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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年度拟以 2018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1,118,585,04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1.37

元现金红利（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53,246,151.17元（占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09,867,813.75元的 37.39%）股。本次利润分配后，剩余股东未分配利润 158,569,954.43

元转入下一年度。该利润分配预案尚需经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电子城 600658 兆维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吕延强 尹紫剑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6号院5号楼

15层-19层（电子城国际电子总部）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6号院5号楼

15层-19层（电子城国际电子总部） 

电话 010-58833515 010-58833515 

电子信箱 bez@bez.com.cn yinzj@bez.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18 年是电子城集团实施“十三五” 发展战略的关键一年,也是电子城集团全面迈入科技服

务新航程的开启之年。公司梳理并完善了科技服务发展模式，研究制定科技服务深度转型下的组

织保障体系、运营保障体系及制度流程体系。在构建 “一主链，多分支”的产品体系和 “区域+

事业群”的科技服务组织体系基础上，着力打造以“科技空间服务”及“科技发展服务”两大体

系为主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围绕发展目标，搭建科学高效的组织架构、管理体系及人才架构；研



究探索创新激励机制，激发企业活力，为全面迈入电子城集团科技服务新航程打下坚实基础，力

争到“十四五”末，将公司打造成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科技服务领先企业。 

    电子城集团在中关村电子城科技园成功开发运营了“电子城•创新产业园”、“电子城•科技研

发中心”、“电子城•科技大厦”、“电子城•IT 产业园”、“电子城•国际电子总部”等主题科技产业园；

通过品牌塑造、模式复制及科技产业聚集，先后拓展了“电子城•朔州数码港”、“电子城•大数据

及互联网金融产业园（天津）”、“电子城•国际创新中心（天津）”、“电子城•国际创新中心（厦门）”、

“中关村电子城（昆明）科技产业园”、“电子城•南京国际数码港”等多个全国性项目。同时，积

极推进资源整合，打造了“电子城•北戴河新区企业汇”、“电子城•临空经济创新产业基地”、“电

子城•数字新媒体创新产业园”、“电子城•集成电路设计创新中心”等多个项目，逐步打造包含科

技产城融合事业平台、科技创新聚集事业平台、科技城市更新事业平台的科技空间体系。 

    报告期内，电子城集团不断推进科技发展服务体系建设，科技孵化服务平台深入推进，继研

发中心社区和酒仙桥社区签约入住率超过 90%后，天津社区完成了开业，取得较好的市场反馈；

国际电子城总部社区、昆明社区已启动装修，为入孵企业提供业务协同、资源对接，科技孵化服

务水平显著提升；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实现突破，投资设立了电子城华平东久（宁波）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打造科技金融服务板块，推动科技服务与金融相结合；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及科技文化融

合服务平台不断拓展，取得显著成绩。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重心已从速度导向转向质量导向，各地

方政府积极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主动将不适应当地发展的产业进行疏解，大力引进优势产业，以

激活当地经济活力。随着城市产业不断转型升级，城市产业投资机会也逐渐被激活。 

    产业发展方面，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意

见》的发布有助于增强科技创新引领作用，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持续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

和更深程度推进，进一步推动形成线上线下结合、产学研用协同、大中小企业融合的创新创业格

局，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升级。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3,982,210,763.65 11,320,091,264.36 23.52 9,014,558,399.78 

营业收入 2,234,443,751.70 2,133,974,599.53 4.71 1,515,539,038.1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409,867,813.75 508,490,683.96 -19.40 419,954,117.36 



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64,511,146.93 454,979,066.12 -19.88 387,776,207.4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6,589,046,248.28 6,355,102,144.27 3.68 5,997,179,262.7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835,243,083.28 507,986,885.27 -854.99 -400,263,842.7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7 0.64 -42.19 0.6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7 0.64 -42.19 0.6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6.36 8.25 

减少1.89个百

分点 
9.7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409,790,250.07 755,659,221.61 199,313,667.76 869,680,61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5,783,801.56 240,894,075.24 -42,891,408.19 106,081,34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04,573,914.73 219,346,301.44 -51,285,403.71 91,876,334.4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8,280,674.02 -3,774,801,926.59 -738,897,996.57 530,176,165.8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22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048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

有

有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

量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 
145,371,801 508,801,304 45.49 0 无 

  国有

法人 

弘创（深圳）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29,185,468 102,149,137 9.13 0 质押 102,149,137 未知 

东久（上海）投资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14,532,243 50,862,851 4.55 0 质押 50,862,000 未知 

德邦基金－浦发银行

－中融信托－中融－

融昱 28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12,439,964 43,539,875 3.89 0 无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

组合 
13,003,468 39,799,614 3.56 0 无 

  
未知 

东吴基金－宁波银行

－东吴鼎利 6031号

资产管理计划 

3,438,939 25,350,837 2.27 0 无 

  

