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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76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2022-07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近期共发生财务资助事项累计金额为 2.551亿元，其中公司（含控股

子公司）向两家合联营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合计 0.445 亿元；七家控股项目公

司向除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调拨富裕资金合计 2.106 亿元。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规定，上述事

项构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在房地产项目开发前期，各方股东向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及在项目开

发后期，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向各方股东调拨富裕资金，为房地产行业经营惯

例。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向合联营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时，其他股东均按出

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股东借款；控股项目公司向除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以外

的其他股东调拨富裕资金时，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也同时收到相应出资比例的

富裕资金。不存在项目公司其他股东或合作方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况。 

2022年5月11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对公司2022年度预计新增财务资助额度进行授权的议案》。本次发生财

务资助均在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额度以内。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公司近期共发生财务资助事项累计金额为 2.551 亿元，其中公司（含控股子

公司）向两家合联营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合计 0.445 亿元；七家控股项目公司

向除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调拨富裕资金合计 2.106 亿元。具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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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地产开发多采用项目公司模式，项目开发前期，项目公司的注册资

本金通常不足以覆盖土地款、工程款等运营支出，需要项目公司股东按出资比例

提供短期的股东借款。为支持合作项目的开发建设，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向两家

合联营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合计 0.445亿元。 

被资助对象均从事单一主营业务且为房地产开发业务，且资助资金仅用于主

营业务。被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或者其他合作方均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

务资助，包括资助金额、期限、利率、违约责任、担保措施等。 

公司向两家合联营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合计 0.445亿元。 

序

号 
被资助对象 资助对象类型 

公司持股

比例 
资助金额（元） 

1 
北京首开龙湖盈泰置业有限公

司 
合联营项目公司 50% 20,000,000.00 

2 珠海市润乾房地产有限公司 合联营项目公司 49% 24,500,000.00 

 

（二）项目开发后期，项目公司资金充裕，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项

目公司收益，项目公司股东通常在充分保障项目后续经营建设所需资金的基础上，

根据项目进度和整体资金安排，按出资比例临时调用项目公司闲置盈余资金。 

控股项目公司从事单一主营房地产业务，控股项目公司的少数股东或其实际 

控制人均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且调回资金仅用于房地产开发业务。如项目公司

后续经营需要，各方股东将及时将资金重新调拨至项目公司。  

七家控股项目公司向除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共十家）调

拨富裕资金合计2.106亿元。 

序号 被资助对象 
资助对象 

类型 

项目公司名

称 

被资助对

象在项目

公司的持

股比例 

资助金额（元） 

3 
北京兴茂置业有限

公司 

控股项目公司

的少数股东 

成都隆中策

置业有限公

司 

49% 49,000,000.00 

4 
南京市金裕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控股项目公司

的少数股东 
南京锦泰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33% 3,300,000.00  

5 
南京融志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项目公司

的少数股东 
33% 3,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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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珠海市熙梁房地产

有限公司 

控股项目公司

的少数股东 

珠海市润梁

房地产有限

公司 

50% 50,000,000.00 

7 
北京润置商业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项目公司

的少数股东 

北京毓秀置

业有限公司 

35% 17,500,000.00  

8 华通置业有限公司 
控股项目公司

的少数股东 
20% 10,000,000.00 

9 
北京住总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项目公司

的少数股东 
10% 5,000,000.00 

10 
北京住总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项目公司

的少数股东 

北京首开住

总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50% 25,000,000.00 

11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项目公司

的少数股东 

苏州首开润

泰置业有限

公司 

25% 7,500,000.00 

12 
上海思茂置业有限

公司 

控股项目公司

的少数股东 

兴茂置业

（杭州）有

限公司 

50% 40,000,000.00 

 

（三）上述事项审议情况 

2022年5月11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对公司2022年度预计新增财务资助额度进行授权的议案》。公司对合联营项

目公司、公司与关联人共同投资形成的公司控股项目公司及公司控股项目公司的

其他股东（不含公司关联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总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母净资产的 50%，对单个被资助对象的资助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

母净资产的 10%。在前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经营层根据实际财务资助工作需要办理具

体事宜，经董事长审批后执行。 

本次财务资助均在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额度以内。 

（四）公司提供上述财务资助事项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旨在推动项

目的顺利开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上述财务资助事项不属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公司将密切关注被资助对象的日常经营管理，采取必要的风险控制及保障措

施，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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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被资助对象为合联营项目公司的情况 

1. 北京首开龙湖盈泰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明伟； 

成立日期：2017年01月06日；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长于大街28号院；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50.00% 

2 北京龙湖天行置业有限公司 50.00% 

北京首开龙湖盈泰置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北京首开龙湖盈泰置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3,997,646,357.55元，负债总额2,035,721,672.11元，净资产1,961,924,685.44

元，资产负债率为50.9%。2021年度，其营业收入57,993,139.41元，净利润为

-20,057,220.94元。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

1,614,950,000.00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2. 珠海市润乾房地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孟捷； 

