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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于2019年7月3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会议相关文件于会议召开前5天以书

面、专人送达方式递呈董事会成员。 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 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

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岩先生主持，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董事以记名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

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认为公司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公司

债券发行条件，具备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资格。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具体发行方案如下：

1、发行规模：本次债券票面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7.00亿元（含27.00亿元）。

2、票面金额、发行价格：本次债券的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3、债券期限及品种：本次债券期限不超过3年（含3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

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本次债券的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

4、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债券拟向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投资者以现金认购。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5、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销商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

并将不超过国务院或其他有权机构限定的利率水平。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固定利率，单

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6、担保方式

本次债券发行由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

安排事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7、发行方式

本次债券发行采取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方式，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后，可以一次或分期发行。 具体发行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

情况和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

8、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本次债券发行是否设计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及相关条款具体内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9、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偿还公司借款、园区项目建设以及法律法规允许

的其他用途，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要求，在上述

范围内确定。

10、偿债保障措施

公司最近三年资信情况良好。 本次债券发行后，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

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的情况时，公司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办理与下述措施相关的一切事宜：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11、债券的上市

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

关于本次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12、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本次债券发行完成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

13、主承销商

拟聘请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债券的主承销商。

14、决议有效期

本次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24个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债券发行相关事宜的

议案》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

原则下，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决定、办理本次债券的发行全部事项，包

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

1、在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的允许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

况，确定本次债券的具体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债券的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规

模、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债券期限及品种、债券利率

及确定方式、担保安排、发行方式、是否设计赎回或回售等相关条款及具体内容、募集资金

用途、偿债保障措施、债券上市等与本次债券发行方案有关的全部事宜；

2、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债券发行的中介机构，办理本次债券发行申报事宜；

3、决定并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

议规则》；

4、全权办理本次债券发行申请的申报、发行、上市、还本付息等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

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

（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说明书、承销协议、上市协议、各种公告及其他法律文件等）和根据法

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5、如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本

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董事会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债

券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6、办理与本次债券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7、本授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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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授权获得股东大会批准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本次债

券发行有关的上述事宜。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公司结合公司债券的发行，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具体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序号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一章 总则 第一章 总则

1

第一条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

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2年修订）》、《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及其他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特制定

本办法。

2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募集资金系指公司

通过公开发行证券 （包括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配股、增发、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 发行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等） 以及非公开发行证券向投资者募

集的资金，但不包括公司实施股权激励

计划募集的资金。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募集资金系指公司通过公开发

行证券（包括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股、增发、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

行公司债券等） 以及非公开发行证券向投资者募集

的资金， 但不包括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募集的资

金。

3 原管理办法中无此条款

第六条 保荐机构应当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 及本办法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

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第二章 募集资金存储 第二章 募集资金存储

4 原管理办法中无此条款

第九条 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商业银行未按约定履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 应当在知悉有

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第三章 募集资金使用 第三章 募集资金使用

5

第十七条 公司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

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应

投资于主营业务，并比照适用本办法第

二十条至第二十三条的相关规定，科

学、 审慎地进行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

析，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十八条 公司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

（包括收购资产等）的，应投资于主营业务，并比照

适用本办法的相关规定，科学、审慎地进行投资项目

的可行性分析，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五章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与监督

第五章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与监督

6 原管理办法中无此条款

第二十七条 公司财务管理部应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

况设立台账， 详细记录募集资金的支出情况和募集

资金的项目投入情况。

7 原管理办法中无此条款

第三十条 保荐机构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公司募集

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保荐机构应当对公司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报告，并

于公司披露年度报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同

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核查报告应当包括

以下内容：

（一）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专户余额情况；

（二）募集资金项目的进展情况，包括与募集资

金投资计划进度的差异；

（三）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如适用）；

（四）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和效

果（如适用）；

（五）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如适用）；

（六）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情况（如适用）；

（七）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是否合规

的结论性意见；

（八）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公司董事会应在《募集资

金专项报告》 中披露保荐机构专项核查报告和会计

师事务所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五、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担保及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为确保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为实现本