未知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3,927,797 13,747,290 1.23 0 无 

  
未知 

融通基金－广州农商

银行－万联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5,076,838 13,179,293 1.18 0 无 

  

未知 

北京兆维电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858,314 10,004,098 0.89 0 无 

  
未知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8,811,741 8,811,741 0.79 0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兆维电子(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电控的子公司，其之间存在

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弘创（深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德邦基金－

浦发银行－中融信托－中融－融昱 2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为一

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34亿元，同比增长 4.7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4.10亿元，同比下降 19.40%。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39.82亿元，同比增长 23.52%。 

2018年，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认真行使《公司法》、《证券法》和股东大会赋予的权利，严格

履行了董事职责。在董事会领导下，电子城集团坚持打好“产业发展、提质增效、体制机制创新”

三大战役，圆满完成了全年各项经营指标和重点任务。电子城集团以新的理念进行全国性拓展，

推动公司业务向科技服务业转型，为公司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主要经营工作完成情况  

2018年是电子城集团深化落实“十三五”发展战略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迈入电子

城发展第三阶段的开局之年。报告期内，电子城集团圆满完成了经营指标和各项重点任务，经济

规模取得历史性突破。     

1、稳步实施区域项目建设 

2018 年电子城集团稳步推进重点项目，京内外项目多点开花，实现开复工面积 91.2 万平方

米。 

其中，北京区域的 “电子城•国际电子总部”、“电子城•IT 产业园”等项目建设按计划推

进；电子城•数字新媒体创新产业园项目启动施工改造，目前正在推动园区增量工作；电子城•临

空经济创新产业基地项目完成资产过户工作，设计方案正在报批。天津电子城项目积极与北京发

改委等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重点企业对接，推进大客户营销；厦门电子城项目作为福建省十大

重点工程，工程建设全面启动的同时已打通多条营销推广渠道；昆明电子城项目一期完成结构封

顶，二期正在办理施工前期手续；南京电子城项目开启电子城集团华东区域布局，方案已完成规

划部门审批，正在办理开工前期手续；朔州电子城项目积极开展营销推广工作，成功引进中影院

线及希尔顿欢朋酒店等国内外知名品牌入驻；秦皇岛电子城项目改造升级方案已完成，正在办理

项目前期手续。 

2、推进向科技服务业的战略转型 

报告期内，公司全紧紧围绕科技服务转型，全面推动科技发展服务体系各板块业务发展。梳

理并完善了科技服务发展思路，研究制定新发展战略下的组织保障体系、运营保障体系及制度流

程体系。构建科技服务转型产业格局，在“一主链，多分支”的产品体系和 “区域+事业群”的

科技服务组织体系的基础上，着力打造以“科技空间服务体系”及“科技发展服务体系”两大体



系为主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围绕发展目标，搭建科学高效的组织架构、管理体系及人才架构；积

极推动科技金融服务，不断提升资本运作能力；研究探索创新激励机制，激发企业活力为全面迈

入电子城集团科技服务新航程打下坚实基础，力争到“十四五”末，将公司打造成国内领先、国

际知名的科技服务领先企业。 

3、持续拓展全国战略布局 

电子城集团紧紧围绕“立足北京、辐射全国”的发展战略，积极拓展并筛选重点区域的优质

项目。在持续推进北京和华北、华南、西南项目的基础上，华东地区南京电子城项目取得实质性

进展，公司取得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红山新城核心位置土地使用权，为华东区域布局提供重要储

备。 

4、积极参与系统内部战略协同 

报告期内，围绕北京市“四个中心”的功能定位及高精尖产业方向，电子城集团实质性推进

股东资源的协同发展，实现资源盘活再利用。参与了电子城•集成电路设计创新中心项目，以及电

控产投平台项目；协同参与北京电控 8 英寸集成电路研发产业化及封测平台建设项目。为全系统

产业布局、资产盘活提供支撑。 

5、股权投资方面 

（1）经公司于 2018年 3月 28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北京电控、

电子城集团联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

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盐城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组成“联合投资人”，对

北京燕东微电子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40亿元，由燕东微电子向其全资子公司北京燕东微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增资至人民币 40 亿元，北京燕东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8 英寸生产线集成电路研发

产业化及封测平台项目的建设与运营。增资完成后，电子城集团持有北京燕东微电子有限公司

3.95%股权。 

（2）经公司 2018年 4月 25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东久（上

海）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电子城华平东久（宁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新公司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其中电子城集团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持股比例 50%；

东久（上海）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持股比例 50%。 

（3）经公司 2018年 6月 13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电子

城有限与东久（上海）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久貔实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

北京电子城（南京）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万元，其中电子城有限以自有资



金出资人民币 5,100万元，持有 51%的股权；上海久貔出资人民币 4,900万元，持有 49%的股权。 

2019 年 3 月 27 日，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受让控股公司北京电子城

（南京）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为更好的完成电子城南京国际数码港项目的开发建设，电子城有

