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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公司控股 

股东借款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借款的议案》，现将上述议案提交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借款暨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满足项目开发

资金需要，拟向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顺义大龙城乡建设开发总公

司（以下简称“大龙城乡”）申请最高额借款，借款金额为 100,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3 年。借款期限内，本公司可根据项目开发情

况，分次进行借款、还款，并可以在最高额度内滚动使用。单笔

借款的年利率根据借款发生时的市场行情，以不超过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借款基准利率上浮 40%进行计算。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

理层具体负责办理相关的借款和还款手续。 

大龙城乡持有公司 395,916,55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7.70%，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借款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不含本次），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含下

属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共发生关联借款 14 笔，累计借款金额

为 30,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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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款暨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北京市顺义大龙城乡建设开发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云虎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府前东街甲 2 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承办生活资料消费品

市场，北京市顺义区西辛建材市场；机械设备租赁；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资产管理；投资管理；销售塑

钢门窗、花卉、金属材料（不含电石、铁合金）、日用杂品、汽

车配件、润滑油；零售建筑材料（不含砂石及砂石制品）、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五金产品；燃气

供热服务；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出租自有产权的办公用房、商

业用房；城市园林绿化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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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龙城乡成立于 1987 年，由北京市顺义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

中心 100％控股，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顺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大龙城乡近三年发展状况良好，除本公司从事的房地产开发

和建筑施工业务外，物资运输、机械租赁、物业管理、资产管理

等其余业务均保持稳定发展状态。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大龙城乡资产总额为 787,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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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净资产为 383,632.7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04,757.2 万元，

净利润-2,873.1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借款采取最高额借款形式，本公司根据项目开发情况，

分次进行借款、还款，并可以在最高额度内滚动使用。单笔借款

的年利率根据借款发生时的市场行情，以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借款基准利率上浮 40%进行计算。 

四、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借款主要用于项目开发和补充流动资金，解决业务发展

的资金需求，促进公司健康发展。本次借款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

略。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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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

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现将上述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市大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大龙有限”）拟将位于北京市顺义区裕龙三区 27 号楼 3-7 层资

产出售给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顺义大龙城乡建设开发总公司（以

下简称“大龙城乡”）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市大龙绿港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龙资产”），交易价格 10,146.357 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不含本次），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含下

属公司)与同一关联人之间未发生过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也未发生过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大龙资产为大龙城乡的全资子公司。大龙城乡持有公司

395,916,55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7.70%，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北京市大龙绿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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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姚殿良 

注册资本：50 万元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裕龙花园四区 33 号楼 2 门 401 号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租赁机械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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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龙资产成立于 2011 年，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顺义大龙

城乡建设开发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大龙资产为大龙城乡的资产管理运营公司，负责统一管理运

营大龙城乡及其所属企业的闲置资产，近三年发展状况良好。该

公司与本公司（含下属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以及人员等方面的其它联系。 

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大龙资产资产总额为 628.7万元，

净资产为 134.4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626.9 万元，净利润 184.8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交易标的：位于北京市顺义区裕龙三区 27 号楼 3-7 层的房

地产，建筑面积 3,757.91 平方米，房地产用途为写字楼，已取

得房屋所有权证“X 京房权证顺字第 338539 号”。 

交易类别：出售资产。 

2、权属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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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

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标的资产运营情况说明 

标的资产建成于 2014 年，于 2015 年 9 月由库存转为投资性

房地产，账面原值 27,846,310.62 元，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

账面净值 25,696,923.51 万元。该资产 3-5 层已出租，租期至

2022 年。该出租行为不会影响标的资产权属的转移。转让完成

后，受让方将根据实际情况对标的资产加以利用。 

4、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18年 10 月 31日 

（未经审计） 

累计摊销     1,598,262.21      2,149,387.11  

资产净值 26,248,048.41      25,696,923.51  

（二）交易价格的确定 

1、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资产进行了评

估，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10 月 31日，评估方法为市场比较法，

评估价值为 100,963,800.00 元，较账面价值 25,696,923.51 元

增值 75,266,876.49 元，增值率 292.90%。评估报告显示，增值

原因为“评估对象建成于 2014 年，账面价值为成本价，评估价

值为市场价值，价值内涵不同，造成本次评估增值”。 

2、本次交易以评估值 10,096.38 万元为定价参考依据，经

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共同确认本次交易的价格为 10,146.357 万

元，比评估值溢价 0.49%。 

四、关联交易的履约安排 

在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后，交易双方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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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房地产交易权属管理系统签订《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

同》。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1、合同当事人 

出卖人：北京市大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买受人：北京市大龙绿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商品房基本情况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裕龙三区 27 号楼 3-7 层 

性质：商业、办公 

3、商品房价款：合计 10,146.357 万元 

4、付款方式：买受人应当于合同签订 30 日内支付该商品房

全部价款。 

5、交付时间：出卖人应当于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的 15 日内

向买受人交付该商品房。 

6、争议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

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申请【中国】【北京】房地产业协会或

消费者协会等相关机构调解；或依法向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

诉。 

7、合同生效：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优化资产结构，促使公

司现金回流。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方式公平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性经营能力造成影响。 

请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