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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18-003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积极响应国家“特色小镇”建设政策规划，服务囯家和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战略，充分发挥自身品牌优势及科技园区开发、建设、运

营的经验，公司决定积极介入“特色小镇”领域。 

2017 年 8 月 16 日，为贯彻落实“特色小镇”建设的政策规划，

推动高校教育人才资源与地方经济发展对接，服务囯家和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战略，公司与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校企合作委员会、中企国教

技术培训（北京）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详见 2017 年 8 月 17

日，公告 2017-065号）。 

2017 年 12 月 22 日，为推动中美科技、文化交流，搭建中美科

技文化产业合作平台，抓住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公司与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北京瀚海智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清大

文创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三水-中美科创园框架协议书》（以

下简称：《框架协议》。详见 2017年 12 月 23 日，公告 2017-096 号）。 

同日，为贯彻落实《框架协议》精神，顺利开展“特色小镇”建

设运营业务，经第六届董事会 2017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与稼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稼轩投资）合资成立“中关村

科技小镇开发建设（海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小镇开发公司），

注册资本 1,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占 51%。截止目前，该公司工商

注册手续已办理完毕。 

公司决定与《框架协议》相关签约方成立“中关村科技小镇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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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海南）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最终核准名称为准，以下

简称：小镇运营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具体股权结构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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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镇开发公司与稼轩投资合作，共同投资 1,000 万元，成立

小镇运营公司。其中：小镇开发公司持股 51%，稼轩投资持股 49%，

双方均以货币形式出资,在 2046 年 12 月 31 日前缴足。 

    2、小镇运营公司与稼轩投资、北京清大文创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清大文创）合作，共同投资 1,000万元，成立“佛

山中关村科技小镇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最终核准名

称为准，以下简称：佛山小镇发展公司）。其中：小镇运营公司持股

51%，稼轩投资持股 9%，清大文创持股 40%，各方均以货币形式出资,

在 2046年 12 月 31 日前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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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佛山小镇发展公司与北京瀚海智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瀚海智业）合作，共同投资 1,000 万元，成立“佛山中关村科

技小镇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最终核准名称为准，以

下简称：佛山小镇开发公司）。其中：佛山小镇发展公司持股 90%，

瀚海智业持股 10%，双方均以货币形式出资,在 2046 年 12 月 31 日前

缴足。 

有关《投资合作协议》尚未签署。 

本次交易对方之一稼轩投资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光裕先生控制的公司，根

据《深交所上市规则》10.1.3（三）之规定，本次交易对方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10.2.7、10.2.8 之规定，对于关联交易事项独立

董事须书面说明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独立意见。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10.2.1 之规定，本议案表决时，国美控股推荐董

事侯占军、黄秀虹、邹晓春、陈萍、张晔以及关联董事翟姗姗应当回避表决，也

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非关联董事出席即可举

行，董事会会议所做决议须经非关联董事过半数通过。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

只需提请董事会审批即可，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上述事项已经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先审核通过，并经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度第一

次临时会议全体非关联董事（三名独立董事）同意通过。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1）名称：稼轩投资有限公司（小镇运营公司、佛山小镇发展

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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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立日期：2003 年 5月 16 日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7493518733 

（4）住所：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新城工业开发区 10号 

（5）法定代表人：周亚飞 

（6）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 万元 

（7）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8）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

询；资产管理；经济贸易咨询；市场调查；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

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货物进出口。（“1、未经

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

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

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

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领取本执照后，应到市商务委备案。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区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5%；自然人马青

持股 45%。 

实际控制人：黄光裕先生 

2、历史沿革、发展状况及财务数据 

稼轩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05 月 16 日，注册资本 8,000

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为项目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投资

咨询、资产管理、经济贸易咨询、市场调查、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

示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货物进出口。股东为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4,400万元，马青出资 3,600 万元。 

近三年投资了电视剧《神机妙算刘伯温》、韩国艺人演唱会（李

敏镐、金贤重、张根硕）；参与了美国电影《屠场》的制作；目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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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电视剧《王子咖啡店》待上线，上线后会有一定的投资收益。 