限受让上海久貔持有的南京电子城股权。受让完成后，南京电子城将成为电子城有限的全资子公

司。 

（4）经公司 2018年 7月 30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参与北京

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增资。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是北京电控的全资子公司，原有注册资

本人民币 3,000万元，本次增资人民币 57,000万元，全部计入注册资本。其中：北京电控认缴现

金出资人民币 27,000 万元；电子城集团以自有资金参与电控产投增资，认缴现金出资人民币

10,000 万元；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缴现金出资人民币 10,000 万元；京东方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认缴现金出资人民币 10,00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电控产投注册资本将增加至人民币 60,000 万元，北京电控持有 50.00%的

股权，电子城集团、北方华创、京东方各自持有其 16.67%的股权。 

（5）经公司 2018 年 12月 14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控股子

公司北京科创空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昆明市设立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 万元，作为

开展科技企业孵化、中小企业加速、众创空间的投资和运营服务业务平台。 

（二）融资情况 

根据“十三五”战略规划对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的需求，电子城集团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的资

金保障计划，相继完成了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中期票据的发行，取得银行授信额度等工作。 

1、发行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事项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二十三会议，及公司 2017 年第一次、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启动了发行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事项，并于 2017年年底前完成了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申报。该项目已于 2018 年 2 月 9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2 月 12 日取得《关于对

国金-电子城物业租金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18】175

号）。2018 年 5 月 10 日，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簿记发行，本次发行额度为人民币 18 亿，2018 年 5

月 16日，国金-电子城物业租金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成立。 

2、取得银行授信额度事项 

截至 2018 年 6月 29 日，公司经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电子城有限控股子

公司北京电子城慧谷置业有限公司在厦门组建的全资子公司电子城投资开发（厦门）有限公司采



用多家银行联合贷款的方式进行融资，贷款总额人民币叁亿元整，由电子城集团提供全部保证担

保。  

    （三）管理提升及风险管控情况 

1、内控建设及内部审计工作 

2018年，公司加强合规和风险控制，以落实全面风险管理规范为工作主线，以内控为核心，

致力于全面风险管控体系建设，持续进行全级次、全范围的内控体系建设，不断更新和优化内控

制度、流程、信息化表单，进一步优化、完善权限指引表，完成了集团和分子公司内控自我评价

的检查、反馈、整改，完成了国资委内控体系对标检查及制度修订，各项工作安全平稳。 

公司通过内控自我评价、内部审计、集团化管理、绩效考核及计划运营体系建设等工作，审

慎实施年度内控评价程序，未发现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和重大风险，为了公司战略目标的

实现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充分保护了股东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 

2、财务管理及风险控制 

2018年，公司根据管控要求及各部门业务发展需要完善财务信息化建设，不断强化大额资金

结算监管，提高资金整体使用效率。严格执行风险预警全流程管理，控制预算的执行、预算外和

非经营性预算支出，提高资金流动性管控能力；跟踪、监控运营过程，及时发现、报告财务风险，

落实财务及资金风险预警管理体系。 

3、企业文化的宣贯和推广 

2018年，在公司党委的统领下，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重心放在行为识别体系的丰富完善上，

以“逆而有韧、强则思危、简单和谐、以人为本”的企业精神为核心，发动广大员工集思广益，

整理归纳出《电子城集团员工行为守则》，在集团“七一主题党日”活动中发布，正式启动了电子

城集团以“立足新起点、提升新品质、开创新局面”为主题的企业文化深度宣贯活动。 

通过开展“心系电子城岗位做贡献”系列主题党建活动，举行主题征文及演讲比赛，搭建展

示自我的交流平台；创新企业文化宣传载体，整合宣传栏、网站等资源，深入宣传集团发展战略、

企业文化等内容；挖掘和选树先进典型，开展 “两优一先”评选表彰，以典型事迹感染和鼓舞员

工，使集团每一名员工深刻认识到企业文化建设不仅仅是思想层面上的转化，更重要的是规范自

己的行为，使之与企业文化要求相符，并长期坚持，做到知行合一、形神合一，从而工作中彰显

出“逆而有韧、强则思危、简单和谐、以人为本”的电子城精神。 

4、品牌建设和品牌价值的彰显 

在第二十一届北京科技博览会、第八届“中关村创新论坛”活动中，电子城集团荣获“中关



村创新发展 40 年杰出贡献奖”及“2018 中国自主创新优秀企业奖”；在《2018 年全国产城发展

白皮书》发布论坛暨产城运营商 TOP30发布会及颁奖典礼上，电子城集团获 2018 年度全国产城运

营商 30 强；在 GIEC2018 第四届全球互联网经济大会电子城集团荣获 2017-2018 年度最受欢迎互

联网科技服务品牌企业；电子城•朔州数码港作为电子城集团智慧城市建设的首个智能化社区落地

项目，荣获“2018 中国产业新城运营优秀项目”奖项；电子城物业荣获 2018 年“中国物业服务

百强企业”称号。 

5、人力资源管理 

为激励集团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人员及技术骨干诚信勤勉地开展工作，确保集团发展