次公司债券发行的信用增级，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

电控” ）拟向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就北京电控向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公司拟向北京电控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人回避事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公司董事会七位董事中，关联董事王岩先生、龚晓青先生和张玉伟先生在审议上述议

案时回避表决；董事宁旻先生，独立董事鲁桂华先生、张一弛先生及伏军先生对上述关联交

易议案投了赞成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出具了表示赞同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1、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电控因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向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公司因此向北京电控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属于公司正常的经济行为，有利于公司顺利

发行公司债券计划，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2、董事会审议本次提供反担保及关联交易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在审议上述向关联方提供反担保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会议程序合法有

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独立董事意见：同意董事会做出的为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事项的决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披露的 《公司接受控股股东担保并向其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2019-052）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公司根据“十三五” 发展战略安排及各项经营活动，为推进公司科技服务产业平台建

设，推动战略落地落实，保证公司各重点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拟通过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方

式募集资金。

本次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提交不超过20亿元（含20亿元）人民币超短期融

资券的注册申请，由承销机构以余额包销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发行的对

象为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内分期发

行，每期发行期限不超过270天，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偿还贷款等，具体发行规

模、发行期限、资金用途将根据公司资金需求确定。债券发行利率将根据各期发行时银行间

债券市场的市场状况确定，单利计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为保证本次超短期融资券顺利发行，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发行有关的相关事

宜，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事项：

1、确定发行的具体金额、期限、利率、发行期数及发行时机等具体发行事宜；

2、负责修订、签署和申报与发行有关的相关协议和法律文件，并办理超短期融资券的

相关申报、注册手续；

3、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

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4、办理与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的其他事宜；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电子城投资开发（厦门）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联合贷款及电子城

集团为其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城有限” ）与深圳市前海

圣辉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圣辉堂” ）成立北京电子城慧谷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慧谷置业” ），注册资本人民币2.2亿元，电子城有限持有其70%股权，前海圣辉

堂持有其30%股权。 由慧谷置业在当地组建全资子公司电子城投资开发（厦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厦门电子城” ），办理土地竞买、合同签署和开发建设等工作。

厦门项目位于厦门市集美区11-12片区集美大道与杏林湾路交叉口北侧， 出让面积

103,179.63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暂估为57万平方米。 截止目前，项目一期已处于施工中，

项目二、三期将于本年内开工。

2018年6月2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电子城投资开

发（厦门）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联合贷款及电子城集团为其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公司

董事会同意厦门电子城向多家银行申请贷款总额人民币叁亿元整的融资计划，并由电子城

集团提供担保。但经初步测算，厦门电子城的项目整体（含项目一、二、三期）当前尚有约人

民币叁亿元的资金缺口，厦门电子城拟继续采用多家银行联合贷款的方式进行本次人民币

叁亿元的融资，并由电子城集团提供全额保证担保。

为避免潜在的经济风险，前海圣辉堂以其对慧谷置业30%的股权质押给我公司进行反

担保（相关工商手续已于2018年6月办妥）。 2019年6月，电子城厦门对其股东全部权益进

行评估（资产评估报告编号：闽中兴评字（2019）第JT20012号），评估价值为人民币60,

881.38万元。 鉴于公司已于2018年为电子城厦门提供了人民币叁亿元的担保，为保证风险

在可控范围内，即对方出质股权的价值应高于集团可能承担的连带责任，本次拟追加提供

保证担保额度叁亿元，即公司合计为电子城厦门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陆亿元的保证担

保。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电子城集团为厦门电子城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事项

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披露的《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电子城投资开发（厦门）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公

告》（临2019-053）

八、 审议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北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北京北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广通信” ）向北京银行金

运支行申请固定资产贷款，银行支付方式为受托支付，贷款总额不超过1.4亿元，并以北广

通信的项目土地及房产做抵押。

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2019年8月16日召开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3、《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债券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4、《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担保及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5、《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6、《公司为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2019-055）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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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控股股东担保并向其提供反担保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为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电控” ）对公司发行公司债

