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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天源建筑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源公司或资助对象）成立于 1998 年，注册资本

14,500 万元，主营业务为施工总承包，其资质等级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一级，公司持有其 80%的股权，北京空港天宏人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空港天宏）为天源公司另一股东，股权比例为 20%。 

为满足天源公司资金周转及日常经营需求，经天源公司申请，公司拟对前期

向天源公司提供的一笔借款进行展期，同时新增一笔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一、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一）借款展期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12月按股权比例向天源公司提供了 2,000万元借款，北京空

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港开发）按空港天宏所持天源公司股权比例同

比例向天源公司提供借款 500万元，鉴于上述借款即将到期，经天源公司向公司

及空港开发申请，公司拟对上述借款进行展期，空港开发同时进行展期，借款展

期期限一年，借款展期利率 4.35%。 

（二）新增借款情况 

公司拟按照股权比例向天源公司提供 5,000 万元借款，借款期限一年，借款

利率 4.35%。天源公司另一股东空港天宏的实际控制人空港开发按空港天宏所持

天源公司股权比例同比例向天源公司提供借款 1,250万元，借款期限一年，借款

利率 4.35%。 

本次向天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

用，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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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次公司与关联人按股权比例向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财务资助对象天源公司为公司直接控股 80%的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业

务、财务、资金管理等方面实施有效的风险控制。因此，本次财务资助事项风险

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一）资助对象名称：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633699173P； 

（三）成立时间：1998年 05月 04日； 

（四）注册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 B区裕民大街甲 6号； 

（五）法定代表人：李治国； 

（六）注册资本：14,500万元； 

（七）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工程造价咨询；招投标代理；

技术咨询；工程监理；工程项目管理；城市园林绿化施工；租赁建筑工程机械

设备；保洁服务；销售建筑材料（不含砂石及砂石制品）、金属制品、装饰材

料、五金产品（不含电动自行车）、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日用杂品、金属材料（不含电石、铁合

金）、日用品、机械设备、办公用品；销售食品；工程设计；普通货运；城市

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理［仅限餐厨（含废弃油脂）垃圾处理、建筑

垃圾消纳］。（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以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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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八）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天源公司资产总额 110,962.98 万元，负债总额

108,799.03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2,049.62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07,88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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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净资产 2,163.94 万元，资产负债率 98.05%。2021 年 1-12 月实现营业

收入 82,587.01 万元，净利润-11,247.87万元。（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天源公司资产总额 105,291.77 万元，负债总额

104,734.1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2,599.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03,955.66

万元），净资产 557.60 万元，资产负债率 99.47%。2022年 1-6月实现营业收入

16,495.27万元，净利润-1,606.34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九）影响资助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十）被资助对象资信情况： 

经核实，天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十一）被资助对象股东情况： 

股 东 名 称 股权比例 关联关系 履行义务情况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

股份有限公司 
80%   

北京空港天宏人才

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20% 

为公司控股股东空港开发的

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关联

人。 

由空港开发按空港天宏持股

比例提供同比例财务资助 

合  计 100%   

 

（十二）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对资助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2021年度，

公司为天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共计 20,500 万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

及时清偿的情形。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借款展期协议 

1.资 助 方：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2.资助对象：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资助方式：有息借款展期； 

4.资助金额：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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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借款展期期限：1年； 

6.借款展期利率：4.35%； 

公司与天源公司尚未签订借款展期协议，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借款展期协

议为准。 

（二）新增借款协议 

1.资 助 方：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2.资助对象：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资助方式：提供有息借款； 

4.资助金额：5,000 万元； 

5.资助期限：1 年； 

6.资助利率：4.35%； 

7.资金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与天源公司尚未签订借款协议，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借款协议为

准。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本次公司向天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

响。天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稳定，同时其另一股东的实际控制

人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公司将及时对财务资助款项的

使用进行跟踪管理，规范其资金的使用，确保资金安全。 

五、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 79,147.29 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64.89%；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