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集团积极推进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试点工作，结合绩效管理制度建立相应

的股权激励考核方案，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均衡有效的价值分配体系。（经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已于 2019 年 4 月 11日公

告），坚持战略引领与集约高效的原则，优化集团组织架构及岗位配置，不断加强市场化、专业化

团队建设，优化人员结构配置；优化集团职级结构，建立管理职务、管理职级、专业职级于一体

的多维度、市场化的职级体系，强化高端领军人、关键岗位带头人的引进和培养；持续引进市场

营销、工程管理、财务管理、投资证券领域中的高端人才。同时基于公司战略，聚焦科技服务领

域，加大科技服务人才引进和培养，逐步构建人才梯队建设管理体系，加快以科技服务发展为核

心的人力资源建设；建立符合集团发展的绩效激励方案，落实新的《绩效管理规定》，形成组织绩

效与个人绩效联动的考核激励机制，完成并试运行市场化的激励机制。 

（四）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严格遵照相关法律、法规，筹备组织了公司 1 次年度股东大会、2 次临时

股东大会、12次董事会会议、12次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会议。前述各次会议符合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决议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公告义务。公司董事及独立董事尽职尽责履行职务、按时出席各

次会议；公司经营层与董事保持有效沟通，为董事履行职务提供良好服务；董事会各项决议均得

到切实执行。 

公司董事会始终致力于公司的制度建设和规范运作，实现了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

务五方面的独立。公司目前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与经营层之间权责分明，各司其职，

有效制衡，科学决策，协调运作。公司已制定涵盖法人治理、经营管理、财务管理、信息披露及

投资者关系管理等各层面的制度。 

（五）董事会执行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年 1 次度股东大会、2 次临时股东大会，经过表决审议通过了董事会

提交的所有议案。公司董事会按照股东大会决议圆满完成了对各项议案的实施工作，确保了公司

全年工作的顺利进行。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能够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着对股东负责的原则，勤勉尽责的履行股东大会赋予的各项职责，保证了股东大会各项

决议的贯彻落实。 

（六）公司治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国证监会

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文件要求，不断加强和完善公司治理，有效地促进了公司规范运

作和稳健发展。公司治理实际情况与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不存在实质

性差异。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子公司 

名称 

主要经

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 

方式 直接 间接 

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北京 房地产 100.00  
同一控制下

的企业合并 

北京电子城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北京 北京 物业管理 100.00  

同一控制下

的企业合并 



电子城（天津）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天津 天津 投资管理 100.00  投资设立 

秦皇岛电子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秦皇岛 秦皇岛 房地产 100.00  投资设立 

北京科创空间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北京 北京 科技服务 50.00  投资设立 

北京方略博华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北京 北京 广告传媒 50.50  

同一控制下

的企业合并 

北京电子城空港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 房地产 57.15  投资设立 

北京电子城北广数字新媒

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 科技服务 66.00  投资设立 

北京电控合力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 
北京 北京 房地产 100.00  

同一控制下

的企业合并 

朔州电子城数码港开发有

限公司 
朔州 朔州 房地产 100.00  投资设立 

电子城（天津）科技创新产

业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 房地产 100.00  投资设立 

电子城（天津）数据信息创

新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 房地产 100.00  投资设立 

电子城（天津）移动互联网

产业平台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 房地产 100.00  投资设立 

电子城（天津）科技服务平

台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 房地产 100.00  投资设立 

北京科迪双加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北京 北京 科技服务 60.00  投资设立 

天津创易佳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天津 天津 科技服务 100.00  投资设立 

北京电子城慧谷置业有限

公司 
北京 北京 房地产 70.00  投资设立 

中关村电子城（昆明）科技

产业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昆明 昆明 房地产 100.00  投资设立 

电子城投资开发（厦门）有

限公司 
厦门 厦门 房地产开发 100.00  投资设立 

北京电子城（南京）有限公

司 
南京 南京 房地产开发 51.00  投资设立 

 

 



本公司 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20户，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3户。 

本公司报告期内合并范围发生变更，公司与北京北广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控

股子公司北京电子城北广数字新媒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际出资 1,320.00万元，持股 66%。 

本年度子公司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久貔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北京电子城

（南京）有限公司。实际出资 5,100.00万元，持有其 51%股份。 

本年度子公司北京科创空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天津创易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际

出资 300.00万元，持有其 100%股份。全部纳入合并范围。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岩 

 

2019年 4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