券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本次反担保金额以北京电控担保的金额为限，不超过人民币贰拾柒亿元整（小写：

￥2,700,000,000元）。 此前，公司对北京电控为公司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提供的担保提供

反担保，反担保金额以北京电控担保的金额为限，不超过人民币壹拾柒亿元整（小写：￥1,

700,000,000元）。

●本次担保为对控股股东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关联人回避事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董事会七位董

事中，关联董事王岩先生、龚晓青先生和张玉伟先生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回避表决；董事宁旻

先生，鲁桂华先生、张一弛先生、伏军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投了赞成票。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为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7亿元（含27亿元）公司债券（以下称“本次发行” ）。

为确保本次发行顺利进行，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为实现本次发行的

信用增级，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电控拟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就北京电控向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公司拟向北京电控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二）本次反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9年7月31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

提供担保及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同意北京电控为公司提供金额不超过27亿元的不可

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同意公司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上述担保及反担保事项须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二、关联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一）北京电控基本情况

名称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岩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2号

注册资本 241,835万元

成立日期 1997年4月8日

经营范围

授权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通信类、广播电视视听类；计算机和外部设备及应用类；电子基础原

材料和元器件类；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类；电子测量仪器仪表类；机械电器设备类；交通电子类产

品及电子行业以外行业产品的投资及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出租、销售商品房；物业管理。

北京电控信用等级为AAA。

（二）北京电控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35,024,363.54 36,153,211.90

负债总额 20,847,913.42 21,633,368.1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876,886.99 12,703,086.69

流动负债总额 7,520,462.15 7,824,499.97

资产净额 14,176,450.12 14,519,843.71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1-6月

营业收入 10,948,120.62 5,962,433.51

净利润 406,557.91 101,986.67

注：上述2018年12月31日及2018年度的相关财务数据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2019年6月30日及2019年1-6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北京电控与公司的关系

北京电控持有公司45.49%股份，是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拟签订的《担保服务协议》主要内容

（一）北京电控向公司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担保服务内容

北京电控将根据《担保协议》及出具的《担保函》的相关约定，对本次发行提供不可撤

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北京电控保证的范围包括：本次债券的全部本金、利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如本次债券分期发行，则担保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各期债

券的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债券到期时，如公司不能全额兑付

债券本息，北京电控应主动承担保证责任，将兑付资金划入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或主承销商

指定的账户。 债券持有人可分别或联合要求北京电控承担保证责任。 债券受托管理人有义

务代理债券持有人要求北京电控履行保证责任。

2、担保的总面额

北京电控担保的总面额不超过人民币贰拾柒亿元整（小写：￥2,700,000,000.00）。

3、担保服务的费用

担保费率为本次债券拟发行面额的0.9%/年，分期发行的，担保费率为该期债券发行面

额的0.9%/年。 首次收取时点为首次债券正式发行后且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二十个工作

日内，后续发行各期担保费的收取时点为每期债券正式发行后且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二

十个工作日内。 债券存续期内以收费时点仍存续的担保责任余额为基数按年收取，收取日

为每期债券付息日后且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二十个工作日内。

(二）公司向北京电控提供的反担保

就北京电控向公司提供的上述担保，公司拟根据《担保协议》向北京电控提供相应的

反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同意由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城有限” ）将《反担保协议》

附件《抵押物清单》中所记载的房地产作为反担保向北京电控设定抵押。

2、因双方均为集团内企业，为了降低融资成本，双方同意在电子城有限向北京电控提

供相关资产进行反担保时，可以不进行资产评估、登记以及公证等环节的操作。已经作为反

担保的资产，在北京电控的担保责任未解除之前，在未征得北京电控同意的情况下，电子城

有限不得自行进行处置。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北京电控为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公司债券的信用增级，保障公

司债券的顺利实施。 公司对北京电控担保反担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鲁桂华先生、张一弛先生、