财务数据如下： 

2016年度营业收入为 200,037.1 元； 

2016年度净利润为-1,361,843.98 元； 

截至 2017年 9 月 30 日的净资产为 65,585,612.59 元。 

3、关联关系说明 

稼轩投资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光裕先生控制的公司。根据《深

交所上市规则》10.1.3（三）之规定，本次交易对方为本公司关联法

人，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非关联交易方基本情况 

北京清大文创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佛山小镇发展公司股东） 

1、基本情况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05730489X3 

    （2）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李季 

（4）住所：北京市平谷区林荫北街 13 号信息大厦 802 室 

（5）注册资本：5,0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14 年 03 月 18 日 

    （7）营业期限自：2014 年 03 月 18 日起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组织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棋牌除外）；企业管理咨询；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广告；销售工艺美术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

进出口。（“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

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

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领取本执照后，应到区县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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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委（房管局）取得行政许可。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北京清大文创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

清大文创（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60%，李季、郑建阳、孙桂

芳、唐文卿分别持股 10%。其第一大股东—清大文创（北京）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刘艳羽持股 90%，寇妍持股 10%。 

实际控制人：李季，身份证号 370105197005241739。 

2、企业介绍 

清大文创为国内外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园区投资、园区运

营、项目策划、产业规划、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资源整合等全方位

高端服务。清大文创率先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建立文化科技园区，逐渐

向中等发达国家辐射进驻，形成“以点带面”的园区集群发展路线。 

清大文创从区域范围、运营模式、盈利模式等多方面全力拓展公

司业务，打造以文化科技园区建设及科技孵化为主导、逐步向风险投

资管理转型的集团化、国际化跨国公司。 

3、不存在关联关系的说明 

清大文创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与北京中

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前十名股东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可能或

已经造成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利益倾斜的其他

关系。 

北京瀚海智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佛山小镇开发公司股东） 

    1、基本情况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782529987W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王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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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南竹杆胡同2号银河搜候中心5层50620 

（5）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5 年 11 月 08 日 

    （7）营业期限自：2005 年 11 月 08 日至 2025 年 11 月 07 日 

（8）经营范围：投资管理；科技企业孵化；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翻译服务；家居装饰设计；机动车公共停

车场服务；出租办公用房；物业管理；会议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承办展览展示；劳务服务；家居装饰；图文设计；企业形象策划；广

告设计制作；酒店管理；餐饮管理；零售机电设备、电子计算机。（“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

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

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

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王汉光持股 90%、北京华海基业科技孵化器有

限公司持股 10%。 

实际控股人：王汉光，身份证号 370305196405281234。 

2、企业介绍 

该集团在国内先后建立了多家国家级科技孵化器以及国际企业

创新中心，并顺应创新创业浪潮建立多家众创空间，链接全球创新资

源、实现跨境加速。在国外，初步形成了以美国硅谷、洛杉矶、波士

顿、加拿大温哥华、德国慕尼黑为中心，覆盖北美及欧洲的海外科技

园区体系，构建了国际化创新创业生态网络和全球孵化跨境加速体

系。 

3、不存在关联关系的说明 

瀚海智业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与北京中

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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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前十名股东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可能或

已经造成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利益倾斜的其他

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关村科技小镇运营管理（海南）有限公司（暂

定名，以工商最终核准名称为准）； 

注册地：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孵化

中心A楼5层A1-727室； 

注册资本：1,000万元； 

出资方式：小镇开发公司以货币认缴出资510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51%；稼轩投资以货币认缴出资49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资金

来源为自有资金。双方均以货币形式出资,在 2046年12月31日前缴

足。 

经营范围：企业孵化运营管理服务、产业园开发与管理、自由房

屋场地租赁；企业咨询、营销策划；企业孵化服务；物业服务；技术

服务；货物仓储。具体以核准登记的营业执照记载事项为准。 

2、佛山中关村科技小镇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最

终核准名称为准）； 

注册地：广东省佛山市 

注册资本：1,000万元； 

出资方式：小镇运营公司持股51%，稼轩投资持股9%，清大文创

持股40%，各方均以货币形式出资,在 2046年12月31日前缴足。 

经营范围：企业孵化运营管理服务、产业园开发与管理、自由房

屋场地租赁；企业咨询、营销策划；企业孵化服务；物业服务；技术

服务；货物仓储。具体以核准登记的营业执照记载事项为准。 

3、佛山中关村科技小镇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最

终核准名称为准）； 



关联交易公告                                                  共  15  页 

         9 

注册地：广东省佛山市 

注册资本：1,000万元； 

出资方式：佛山小镇发展公司持股90%，瀚海智业持股10%，双方

均以货币形式出资,在 2046年12月31日前缴足。 

经营范围：企业孵化运营管理服务、产业园开发与管理、自由房

屋场地租赁；企业咨询、营销策划；企业孵化服务；物业服务；技术

服务；货物仓储。具体以核准登记的营业执照记载事项为准。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各方均以现金形式出资，定价公允合理。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中关村科技小镇运营管理（海南）有限公司《投资合作协

