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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时间：2020年 10月 28日（星期三）上午 9：30 

地点：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漷县南三街 2号的会议室 

主持人：董事长王军 

会议议程： 

一、会议签到。 

二、董事长宣布大会开始及到会人数 

根据统计，公司股份总数为 485,000,000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为 485,000,000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名，

代表的股份为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其中 A 股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H 股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出席本届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的股数达到规定召开股东大会的

有效数额。 

三、董事会秘书栾杰先生宣读大会须知。 

四、推选监票人。 

五、审议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普通决议案： 

1、审议《关于北京天海工业有限公司五方桥房地资产处置，并

授权北京天海董事会办理转让事宜的议案》； 

2、审议《监事报酬及订立书面合同的议案》； 

3、审议《选举田东强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六、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就股东发言及质询作说明。 

七、董事长王军先生宣布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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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做本次会议的见证意见。 

九、董事长王军先生宣布大会结束。 

 

 

 

                             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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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  议  须  知 

 

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公司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

效率，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的相关规定，制定以下会议须知，请出席

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严格遵守。 

1、会议期间，全体与会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

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2、为保证会场秩序，场内请勿大声喧哗 。对干扰会议正常秩序、

寻衅滋事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

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3、大会设有秘书处,不明事项请到大会秘书处查询。 

    4、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会议资料已送达每位股东, 如需查看其他

资料可到大会秘书处查看。 

    5、本次会议有集中安排出席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理人发言的程

序,要求发言或就有关问题提出质询的股东或授权代表请在会议主持

人完成会议审议议程后先向大会秘书处报名,发言时间不得超过 5 分

钟。 

    6、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7、请将手机等通讯工具关闭或置于静音状态。  

 

 

 

                            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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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案 1：审议《关于北京天海工业有限公司五方桥房地资产处置，并

授权北京天海董事会办理转让事宜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大家好！ 

我受本公司董事会委托，宣读《审议关于北京天海工业有限公司

五方桥房地资产处置，并授权北京天海董事会办理转让事宜的议案》，

请予以审议。 

近几年，受经济形势下行、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等因素的持续影

响，公司下属北京天海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天海”）经营

受到影响，为改善公司资产结构、盘活资产，获取现金流，支持公司

主要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北京天海拟将五方桥房地资产进行处置。 

（一）资产转让范围 

北京天海拟转让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天盈北路 9 号的占地面积

87,541.76平方米的工业用地和建筑面积为 45,143.62平方米的房屋

建筑物，土地证编号为：京朝国用（2005出）第 0242号，使用年限

截至 2054 年 10 月 28 日止。房屋建筑物权证为：X 京房权证朝字第

607418 号、X 京房权证朝字第 727497 号。根据经备案后的评估值确

定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1,019.50 万元（含增值税价格）。土地、房

屋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担保等情形，不存在法律纠纷。 

目前，该房地资产出租给北京天海的参股子公司北京京城海通科

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城海通”）进行产业园开发，尚

未实现招商出租。北京天海与京城海通于 2018年 9月 4日签订了《租

赁合同》，租赁期限为 18年。 

（二）资产转让原因 

本次资产处置是北京天海依据自身发展做出的战略调整，盘活资

产获得的现金流可以有效支撑北京天海主营业务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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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资产处置有利于北京天海聚焦主业、剥离非主营业务的战略

调整，有利于北京天海十四五期间氢能、工业气体、天然气三大主营

业务板块的持续稳定发展。 

首先，北京天海战略性氢能业务板块需巩固技术领先地位，加大

投入、迅速发展。十四五期间，北京天海明确了“理性分析市场需求、

精确定位产品方向、适时利用资本和战略合作方资源、扩大生产规模、

抢占行业先机”的战略方向，需要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以抢占发展机

会；其次，北京天海传统工业气体板块的发展面临着优化工艺布局、

提升智能化和信息化水平的战略性要求，需要资金投入；再次，天然

气板块的发展面临资金占用大、回款周期长、市场波动较大等因素的

影响，也需要稳定的现金流支持。因此，盘活资产获得现金流支撑，

对于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发展具有战略支撑意义。 

（三）资产处置方案及交易对方 

北京天海依据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第 32 号令《企业国有资产

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北京市国资委、北京市财政局 10号令《关于贯

彻落实<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的意见》，北京京城机电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城机电”）《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建