伏军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关

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担保及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9年第三次会议经审议，同意将《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

担保及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反担保及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因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向公司提供不可撤

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因此向北京电控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属于公司正常的经济行

为，有利于公司顺利发行公司债券计划，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2、董事会审议本次提供反担保及关联交易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在审议上述向关联方提供反担保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会议程序合法有

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9�年6月30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 （含对控股子公司的担

保）为160,571.7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3.34%，其中公司对子公

司的实际担保总额为345,000.0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16%；公

司对子公司以外的担保对象担保总额为0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 截至2019年7月31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31日

●报备文件

（一）拟签订的《反担保协议》

（二）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会决议

（三）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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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为控股子公司电子城投资开发

（厦门）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电子城投资开发（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电子城”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叁亿元；前次

已实际为其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叁亿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电子城集团” ）根据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电子

城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城有限” ）与深圳市前海圣辉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前海圣辉堂” ）成立北京电子城慧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谷置业” ），注册

资本人民币2.2亿元，电子城有限持有其70%股权，前海圣辉堂持有其30%股权。由慧谷置业

在当地组建全资子公司电子城投资开发（厦门）有限公司，办理土地竞买、合同签署和开发

建设等工作。

厦门项目位于厦门市集美区11-12片区集美大道与杏林湾路交叉口北侧， 出让面积

103,179.63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暂估为57万平方米。 截止目前，项目一期已处于施工中，

项目二、三期将于本年内开工。

2018年6月2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电子城投资开

发（厦门）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联合贷款及电子城集团为其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公司

董事会同意厦门电子城向多家银行申请贷款总额人民币叁亿元整的融资计划，并由电子城

集团提供担保。但经初步测算，厦门电子城的项目整体（含项目一、二、三期）当前尚有约人

民币叁亿元的资金缺口，厦门电子城拟继续采用多家银行联合贷款的方式进行本次人民币

叁亿元的融资，并由电子城集团提供全额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电子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019-051）。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电子城投资开发（厦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集美大道1302号1901-1907室；

法定代表人：张延刚

经营范围：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房地

产开发经营，其他未列明房地产业。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如下：

单位：万元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28027.28 51010.40

负债总额 7687.74 31023.8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336.67 21737.67

流动负债总额 3351.07 9286.19

资产净额 20339.54 19986.53

2018年度 2019年1-6月

营业收入 36.50 26.72

净利润 -704.60 -353.01

注： 电子城投资开发（厦门） 有限公司2018年度财务数据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年上半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厦门电子城拟采用多家银行联合贷款的方式进行融资， 贷款总额人民币叁亿元整，由

电子城集团提供全部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与贷款期限相同（以与银行签署的贷款及担保协

议为准）。

为避免潜在的经济风险，前海圣辉堂以其对慧谷置业30%的股权质押给我公司进行反

担保（相关工商手续已于2018年6月办妥）。 2019年6月，电子城厦门对其股东全部权益进

行评估（资产评估报告编号：闽中兴评字（2019）第JT20012号），评估价值为人民币60,

881.38万元。 鉴于公司已于2018年为电子城厦门提供了人民币叁亿元的担保，为保证风险

在可控范围内，即对方出质股权的价值应高于集团可能承担的连带责任，本次拟追加提供

保证担保额度叁亿元，即公司合计为电子城厦门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陆亿元的保证担

保。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同意上述厦门

电子城向多家银行申请贷款总额人民币叁亿元整的融资计划及担保方案。独立董事发表了

独立意见，同意该担保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 《公司关于电子城投资开发 （厦

门）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联合贷款及电子城集团为其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1、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对外担保法律法规履行了决策程序，董事会审议、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2、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厦门电子城本次融资提供保证担保是为了满足其正常生产经营

的需要，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资产负债率合理，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公司为其提供保证

担保风险可控。

3、 厦门电子城的母公司慧谷置业的另一方股东深圳市前海圣辉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以其持有的全部慧谷置业股权（其持有慧谷置业30%股权）质押给公司，该部分资产价值