议》 

甲方：中关村科技小镇开发建设（海南）有限公司 

乙方：稼轩投资有限公司 

1、合作形式 

1.1 甲乙方拟合作共同投资成立“中关村科技小镇运营管理（海

南）有限公司”，股权比例为甲方持股 51%，乙方持股 49%。 

1.2 合资公司定位：甲、乙方一致同意合资公司负责甲、乙方或

其他相关方开发的科技小镇的运营管理服务。 

2、合资公司设立 

2.1 合资公司注册名称为“中关村科技小镇运营管理（海南）有

限公司”。 

2.2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定为人民币 1,000万元。甲乙方认缴出

资如下： 

甲方认缴出资 510万元人民币，占比 51%，出资形式为现金出资； 

乙方认缴出资 490万元人民币，占比 49%，出资形式为现金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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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甲乙方约定各方应在 2046 年 12月 31 日前缴足。 

2.4 目标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企业孵化运营管理服务、产业园开

发与管理、自由房屋场地租赁；企业咨询、营销策划；企业孵化服务；

物业服务；技术服务；货物仓储。具体以核准登记的营业执照记载事

项为准。 

3、利润分享和亏损分担 

3.1 合资公司成立后，甲乙方依法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3.2 甲乙方按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合资公司利润，合资公司所产

生的亏损或者责任由各方依法按照实缴比例承担。 

4、公司治理结构 

4.1合资公司股东会 4.1.2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

表决权。 

4.1.3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

决议，以及公司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

代表 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4.2 合资公司董事会 

4.2.1 甲乙双方同意，合资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为 3人，

其中甲方委派 2人，乙方委派一人，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由甲方委派的

董事担任合资公司董事长。 

4.3 甲乙方同意，合资公司设立监事会，监事会成员为 3 人，甲

方委派 2人，乙方委派 1人。其中股东代表 1人，职工代表 2人。 

4.4 甲乙方同意，合资公司由甲方委派的人担任财务负责人。 

（二）佛山中关村科技小镇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合作协议》 

甲方：中关村科技小镇运营管理（海南）有限公司 

乙方：稼轩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北京清大文创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条 合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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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甲、乙、丙三方拟合作共同投资成立“佛山中关村科技小镇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比例为甲方持股 51%，乙方持股 9%，丙方

持股 40%。 

1.2 合资公司定位：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合资公司负责甲、

乙、丙三方或其他相关方在佛山地区开发的“科技小镇”的运营管理。 

第二条 合资公司设立 

2.1 合资公司注册名称为“佛山中关村科技小镇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 

2.2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定为人民币 1,000万元。甲乙方认缴出

资如下： 

甲方认缴出资 510万元人民币，占比 51%，出资形式为现金出资； 

乙方认缴出资 90万元人民币，占比 9%，出资形式为现金出资； 

丙方认缴出资 400万元人民币，占比 40%，出资形式为现金出资。 

2.3 甲、乙、丙三方约定各方应在 2046 年 12月 31 日前缴足。 

2.4 目标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企业孵化运营管理服务、产业园开

发与管理、自由房屋场地租赁；企业咨询、营销策划；企业孵化服务；

物业服务；技术服务；货物仓储。具体以核准登记的营业执照记载事

项为准。 

第三条 利润分享和亏损分担 

3.1 合资公司成立后，甲、乙、丙三方依法享有股东权利，承担

股东义务。 

3.2 甲、乙、丙三方按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合资公司利润，合资

公司所产生的亏损或者责任由各方依法按照实缴比例承担。 

第四条 公司治理结构 

4.1 合资公司股东会 

4.1.2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4.1.3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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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以及公司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

代表 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4.2 合资公司董事会 

4.2.1 甲、乙、丙三方同意，合资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成员

由甲方委派二分之一以上。 

4.3 甲、乙、丙三方同意，合资公司设立监事会。监事会成员由

甲方委派二分之一以上。 

（三）佛山中关村科技小镇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投资合作协议》 

甲方：佛山中关村科技小镇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瀚海智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第一条 合作形式 