筑物处置的管理办法》《实物资产内部调配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和

程序，制定五方桥房地资产处置方案： 

1.北京天海拟将五方桥房地资产通过内部调配的方式转让给北

京京城机电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资产公司”），根据经

京城机电备案后的评估值确定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1,019.50 万元

（含增值税价格）。 

2. 鉴于北京天海于 2018年 9月 4日与京城海通签订了《北京天

海工业有限公司与北京京城海通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市

朝阳区天盈北路 9 号场地及厂房之租赁合同》。根据法律规定，京城

海通作为承租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土地房产的优先购买权。北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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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已就本次转让行为书面通知京城海通，京城海通已明示无条件、不

可撤销地放弃优先购买权，并出具文号为北海发股（决）[2020]1号

的股东会决议。 

本次房地资产转让的同时，北京天海、京城海通和资产公司三方

签署《租赁合同主体变更协议》，将《北京天海工业有限公司与北京

京城海通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市朝阳区天盈北路 9 号场

地及厂房之租赁合同》项下的北京天海所有权利和义务概括转让予资

产公司。转让后，资产公司作为出租方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并承继

原租赁合同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北京天海所有享有的原出租合同项下

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即时终止。 

本次转让的房地资产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3.受让方资产公司基本情况 

资产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是京城机电投资的国有法

人独资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2亿元，定位于现代服务业。资产公司管

控的物业资产有工业厂房、中高端商业楼宇、普通办公用房等类别。

资产公司以市场化的租赁经营、物业管理与服务、投资等为主要经营

业态，并重点向酒店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和经营等高端资产经营

方向发展。 

（四）资产评估情况 

依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天海工业有限公

司拟转让其持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五方桥厂区房地产项目》资产评

时间 名称 原值 累计折旧/摊销 净值 是否经过审计 

2019.12.31 房屋 65,425,484.59 44,519,346.52 20,906,138.07 

是 土地 9,008,627.00 1,996,910.44 7,011,716.86 

合计 74,434,111.59 46,516,256.96 27,917,854.63 

2020.6.30 房屋 65,425,484.59 44,832,284.22 20,593,200.37 

否 土地 9,008,627.00 2,086,996.71 6,921,630.29 

合计 74,434,111.59 46,919,280.93 27,514,83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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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0）第 050665号），评估对象是北京天海

所持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五方桥厂区房地产的市场价值，评估范围

是北京天海所持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五方桥厂区房地产。房屋建筑

物账面原值为人民币 65,425,484.59 元，账面净值为人民币

20,697,512.94元。土地使用权原始入账价值为人民币 9,008,627.00

元，截至评估基准日账面净值人民币 6,951,659.05元。 

评估基准日：2020年 4月 30日。 

采用的评估方法：成本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差异较小，因

此本次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法确定委估房地产的评估值。 

评估结果：采用算术平均法确定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41,019.50 万

元（含增值税价格），评估增值人民币 38,254.58 万元，增值率

1,383.57%。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评估方法 账面净值 评估值 权重 评估结果 增值额 增值率% 

成本法 

2,764.92 

40,862.64 50% 
41,019.50 

 

38,254.58 

 

1,383.57 

 收益法 
41,176.36  

 
50% 

上述评估结果已经京城机电备案。 

（五）资产转让价格 

本次交易价格以经京城机电备案后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于 2020年 9月 4日出具的《 北京天海工业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

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五方桥厂区房地产项目》（中同华评报字

（2020）第 050665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作为

定价依据，确定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1,019.50 万元（含增值税价

格）。 

（六）资产转让风险 

本次转让项目存在公司股东大会决策风险、无法如期完成过户的

风险等，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综上所述，本次转让项目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符合北京天海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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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业、剥离非主业的战略调整需求，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项目审批

所需要件齐全，存在的风险基本可控，项目具有可行性。 

 

 

 

                        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月 28日 

 

 

 

 

 

 

 

 

 

 

 

 

 

 

 

 

 

 

 

 



 9 

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案 2：审议《监事报酬及订立书面合同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大家好！ 

我受本公司监事会委托，宣读《审议监事报酬及订立书面合同的

议案》，请予以审议。 

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本公司应与监事签署《监事服务合约》，约

定相应的责任、权利和报酬等。 

监事不领取监事袍金，但有权根据在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所任职务

（除监事职务外）领取薪酬。 

 

 

 

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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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案 3：审议选举田东强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大家好！ 

我受公司监事会委托，宣读《审议选举田东强先生为第十届监事

会监事的议案》，请予以审议。 

苗俊宏先生由于工作变动原因，向公司监事会提交辞职报告，

提出辞去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并监事职务。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补选田东强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建议

监事任期从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日起至 2022 年股东周

年大会为止。 

以上监事候选人之简历已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在《第十届监事

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中详细披露，并刊登在《上海证券报》和

上海交易所网站、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网站。 

 

 

 

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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