经评估高于公司可能承担的连带责任，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为厦门电子城本次融资提供保证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和决策程

序,信息披露充分完整，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同意公司为厦门电子城公司本次融

资提供保证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9�年6月30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 （含对控股子公司的担

保）为160,571.7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3.34%，其中公司对子公

司的实际担保总额为345,000.0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16%；公

司对子公司以外的担保对象担保总额为0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 截至2019年7月31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厦门电子城也没有对外担保。

此项担保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600658

证券简称：电子城 公告编号：临

2019-054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预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优化公司债务结构，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经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电子城集团”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拟向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现将本次

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和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董事会认为公

司符合现行公司债券政策和公司债券发行条件的各项规定，具备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的条件。

二、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概况

（一）发行规模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票面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7.00亿元（含27.00亿元）。

（二）票面金额、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三）债券期限及品种

本次债券期限不超过3年（含3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

种。本次债券的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

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

（四）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债券拟向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投资者以现金认购。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五）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债券票面利率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销商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并将

不超过国务院或其他有权机构限定的利率水平。 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固定利率，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六）担保方式

本次债券发行由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

安排事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七）发行方式

本次债券发行采取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方式，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后，可以一次或分期发行。 具体发行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

情况和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

（八）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本次债券发行是否设计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及相关条款具体内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九）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偿还公司借款、园区项目建设以及法律法规允许

的其他用途，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要求，在上述

范围内确定。

（十）偿债保障措施

公司最近三年资信情况良好。 本次债券发行后，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

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的情况时，公司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办理与下述措施相关的一切事宜：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十一）债券上市

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

关于本次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十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本次债券发行完成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

（十三）主承销商

拟聘请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债券的主承销商。

（十四）决议有效期

本次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24个月。

（十五）本次债券发行相关的授权事宜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

下，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决定、办理本次债券的发行全部事项，包括但

不限于下列各项：

（1）在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的允许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

情况，确定本次债券的具体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债券的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规

模、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债券期限及品种、债券利率

及确定方式、担保安排、发行方式、是否设计赎回或回售等相关条款及具体内容、募集资金

用途、偿债保障措施、债券上市等与本次债券发行方案有关的全部事宜；

（2）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债券发行的中介机构，办理本次债券发行申报事宜；

（3）决定并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

（4）全权办理本次债券发行申请的申报、发行、上市、还本付息等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

约（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说明书、承销协议、上市协议、各种公告及其他法律文件等）和根据

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5）如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

本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董事会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

债券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6）办理与本次债券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7）本授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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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授权获得股东大会批准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本次债

券发行有关的上述事宜。

（十六）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担保及公司提供反担保的事宜

为确保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为实现本

次公司债券发行的信用增级，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拟向公司提供不可

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就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公

司拟向控股股东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三、简要财务会计信息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2月31日和

2018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年度的合并及

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和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

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审计结果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9年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公司近三年及一期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

（1）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

3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2016年

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143,536,969.54 3,888,117,210.43 5,954,006,190.47

4,760,756,

658.1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1 75,770,751.42 45,303,673.43 52,752,872.18 54,187,776.92

其中：应收票据 3,356,287.07 2,435,005.78 2,349,668.90 -

应收账款 72,414,464.35 42,868,667.65 50,403,203.28 54,187,776.92

预付款项 225,610,592.59 187,885,115.89 165,098,437.23 615,044,718.07

其他应收款2 432,030,316.83 427,370,833.44 87,352,765.80 43,562,894.53

其中：应收利息 4,276,059.88 4,641,808.41 37,765,921.60 7,250,771.29

应收股利

存货 6,481,236,602.05 6,392,579,658.92 3,442,232,055.30

2,275,674,

908.89

其他流动资产 242,136,390.97 178,339,444.78 128,381,789.29 145,754,330.00

流动资产合计 9,600,321,623.40

11,119,595,

936.89

9,829,824,110.27

7,894,981,

286.54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35,107,798.19 238,035,948.19 69,124,948.19 70,667,348.19