1.1 甲、乙方拟合作共同投资成立“佛山中关村科技小镇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股权比例为甲方持股 90%，乙方持股 10%。 

1.2 合资公司定位：甲、乙方一致同意合资公司负责甲、乙方或

其他相关方在佛山地区“科技小镇”的开发建设。 

第二条 合资公司设立 

2.1 合资公司注册名称为“佛山中关村科技小镇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 

2.2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定为人民币 1,000万元。甲乙方认缴出

资如下： 

甲方认缴出资 900万元人民币，占比 90%，出资形式为现金出资； 

乙方认缴出资 100万元人民币，占比 10%，出资形式为现金出资。 

2.3 甲乙方约定各方应在 2046 年 12月 31 日前缴足。 

2.4 目标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企业孵化运营管理服务、产业园开

发与管理、自由房屋场地租赁；企业咨询、营销策划；企业孵化服务；

物业服务；技术服务；货物仓储。具体以核准登记的营业执照记载事

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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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利润分享和亏损分担 

3.1 合资公司成立后，甲、乙方依法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

务。 

3.2 甲、乙方按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合资公司利润，合资公司所

产生的亏损或者责任由各方依法按照实缴比例承担。 

第四条 公司治理结构 

4.1 合资公司股东会 

4.1.2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4.1.3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

决议，以及公司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

代表 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4.2 合资公司董事会 

4.2.1 甲、乙双方同意，合资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成员由甲

方委派二分之一以上。 

4.3 甲、乙方同意，合资公司设立监事会，监事会成员由甲方委

派二分之一以上。 

六、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充分发挥公司自身品牌优势，把握“特色小镇”在全国迅猛发

展的契机，公司除依托大股东及稼轩投资在地产、开发等方面的资源

优势外，寻找到有实力、有经验的合作方—清大文创、瀚海智业与当

地政府共同发展“科技小镇”。 

根据《框架协议》，签约各方按照“定位高端、绿色发展、共建

共赢”的原则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佛山小镇发展公司、佛山小镇

开发公司与清大文创、瀚海智业将按照合资公司所指定的合作目标和

方向细化明晰启动园区的产业规划、产业定位和产业布局；负责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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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引进和运营管理；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协助合资公司对接策划、

运营、投资等各方资源，为三水-中美科创园引入相应的产业。 

结合清大文创、瀚海智业在美国硅谷、洛杉矶、波士顿、加拿大、

温哥华等地的海外产业资源，借力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的大力支

持，运用“国外孵化器+国内加速器”的运营模式，率先在佛山重点

发展一批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生态环保、新能源和新材料、

数字创意为主的战略新兴产业，建设国家级孵化器，进而将成功经验

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将“中关村科技小镇”打造成为中国新型城

镇化进程中的科技创新产业的第一品牌。 

通过设立上述公司，以佛山三水-中美科创园为切入点，有利于

落实公司的科技小镇的发展规划，未来随着各地小镇项目落地，在全

国逐步形成产业规模，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八、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

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18,340.21 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关系说明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金额（万元）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 借款本金 16,600.00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 借款利息 960.62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租赁房产 661.17 

国美在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日常关联交易 0.42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关联交易 118.00 

小  计   18,340.21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涉及的相关材料进行认真审阅后，出具事前认

可意见：同意将对外投资事项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度第一

次临时会议进行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国美控股推荐董事侯占军、黄秀虹、

邹晓春、陈萍、张晔及关联董事翟姗姗均已回避表决，审议表决程序、

表决董事人数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新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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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充分发挥了自身品牌优势及科技园区开发、建设、运营的经验，

积极响应了国家“特色小镇”建设政策规划，抓住国家“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机遇，服务囯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本次交易定价公

允合理，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十、备查文件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2、第六届董事会 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3、相关《投资合作协议》（拟签署）；  

4、稼轩投资、清大文创、瀚海智业提供的相关书面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八年一月十六日 


	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国美控股推荐董事侯占军、黄秀虹、邹晓春、陈萍、张晔及关联董事翟姗姗均已回避表决，审议表决程序、表决董事人数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新公司的成立充分发挥了自身品牌优势及科技园区开发、建设、运营的经验，积极响应了国家“特色小镇”建设政策规划，抓住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服务囯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