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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与关联方合作投资建设项目的议案 

 

各位股东：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空港股份”）拟依托联合设

立的子公司北京电子城空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城空港”），与

北京北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广科技”），在顺义空港投

资建设“天柱 26”项目（以下简称“合作项目”）。 

因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及北广科技的控股股东，本

事项构成公司与北广科技的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详细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电子城空港向北广科技支付 70%股权收购预付款 35,000 万元，

约定以协议转让方式收购北广科技全资子公司北京北广通信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70%股权（折算后项目公司实际股比

为：公司 40%、北广科技 30%、空港股份 30%）后，项目公司具体实

施后续合作项目。 

二、关联方情况 

北广科技是国内广播电视发射设备行业综合市场占有率较高的

设备制造商和系统集成商之一，在军事通信装备市场细分产品领域占

据优势地位。 

公司名称 北京北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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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天柱路 A区 26号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加工、制造广播电视发射、差转、通讯、微波、

雷达、录像设备及其配套件、仪器、有线电视、监视器、传真机、

交通管制设备、模具、木器；指定生产卫星电视接收机；设计、

制造广播、通信铁塔、桅杆产品及输电线路铁塔；金属结构加工。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推广；产品设计；电子工程专业

承包；物业管理；专业承包；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业务。 

 

法定代表人 张岳明 

注册资本 6,957.4434 万元 

成立日期 2001 年 5月 29日 

股权结构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77.51%的股份，为其实际控制

人。 

财务状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7 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124,745.13 123,327.67 

总负债 81,490.10 82,740.92 

净资产 43,255.03 40,586.75 

项目 2016 年 1月-12 月（经审计） 2017 年 1月-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5,599.67 6,044.52 

净利润 1,019.30 -2,668.28 

股权关系：北广科技为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北广科技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其他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北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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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经济核心区天柱路 26 号 11幢 2 层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经济核心区天柱路 26 号 11 幢

2 层 

法定代表人：宋立功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物业管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

务；销售机械设备、电气设备、电子产品、交通设施、模具；专业承

包。 

股东：北京北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公司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

存在关联关系。 

2、项目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现状 

合作项目位于顺义空港经济开发区 A 区天柱路 26 号。证载土地

面积 89,513.38 平方米，土地性质工业出让，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

2044 年 7 月 1 日，证载使用权人北京北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号：京顺国用（2010 出）字第 00142 号）。 

证载总建筑面积 26,155.58 平方米，证载规划用途为办公用房、

传达室、连廊、摄录像机装配厂房、综合动力站，证载所有权人北京

北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房屋所有权证号：X 京房权证顺字第 242964

号）。目前，该宗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由北广科技自用，主要用于生产

办公使用。 

该宗地 2011 年 6 月 2 日取得《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建设项目规划

条件》（2011 规（顺）条字 0040号），用地性质为 M 工业用地，容积

率≥1.0（高新技术产业不高于 2.5），建筑密度≥40%，建筑控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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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36 米（标志性建筑高度可达 45 米，最终建筑高度以机场空管部

门意见为准），绿地率≥15%。 

3、一期项目情况 

除现有建筑物外，北广科技前期拟增建厂房一栋（以下简称“一

期项目”），用于数字广播、电视、通信发射及接收设备技术改造项目，

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6规（顺）建字

0056号）。批准项目名称为 B座厂房，建筑总面积 32,080.68平方米，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1,065.24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1,015.44平方

米。 

四、本次关联交易金额的确定 

    公司与空港股份、北广科技共同委托中瑞国际资产评估（北京）

有限公司（该评估公司获得北京市财政局颁发的编号为 13020020 的

资产评估资格证书，获得财政部及证监会颁发的编号为 0731019001

号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对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房

地产进行了评估。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中瑞评报字[2017]000566

号）。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对象为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收购所涉及的北京北广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资产收购范围内的房地产价值。 

（二）评估范围为北京北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资产收购范

围内房地产，具体如下： 

房屋建筑物：委估房屋建筑物坐落在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天柱

路 26号，账面原值合计为 125,849,991.97 元，净值 116,522,834.23

元，建筑面积合计 29,457.26 平方米，其中包括：（1）已办理房屋所

有权证房产共 15 幢，房屋产权证号为 X 京房权证顺字第 24296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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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办公用房，传达室，连廊，摄录像机装配厂房，综合动力站等；