长期股权投资 42,667,520.49 42,958,479.43 36,529,627.33 36,265,347.68

投资性房地产 1,579,737,143.87 1,540,385,708.70 457,865,154.12 475,619,731.17

固定资产 54,015,106.40 54,882,982.98 124,350,538.61 126,942,667.12

在建工程 70,640,274.05 69,092,110.56 714,900.25 -

无形资产 29,168,715.62 29,521,398.05 30,495,231.45 30,582,865.03

长期待摊费用 48,764,755.00 50,714,786.47 37,660,794.74 13,089,148.74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1,137,626.29 487,083,412.38 383,525,959.40 366,410,005.31

其他非流动资产 350,000,000.00 350,000,000.00 350,000,000.00 -

非流动资产合计 2,551,238,939.91

2,862,614,826,

76

1,490,267,154.09

1,119,577,

113.24

资产总计

12,151,560,

563.31

13,982,210,

763.65

11,320,091,

264.36

9,014,558,

399.7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 - -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3 404,979,012.50 439,055,752.94 651,777,411.68 360,045,838.58

其中：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404,979,012.50 439,055,752.94 651,777,411.68 360,045,838.58

预收款项 82,577,249.26 209,466,672.69 427,545,021.54 70,288,843.83

应付职工薪酬 16,031,608.45 14,125,077.37 10,579,636.10 8,577,185.76

应交税费 261,066,314.24 1,995,514,283.87 1,580,878,558.98

1,627,250,

647.46

其他应付款4 268,550,265.28 390,067,072.88 207,263,488.43 109,318,455.61

其中：应付利息 67,539,921.61 50,049,962.75 36,625,426.40 18,670,063.16

应付股利 760,000.00 760,000.00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463,454,475.11 451,369,343.11 682,052.93 3,246,628.94

其他流动负债 94,766,538.06 94,766,538.06 94,766,773.91 94,719,368.25

流动负债合计 1,591,425,462.90 3,594,364,740.92 2,973,492,943.57

2,273,446,

968.4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615,399,235.70 489,198,646.91 527,884,080.11 81,718,164.94

应付债券 2,847,861,679.54 2,842,777,764.27 1,190,395,210.56 545,255,366.67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5 47,053,450.38 47,043,048.06 21,417,247.68 17,250,539.98

递延收益 111,473,847.58 123,822,839.42 93,675,431.42 24,047,306.20

递延所得税负债 5,768,146.80 6,500,184.30 14,272,434.30 14,658,034.30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3,627,556,360.00 3,509,342,482.96 1,847,644,404.07 682,929,412.09

负债合计 5,218,981,822.90 7,103,707,223.88 4,821,137,347.64

2,956,376,

380.52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118,585,045.00 1,118,585,045.00 798,989,318.00 798,989,318.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810,887,853.43 2,810,887,853.43 2,810,887,853.43

2,810,887,

853.43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17,304,440.38 19,500,552.88 42,817,302.88 43,974,102.88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87,699,634.40 187,699,634.40 184,732,390.27 173,120,962.99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542,189,809.53 2,452,373,162.57 2,517,675,279.69

2,170,207,

025.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6,676,666,782.74 6,589,046,248.28 6,355,102,144.27

5,997,179,

262.78

少数股东权益 255,911,957.67 289,457,291.49 143,851,772.45 61,002,756.48

所有者权益合计 6,932,578,740.41 6,878,503,539.77 6,498,953,916.72

6,058,182,

019.26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12,151,560,

563.31

13,982,210,

763.65

11,320,091,

264.36

9,014,558,

399.78

注：公司自 2018�年 1�月 1�日采用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相关规定。为使近三年财务数据具有可比性，上表

中 2016年和 2017�年财务报表部分科目根据最新会计准则进行合并列示，具体如下：

1、将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合并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

2、将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其他应收款合并为“其他应收款”列示；

(下转A2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