成立日期：2018年02月22日； 

注册资本：3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科技一路124号1号厂房二层 N区-1；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广州首开至泰置业有限公司 49.00% 

2 珠海市润诚房地产有限公司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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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润乾房地产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珠海市润乾房地产有限公司资产总额427,583,940.97

元，负债总额67,062,060.15元，净资产360,521,880.82元，资产负债率为15.68%。

2021年度，其营业收入24,860,086.40元，净利润4,125,911.94元。截止本次财务

资助发生前，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13,890,600.00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

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三）被资助对象为控股项目公司的少数股东的情况 

3.北京兴茂置业有限公司 

（1）少数股东情况 

名称：北京兴茂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从瑞； 

成立日期：2012年09月10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区西大桥路67号十里堡镇政府办公楼407室-292； 

北京兴茂置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北京兴茂置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103,271,931,307.55

元，负债总额102,266,416,687.11元，净资产1,005,514,620.44元，资产负债率

为99%。2021年度，其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534,867,115.99元。截止本次财务资

助发生前，项目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534,666,674.39元，不存在财务资助

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2）与财务资助对象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情况 

名称：成都隆中策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燕涛； 

成立日期：2017年04月17日；  

注册资本：23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侯新城管委会武兴五路77号1栋4楼1号； 

https://www.qcc.com/pl/p9645ead50d0b2c34c2bd16913c800fb.html


6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51% 

2 北京兴茂置业有限公司 49% 

 

4. 南京市金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少数股东情况 

名称：南京市金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桦； 

成立日期：2019年09月10日；  

注册资本：33,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云锦路143号-2； 

南京市金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南京市金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340,487,443.85元，负债总额327,502,698.49元，净资产12,984,745.36元，资产

负债率为96.19%。2021年度，其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为21,666,024.08元。截止

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项目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435,600,000.00元，不存

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2）与财务资助对象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情况 

名称：南京锦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桦；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24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岱山中路与岱山北路口4#地块社区中

心大楼1107室；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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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34% 

2 南京市金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3% 

3 南京融志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3% 

 

5. 南京融志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少数股东情况 

名称：南京融志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陶圣； 

成立日期：2018年05月31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街道新华村188号2908室； 

南京融志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南京融志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330,011,412.31元，负债总额330,010,752.37元，净资产659.94元，资产负债率

为99.99%。2021年度，其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为-1,189.59元。截止本次财务资

助发生前，项目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435,600,000.00元，不存在财务资助

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2）与财务资助对象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情况 

名称：南京锦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具体情况见前述。 

 

6.珠海市熙梁房地产有限公司 

（1）少数股东情况 

名称：珠海市熙梁房地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健； 

成立日期：2017年01月11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三塘村137号第四层； 

https://www.qcc.com/pl/pr114194e126d9abaf8d9d89d03d68e6.html


8 

 

珠海市熙梁房地产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珠海市熙梁房地产有限公司资产总额177,195,128.97

元，负债总额206,654,468.03元，净资产-29,459,339.06元，资产负债率为117%。

2021年度，其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为-320.46元。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项目

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122,947,700.00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

清偿的情形。 

（2）与财务资助对象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情况 

名称：珠海市润梁房地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超； 

成立日期：2018年01月12日；  

注册资本：52,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唐路1号港湾1号科创园3栋2层225室；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广州首开至泰置业有限公司 50% 

2 珠海市熙梁房地产有限公司 50% 

 

7.北京润置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少数股东情况 

名称：北京润置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凌晓洁； 

成立日期：2016年10月20日；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区兴盛南路8号院2号楼106室-993(商务区集中办公区)； 

北京润置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https://www.qcc.com/pl/p79bee02ae52240a966fed6e55dfc4d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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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北京润置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67,808,306,775.8元，负债总额38,368,351,909.36元，净资产29,439,954,866.44

元，资产负债率为56.6%。2021年度，其营业收入24,751,807,828.39元，净利润

1,269,942,846.13元。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项目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

为595,000,000.00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2）与财务资助对象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情况 

名称：北京毓秀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凌晓洁； 

成立日期：2020年03月25日；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中街66号院1号楼五层 L573；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等。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35% 

2 北京润置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35% 

3 华通置业有限公司 20% 

4 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0% 

 

8.华通置业有限公司 

（1）少数股东情况 

名称：华通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宗鸣； 

成立日期：1995年04月14日；  

注册资本：36,667.27516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乙19号二层208； 

华通置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https://www.qcc.com/pl/p79bee02ae52240a966fed6e55dfc4d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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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12月31日，华通置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42,997,050,141.74元，负

债总额38,156,345,779.87元，净资产4,840,704,361.87元，资产负债率为88.7%。

2021年度，其营业收入743,973,683.54元，净利润-288,206,389.54元。截止本次

财务资助发生前，项目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340,000,000.00元，不存在财

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2）与财务资助对象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情况 

名称：北京毓秀置业有限公司。具体情况见前述。 

 

9.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少数股东情况 

名称：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作扬； 

成立日期：2002年1月23日； 

注册资本：89,390.416204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2号楼-3至25层101内26层2613室； 