单位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 26,097.2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 21.40%。 

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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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对象 借款余额 与公司关系 

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4,000（注 1） 控股子公司 

北京空港天瑞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21,590 全资子公司 

北京诺丁山置业有限公司 7,180 控股子公司 

北京空港天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80 全资子公司 

北京电子城空港有限公司 9,297.29 参股公司 

北京空港亿兆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6,800（注 2） 关联人 

合计 79,147.29  

注 1：截至目前，公司为天源公司提供的借款余额为 24,000 万元，其中包

含本次为天源公司提供借款； 

注 2：公司于 2020 年将所持有的北京空港亿兆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亿兆地产）80%股权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空港开发全资子公司北京空港物流基

地开发有限公司，上述借款余额均为股权转让前公司为亿兆地产经营发展提供的

借款，截至目前，亿兆地产按照公司与其签订的《还款协议》正常履约。 

公司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取得公司独立董

事同意的独立意见。 

请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审议。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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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源公司）成立

于 1998 年，注册资本 14,500万元，主营业务为施工总承包，其资质等级为房屋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公司持有其 80%的股权，北京空港天宏人才服务中心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港天宏）为天源公司另一股东，股权比例为 20%。 

为补充流动资金，缓解资金压力，保证工程正常施工，天源公司拟向北京农

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投保理）申请应收工程款保理授信业务，授信

额度人民币 6,000万元,保理利率预计为 8.5-9.5%之间,授信期限一年。 

上述担保额度 6,000 万元按天源公司两股东股权比例分配，公司应为其中

4,800万元提供担保，空港天宏应为 1,200万元提供担保，根据空港天宏 2022年

6 月 30 日财务报表,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空港天宏总资产 4,737.79 万元，

净资产 658.74 万元；2022 年 1 至 6 月实现营业收入 2,951.80 万元，实现净利

润-24.10 万元。空港天宏资产规模无法与其应提供的 1,200 万元担保额匹配，

为保证天源公司本次向农投保理申请授信事项的顺利实施，公司拟为天源公司向

农投保理申请授信事项提供全额担保，即担保额度不超过 6,000万元，空港天宏

的实际控制人北京空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港开发）按空港天宏持有

的天源公司 20%的股权比例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由于空港天宏为公司控股股

东空港开发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公司为天源公司提供全额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不包括本次关联交易，过去 12个月，公司与空港开发进行的关联交易共 13

次，累计金额 57,813.02 万元；公司与空港天宏未发生交易。 

一、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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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源公司另一股东空港天宏为公司控股股东空港开发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

关联人。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空港开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空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内 

法定代表人：赵志齐 

注册资本：31,8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3 年 09月 15日 

主营业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五金产品零售；电气设备修理；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日用百货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物业管理；园区管理服务；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空港开发总资产 700,065.68 万元，归母净资产

137,469.65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51,983.95 万元，实现净利润-

11,323.18万元（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空港开发总资产 559,755.01 万元，归母净资产

136,946.83 万元；2022 年 1 至 6 月实现营业收入 95,377.97 万元，实现净利润

-5,535.53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空港天宏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空港天宏人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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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A 区天柱路 28号蓝天大厦二层西南侧 

法定代表人：门振权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3 年 04月 22日 

主营业务：人才供求信息的收集、整理、储存、发布和咨询、人才推荐、人

才招聘、人才培训、人才测评；劳务派遣；保洁服务；人工搬运；人员培训；接

受委托从事劳务服务；商业信息咨询（中介服务除外）；婚姻介绍（涉外婚姻除

外）；家庭服务；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服务；委托加工电子产品。（市场主体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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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北京空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空港天宏总资产 4,109.30 万元，净资产 680.98

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913.30万元，实现净利润 93.26万元（上述数

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2年 6 月 30日，空港天宏总资产 4,737.79 万元，净资产 658.74 万