总建筑面积为 26,155.58平方米；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目前的现状

使用情况与规划用途相同。（2）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房产共 3 项，建

筑面积合计 3,301.68 平方米；实际用途包括：库房、食堂等。（3）

构筑物 5 项，其中：铁艺围墙 1116 米，厂区道路 952 米，水系及改

造费用等。 

土地使用权：共 1宗，土地坐落在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天柱路

A 区 26 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京顺国用（2010 出）字第 00142 号；

土地规划用途为工业；使用面积为 89,513.38 平方米，全部为独用面

积；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2044 年 7 月 1 日。

目前的现状使用情况与规划用途相同。委估土地使用权的账面原值为

54,020,101.00元，净值 43,030,717.57 元。 

（三）评估基准日：2017 年 06 月 30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评估方法：本次采用房地合一的方式使用收益法对委托评

估的房地产进行估算。 

（六）评估程序实施过程：经现场调查、资料收集与分析、评定

估算等程序，得出评估结论。 

（七）评估结论：  

具体详见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7年 06月 30日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房屋建筑物 1 11,652.28 
73,014.00 

  

  

  

  土地使用权 2 4,303.07 

总      计  15,955.36 73,014.00 57,058.64 357.61 

file:///F:\2010����\δ������\���Ӿ�����\����-����\�й����Ӿ�����������ϸ��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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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采用收益法对北京北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房地产价值进行

了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06 月 30 日，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评估的房地产

价值为 73,014.00万元。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关联交易概述 

电子城空港以协议转让方式收购项目公司 70%股权（折算后项目

公司实际股比为：公司 40%、北广科技 30%、空港股份 30%）后，项

目公司具体实施后续合作项目。 

2、项目公司 70%股权交易方案 

（1）项目公司 70%股权收购方式 

电子城空港以协议转让方式收购项目公司 70%股权。电子城空港

与北广科技共同委托评估机构，以共同确定的时点为评估基准日，对

项目公司 100%股权价值进行评估，评估报告履行市国资委核准审批

程序。标的评估报告获得国资监管机构审核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电

子城空港与北广科技依据市国资委审核认可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股

权转让的交易价格，即经审核报告确认的北广通信 100%股权价值×

70%=最终交易价格。 

（2）项目公司 70%股权收购预付款、担保及价款支付 

北广科技将项目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抵押给电子城空港作为担保，

并办理抵押登记。以此获得电子城空港的预付款。完成抵押登记次日

起 5 个工作日内，电子城空港向北广科技支付 70%股权收购预付款

35,000 万元。项目公司 70%最终股权收购价款以项目公司股权评估价

值为准。项目公司自工商局获得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受理通知单之日起

三个工作日内，由电子城空港向北广科技支付剩余股权收购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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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期项目建设、交付、搬迁 

合作项目分为两期建设：第一，在一期项目建成后，北广科技将

原项目地块业务内容搬迁至一期项目。项目公司将一期项目房屋交付

北广科技，北广科技向项目公司支付 28,000 万元。第二，北广科技

搬迁腾退后的项目用地土地统筹用于建设二期项目。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 

将结合项目公司的资产情况、项目操作方案、项目公司权利义务，

对项目公司股权实施评估，按国资委核准的评估结果确定交易价格，

以保证交易价格公允。 

（二）本次关联交易合作项目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具有可操作

性和较好的盈利前景。 

（三）三方合作有利于合作项目的高效实施；项目开发整体方案

考虑全面，风险防范措施较为系统，对合作各方未来的经济效益及可

持续性发展起到积极影响。 

七、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及审议结果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董事会七位董事中，关联董事王岩先生、龚晓青先生和潘金峰先生

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任建芝先生在北广科技任职独

立董事也回避了表决；董事宁旻先生，独立董事武常岐先生、鲁桂华

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投了赞成票。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超过 35,000 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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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北广科技之间不存

在关联交易。 

    九、附件： 

1、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签字确认的 2017年第四次审计

委员会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资产评估报告（中瑞评报字[2017] 000566 号）。 

上述附件详见公司 2017 年 9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临

2017-026）、（临 2017-027）、（临 2017-028）、（临 2017-029）等相关公

告。 

请予以审议。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0 月 9 日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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