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

29,241,284,100.07元，负债总额23,339,862,959.32元，净资产5,901,421,140.75

元，资产负债率为79.8%。2021年度，其营业收入3,005,524,280.21元，净利润

275,059,177.4元。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项目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

170,000,000.00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2）与财务资助对象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情况 

名称：北京毓秀置业有限公司。具体情况见前述。 

 

10.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少数股东情况 

名称：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具体情况见前述。 

https://www.qcc.com/pl/pe91126c18dd21d0f6fd6813c98b41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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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项目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315,000,000.00

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2）与财务资助对象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情况 

名称：北京首开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毕晔； 

成立日期：2014年03月19日；  

注册资本：9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九路19号院一区3号楼、3-1至

3-3-1层-104；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50% 

2 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50% 

 

11.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少数股东情况 

名称：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国祥； 

成立日期：1989年03月13日； 

注册资本：75,201.7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草桥东路8号院7号楼；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

10,993,453,052.07元，负债总额9,667,163,841.94元，净资产1,326,289,210.13

元，资产负债率87.94%。2021年度，其营业收入5,653,114,681.61元，净利润

38,799,632.81元，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项目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

387,666,674.39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2）与财务资助对象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情况 

https://www.qcc.com/pl/p9e660ba37a71a2b9cf1bf106eefcd10.html


12 

 

名称：苏州首开润泰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剑峰； 

成立日期：2016年03月02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苏州市吴中区长桥街道财智商务广场5幢709号-4；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75% 

2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5% 

 

12.上海思茂置业有限公司 

（1）少数股东情况 

名称：上海思茂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陶天海； 

成立日期：2017年08月18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腾路1288号1幢3层 J区344室； 

上海思茂置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上海思茂置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2,191,391,624.19元，

负债总额2,153,703,528.79元，净资产37,688,095.4元，资产负债率为98.3%。2021

年度，其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6,057.06元。截止本次财务资助发生前，项目公司

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735,000,000.00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

的情形。 

（2）与财务资助对象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情况 

名称：兴茂置业（杭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麦杰； 

成立日期：2017年10月16日；  

注册资本： 215,000万元人民币； 

https://www.qcc.com/pl/p0bc9a16e13a1bd6fee4b6cc69c0082a.html
https://www.qcc.com/pl/pr27db099f9471fe734771a5534eba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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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天城路68号(万事利科技大厦)1幢4楼410室；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50% 

2 上海思茂置业有限公司 50%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被资助对象为合联营项目公司的情况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本次向两家合联营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各方股东

均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资助金额、期限、利率、违约责任等均

在项目合作协议中约定，按项目进度提供借款及返还借款，借款不计息。 

（二）被资助对象为控股项目公司的少数股东的情况 

公司七家控股项目公司向各方股东（共十家）调拨富裕资金，各方股东均按

出资比例获得同等条件的资金调拨。资助金额、期限、利率、违约责任等均在项

目合作协议中约定，如下： 

序号 被资助对象 资助审批依据 借款起止日期 年利率 

1 
北京兴茂置业有限

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按项目进度提供借款及返

还借款 
不计息 

2 
南京市金裕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按项目进度提供借款及返

还借款 
不计息 

3 
南京融志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按项目进度提供借款及返

还借款 
不计息 

4 
珠海市熙梁房地产

有限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按项目进度提供借款及返

还借款 
不计息 

5 
北京润置商业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2022年6月至2024年5月 不计息 

6 华通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2022 年 6月至 2024 年 5

月 
不计息 

7 
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2022 年 6月至 2024 年 5

月 
不计息 

8 
北京住总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按项目进度提供借款及

返还借款 
不计息 

9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按项目进度提供借款及返

还借款 
不计息 

10 
上海思茂置业有限

公司 
项目合作协议 

审批通过日至 2023年 7

月 10日 
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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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公司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为了促进合作房地产项目的顺利开发，符

合房地产行业惯例。对于为控股项目公司的少数股东提供财务资助，是在充分预

留了项目后续建设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后，向各方股东提供的财务资助，符合房

地产行业惯例，不会对项目公司开发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造成影响。 

在实施财务资助过程中，公司将密切关注财务资助对象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

况变化，积极防范风险。对联合营项目公司，公司将根据资金盈余情况，陆续实

施财务资助，并充分考虑资金风险。一旦发现资助对象存在潜在偿还风险，项目

公司将停止对其调拨，对其不及时偿还的金额，项目公司将以股东在项目中的历

史投入（包括注册资本和股东借款）和未来股权收益权（包括项目公司分红等）

等作为资金偿还保证。项目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时，由公司直接负责经营管理

及财务管理，能有效管控项目资金。一般只有在预留项目后续建设和正常经营所

需资金后仍有剩余后方才允许项目公司向其股东提供借款。当项目公司资金不能

满足未来支出时，将提前通知股东及时归还或者补充投入资金以满足项目公司经

营。 

公司目前不存在逾期未收回财务资助的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