元；2022 年 1至 6月实现营业收入 2,951.80 万元，实现净利润-24.10 万元（上

述数据未经审计）。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二）注册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 B区裕民大街甲 6号 

（三）法定代表人：李治国 

（四）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工程造价咨询；招

投标代理；技术咨询；工程监理；工程项目管理；城市园林绿化施工；租赁建

筑工程机械设备；保洁服务；销售建筑材料（不含砂石及砂石制品）、金属制

品、装饰材料、五金产品（不含电动自行车）、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化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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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日用杂品、金属材料（不含电

石、铁合金）、日用品、机械设备、办公用品；销售食品；工程设计；普通货

运；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理［仅限餐厨（含废弃油脂）垃圾处

理、建筑垃圾消纳］。（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

售食品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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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五）财务状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天源公司资产总额 110,962.98 万元，负债总额

108,799.03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2,049.62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07,887.62

万元），净资产 2,163.94 万元，资产负债率 98.05%。2021 年 1-12 月实现营业

收入 82,587.01万元，净利润-11,247.87万元。（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天源公司资产总额 105,291.77 万元，负债总额

104,734.1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2,599.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03,955.66

万元），净资产 557.60 万元，资产负债率 99.47%。2022年 1-6月实现营业收入

16,495.27万元，净利润-1,606.34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六）被担保对象与公司关系 

天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具体出资额及股权比例见下表： 

股 东 名 称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11,600 80% 

北京空港天宏人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2,900 20% 

合  计 14,500 100% 

 

三、《保证合同》及《反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保证合同》 

公司为天源公司上述向农投保理申请授信事项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为连

带责任保证，具体履约安排为：公司为天源公司向农投保理申请授信事项提供担

保，保证期间为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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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担保合同》 

反担保范围及金额为公司按照《保证合同》履行的保证责任，包括代债务人

向债权人支付款项及由此产生的垫付利息（含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等以及实现反担保权利而导致的一切费用的 20%（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

费、拍卖费、保险费及审计评估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反担保期限为自

反担保合同生效之日始至天源公司借款清偿完毕或公司向空港开发追偿因承担

担保责任而支付 20%的款项、利息及费用完毕之日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此次担保发生后，公司累计签订担保合同的金额为人民币 89,300 万元（包

括本次公司为天源公司向农投保理申请 6,000 万元授信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的 73.22%，均为公司为天源公司向金融机

构申请授信提供的担保，无对外逾期担保。 

上述担保额为公司与金融机构签署的最高保证合同中约定的最高额度，实际

担保额以天源公司实际借款发生额为准，截至目前，公司为天源公司实际提供担

保的余额为 19,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的

15.58%。 

截至会议召开日，公司为天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与相关金融机构签署

的最高保证合同约定担保额及实际发生额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序号 
贷款银行 性质 

最高保证合

同担保额度 
担保余额 担保主债权期限 

1 江苏银行北京分行 短期借款 7,000.00 6,000.00 2022-1-5至 2023-9-21 

2 浦发银行北京分行 短期借款 4,000.00 4,000.00 2022-8-19至 2023-8-18 

3 华夏银行顺义支行 短期借款 6,500.00 6,500.00 2022-8-15至 2023-8-15 

4 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抵押担保业务 5,000.00 2,500.00 2021-12-24至 2022-12-24 

合计 22,500.00 1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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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天源公司申请授信事项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正常生

产经营的需要，天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同时，为保证公

司权益，进一步降低风险，天源公司另一股东空港天宏的实际控制人空港开发按

空港天宏持有的天源公司 20%的股权比例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综上，本次担

保风险可控，有利于天源公司顺利展开融资计划，满足其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

司发展经营需要。 

六、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取得公司

独立董事同意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七、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代表公司签署本次为天源公

司向农投保理申请授信事项及与空港开发办理反担保事项的相关合同及文件，授

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1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