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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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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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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源公司拟向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永赢金融”）申请人民币 5,000 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
上述担保额度 5,000 万元按天源公司两股东股权比例分配，公司应为其中
4,000 万元提供担保，空港天宏应为 1,000 万元提供担保，根据空港天宏 2021 年
9 月 30 日财务报表，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空港天宏总资产 4,641.40 万元，
净资产 611.83 万元；2021 年 1 至 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804.75 万元，实现净利
润 38.23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空港天宏资产规模无法与其应提供的 1,000
万元担保额匹配，为保证天源公司本次向永赢金融申请综合授信事项的顺利实施，
公司拟为天源公司向永赢金融申请综合授信事项提供全额担保，即担保额度不超
过 5,000 万元，由于空港天宏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空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空港开发”）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公司为天源公司提供全
额担保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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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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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次，累计金额 37,621.10 万元，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了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与空港天宏未发
生交易。
一、关联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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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天源公司上述向永赢金融申请综合授信事项提供全
额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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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3 年 09 月 15 日
主营业务：销售五金、交电（无线电发射设备除外）、化工、百货、建筑材
料（不含砂石及砂石制品）；工业项目、工业技术、高科技工业的开发、咨询服
务；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国家限制公司经营或禁止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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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空港开发总资产 721,686.63 万元，归母净资产
150,692.85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65,685.58 万元，实现净利润
-18,358.12 万元（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空港开发总资产 748,248.06 万元，归母净资产
131,125.04 万元；2021 年 1 至 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24,338.16 万元，实现净利润
-13,99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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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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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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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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空港天宏总资产 4,517.39 万元，净资产 587.72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329.63 万元，实现净利润 59.84 万元（上述数
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空港天宏总资产 4,641.40 万元，净资产 611.83 万
元；2021 年 1 至 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804.75 万元，实现净利润 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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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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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天源公司资产总额 1,218,307,492.19 元，负债总
额 1,086,955,900.52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52,000,000.00 元，流动负债总额
1,086,955,900.52 元），净资产 131,351,591.67 元，资产负债率 89.22%。2020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992,438,993.60 元，净利润 1,057,699.86 元。（上述
数据已经审计）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控股子公司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天源公司收购北京空港天阳电气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内容详见 2020 年 8 月 28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
—合并财务报表(2014 年修订)》规定，公司本年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调整
同期比较数据后，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天源公司资产总额 1,231,883,901.92
元，负债总额 1,097,379,990.67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52,000,000.00 元，流
动负债总额 1,097,379,990.67 元），净资产 134,503,911.25 元，资产负债率
89.08%。2020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13,039,308.36 元，净利润-179,833.12
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天源公司资产总额 1,130,123,317.21 元，负债总
额 1,002,544,559.23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18,430,000 元，流动负债总额
1,002,544,559.23 元），净资产 127,578,757.98 元，资产负债率 88.71%。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673,643,722.76 元，净利润-6,539,353.27 元。（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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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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空港天宏人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合

计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11,600

80%

2,9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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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赢金融申请综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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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天源公司向永赢金融申请综合授信事
项提供担保，担保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公司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业务分别计算，
即自单笔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如单笔主合同项下债务约定分期
履行的,则保证期间为单笔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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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55,850 万元（包括本次
公司为天源公司向永赢金融申请综合授信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的 44.84%，其中:天源公司 54,300 万元，北京天保恒瑞
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1,550 万元（公司已于 2018 年 12 月完成转让所持北京天保恒
瑞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公司正督促北京天保恒瑞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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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担保的解除手续。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北京天保恒瑞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已按贷款合同归还本金 3,250 万元，归还利息 1,145.68 万元，借款余额 1,550
万元），无对外逾期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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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同意
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并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依照现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因天
源公司 2021 年 9 月 30 日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本项担保超出董事会权限范围，
现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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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向永赢金融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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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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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