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371

证券简称：北方华创

公告编号：2018-050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关联公司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北方华创”）拟
与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电控”)、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电
子城”），共同增资北京电控全资子公司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电
控产投”）。
2.增资方式及资金来源：电控产投目前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北京电控以现
金方式向电控产投增资 2.7 亿元，北方华创以现金方式向电控产投增资 1 亿元，
京东方以现金方式向电控产投增资 1 亿元，电子城以现金方式向电控产投增资 1
亿元。
3.增资后股权结构：增资完成后，北京电控持股50%，北方华创、京东方、
电子城分别持股16.67%。
4.电控产投治理结构：增资完成后，电控产投设董事会，由6名董事构成，
其中：北京电控推荐董事2名，北方华创推荐董事1名，京东方推荐董事1名，电
子城推荐董事1名，各股东推荐的董事人选按照《公司法》规定由股东会选举后
产生；另设职工董事1名，经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董事长由北京电
控推荐，并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电控产投不设置监事会，设监事1名，由北京电控推荐。监事人选按照《公
司法》规定由股东会选举后产生。
5.电控产投投资项目方向：电控产投通过基金投资和股权直投两种方式对符
合投资方向的项目进行投资，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发起设立基金并通过基金投资为
主要投资模式，对符合投资方向的项目进行投资，初期主要投向科技服务、集成

电路装备、物联网智慧端口产业链上下游三个产业领域；后续逐步拓展至文化创
意、新能源等产业领域。
电控产投在全球范围内选取投资标的，重点关注处于VC、PE阶段的企业。确
定为投资标的的企业应具备以下特征：一是主营业务与北京电控产业板块契合，
并在产业细分领域技术领先具有核心竞争力；二是要有明晰的企业发展战略及较
强的战略执行力；三是企业的运营能力较强、商业模式创新、发展前景可期；四
是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或者相对明确的盈利前景，资产负债结构合理，财务基础
规范；五是管理团队优秀且稳定，对行业有深刻的理解，已形成或有望形成管理
层股权激励；六是企业文化诚信正直。
6.北方华创、京东方及电子城同为北京电控控制下企业，根据《公司法》、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7.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7 月 30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关联
公司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9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张劲松、张建辉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本次参与关联公司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
认可及独立意见。
8.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北京电控
1．基本情况
（1）名称：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2号
（4）法定代表人：王岩
（5）注册资本：241,835 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33647998H
（7）主营业务:授权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通讯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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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电气设备类等。
（8）主要股东：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简称“国管中心”）持有北

京电控100%的股权。
2．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由北京市电子工业办公室转制而来，目前是北京
市国资委授权的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业的国有特大型高科技产业集团。
北京电控主营产业分布于高端电子元器件（半导体显示器件、集成电路、特
种元器件）、高端电子工艺装备、高效储能电池及系统应用、电子信息服务（自
服装备、广电装备、智慧健康医疗、电子商务与文化创意相融合等）、智慧园区
五大板块，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国计民生众多领域。其中半导
体显示产业综合竞争力达国际一流水平，细分市场占有率全球领先。
3．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3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00,837,703,430.49

292,934,043,997.87

总负债

178,441,781,955.04

173,135,176,549.39

净资产

122,395,921,475.45

119,798,867,448.48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年1月-3月

2017年1月-12月

24,149,070,947.34

104,404,449,245.94

2,177,667,721.63

8,751,989,087.24

注：2017 年数据已经审计，2018 年 1-3 月数据未经审计。
4.关联关系说明
北京电控直接持有公司9.23%股权，通过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间接持有公司38.90%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京东方
1．基本情况
（1）名称：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3）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0号
（5）法定代表人：王东升
（6）注册资本：3515306.7743万元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1016602

（8）主营业务: 制造电子产品、通信设备、机械电器设备、五金交电、建
筑材料、纸制品、工业气体、工具模具、蒸汽热汽；制造电子计算机软硬件；购
销电子产品、通信设备、电子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数据处理；设计、销售机械
电器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纸制品、工业气体、工具模具、蒸汽热汽；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承办展览展销活动；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无线电寻呼业务；自有房产的物业管理（含房屋出租）；机动车停车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
（9）主要股东：
北京智能科创技术开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

发有限公司

理中心

100%

33.75%
66.25%
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
11.68%

任公司

有限公司

0.79%
2.36%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BOE）创立于1993年4月，是一家为信息交互
和人类健康提供智慧端口产品和专业服务的物联网公司。核心事业包括显示和传
感器件、智慧系统、健康服务。显示和传感器件产品广泛应用于手机、平板电脑、
笔记本电脑、显示器、电视、车载、可穿戴设备等领域；智慧系统为新零售、车
载、金融、教育、艺术等细分行业领域，提供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健康服务事
业与医学、生命科技相结合，发展移动健康、数字医院、再生医学，整合健康园
区资源。
3．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3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62,729,417,350.00

