉东原润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襄阳文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东泰天信

置业有限公司， 陕西东渭玖城置业有限公司， 西安东卓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

圣特罗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东原天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东序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荣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贵阳东原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遵义东原励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东励展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重庆东悦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兴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新

东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累计担保情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合计

1,487,458.21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所有者权益的81.33 %，无逾期对外担保。 

 

（二）子公司为母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 



控股子公司拟为公司融资额度内的融资提供担保（担保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保

证、抵押、质押等形式的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50亿元。 

被担保方情况介绍：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长电路8号 

成立时间：1997年10月9日 

注册资本：2,562,236,284元 

法定代表人：罗韶颖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制造、销售运钞车、特种车及零部件（按国家行业主管

部门批准的车型组织生产、销售），上述汽车售后服务；销售汽车（不含九座及

以下乘用车）；经营本企业自产的机电产品出口业务（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

出口商品除外）、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

配件的进口业务（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除外）；电子产品、计算机

软、硬件及网络设施的技术开发及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网络信息服务（除国

家有专项管理规定的项目外），销售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工程管理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网络技术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

务），国内贸易代理。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总资产8,172,774.04万元，净资产1,828,909.06

万元，营业收入2,127,077.5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0,284.54万元。 

 

（三）子公司融资相互提供担保额度 

子公司相互之间拟为融资额度内的融资提供担保（担保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保

证、抵押、质押等形式的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350亿元。 

上述（一）、（二）、（三）项额度仅为最高担保额度（担保形式包括但不

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该担保额度有效期限自该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生效至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日。经以往股东大会核准已生效且在

执行中的相关担保待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日起可延用，但需按该次议案中

额度等要求执行。 

 



二、担保协议情况 

上述核定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可预计的最高担保额度，该额度将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将根据具体发生的担保进展情况，并

按照定期报告相关规定进行披露，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如有总额度

新增的除外。 

上述预计的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度内，对不同全资子公司可以相互

调剂使用其预计额度；如在额度生效期间有新设全资子公司的，公司对新设全资

子公司的担保，也可以在上述预计的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度内调剂使用

预计额度。 

上述预计的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度内，对不同控股子公司可以相互

调剂使用其预计额度；如在额度生效期间有新设控股子公司的，公司对新设控股

子公司的担保，也可以在上述预计的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度内调剂使用

预计额度。 

公司对全资和非全资子公司的两类预计担保额度不能相互调剂使用。在相关

协议签署前，授权公司及子公司董事长根据担保情况在额度范围内调整担保方式

并签署担保相关文件。前述融资及担保尚需相关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审核同意，

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三、担保目的 

为了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对该等公司的资信和偿还

债务能力有充分的了解，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

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董事会对经营管理层的授权是考虑到公司及所

属子公司融资及经营需求而作出的。公司对该等公司的资信和偿还债务能力有充

分的了解，该等公司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

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资担保额度均为上市公司体系内的担保行为，是考虑公

司生产经营及投资资金需求的基础上合理预测而确定的，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

体发展战略。公司对该等公司经营状况、资信及偿还债务能力有充分的了解，该



等公司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对外担

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我们认为公司担保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的情形。担保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因此一致同意该项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三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