256,108,741,849.00

总负债

156,326,969,897.00

151,824,479,016.00

净资产

106,402,447,453.00

104,284,262,833.00

项目

2018年1月-3月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7年1月-12月

21,566,813,037.00

93,800,479,215.00

1,936,821,964.00

7,860,411,559.00

注：2017 年数据已经审计，2018 年 1-3 月数据未经审计。
4.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京东方同为北京电控控制下企业。
（三）电子城
1．基本情况
（1）名称：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3）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205号楼6层
（5）法定代表人：王岩
（6）注册资本：79,898.93万元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514043Y
（8）主营业务: 投资及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
高新技术成果（企业）的孵化； 销售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等。
（9）主要股东：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
中心

100%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

45.49%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公司致力于国内“高科技创新产业平台”及“现代文化创意产业平台”的开
发运营，多年来，在中关村电子城科技园区成功开发运营了“电子城•创新产业
园”、“电子城•科技研发中心”、“电子城•科技大厦”、“电子城•IT 产业园”、
“电子城•国际电子总部”等主题科技产业园；

通过品牌塑造、模式复制及科技产业聚集能力，先后拓展了“电子城•朔州
数码港”、 “电子城•大数据及互联网金融产业园”、“电子城•国际创新中心
（天津）”、“电子城•国际电子总部（天津）”、“电子城·厦门国际创新中
心”、“中关村电子城（昆明）产业园”、“电子城•秦皇岛黄金海岸”等多个
全国性项目。
3．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3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1,933,913,042.28

11,320,091,264.36

总负债

5,226,446,956.98

4,821,137,347.64

净资产

6,707,466,085.30

6,498,953,916.72

项目

2018 年 1 月-3 月

2017 年 1 月-12 月

营业收入

409,790,250.07

2,133,974,599.53

净利润

104,276,381.08

510,489,699.93

注：2017年数据已经审计，2018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
4.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电子城同为北京电控控制下企业。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西五街5号A区401
（5）法定代表人：张劲松
（6）注册资本：3000万元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681951767F
（8）主营业务: 投资及投资管理。
2.交易类别：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
3.权属：电控产投为北京电控全资子公司。
其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
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4.评估价值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电控产投进行资产评估，经初步评
估，截至评估基准日2018年2月28日，资产总额3,000万元，负债总额0万元，净
资产3,000万元。（最终评估结果以经备案的评估报告为准）
5．主要股东情况
电控产投为北京电控全资子公司。
6.财务状况
电控产投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 年 2 月 28 日
30,000,000.00
0.00
30,000,000.00
2018 年 1 月-2 月
0.00
0.00

2017 年 12 月 31 日
41,432,918.51
0.00
41,432,918.51
2017 年 1 月-12 月
0.00
2,505.90

7.股权结构及出资方式：
北京电控及公司、京东方、电子城分别投入电控产投人民币27,000万元、
10,000万元、10,000万元、10,000万元用于增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完成后，电控产投各股东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表所示：
股东
出资额（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0
50%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
16.67%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
16.67%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
16.67%
合计
600,000,000
100%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按评估基准日电控产投经评估的净资产入资。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电控产投现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人民币。经过本次增资，电控产投的
注册资本增加至 60,000 万元人民币，增加 57,000 万元人民币。
2. 北京电控（以下简称“甲方”）及公司、京东方、电子城（三方以下统
称“乙方”）分别投入电控产投人民币 27,000 万元、10,000 万元、10,000 万元、
10,000 万元用于增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3. 本次增资完成后，电控产投各股东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表所示：
股东
出资额（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0
50%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
16.67%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
16.67%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
16.67%
合计
600,000,000
100%
4. 甲方、乙方自收到缴款通知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向目标公司缴付增资
款。目标公司向甲方、乙方发出满足目标公司实缴出资全部到位的书面缴款通知
的时间不晚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
5. 甲方、乙方将上述增资款汇达电控产投账户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电控
产投应当到登记机关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甲方、乙方应积极配合电控产投进
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办理。电控产投应当在工商登记完成后 5 日内向各方交
付：（1）股东名册；（2）出资证明。
6. 甲方、乙方依照前述条款将增资款汇入电控产投账户且其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的时间视为甲方、乙方完成出资义务的时间。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 电控产投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电控已在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时做出了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方面的承诺，在重大资
产重组时做出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未来，如电控产投投资与公司存在同
业竞争的标的，双方将按照规定进行相应的约定。
2.资金来源：本次出资资金由公司自筹获得。
3.本次参股关联企业与公司再融资项目所列示的项目无关。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电控产投项目将联合北京电控旗下北方华创、京东方、电子城三家上市公司
的行业资源，以更为开阔的视野谋划、引进孵化或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竞争
力的高端项目，实现创新源、服务区和孵化器的功能，努力打造具有影响力的专
业投资平台。本次公司参股电控产投目的是借助相关企业管理运营、产业投资管
理等方面的优势，投资孵化与公司主营相关业务的优质项目，增强公司的投资收
益水平，本次出资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本次投资是从公司长期战略布局出发，经公司慎重评估而做出的决策，但仍
存在一定的运行风险和管理风险，公司将采用参与投资公司治理层等方式，加强

对参股公司的管理与监督，积极预防上述风险。
标的公司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采用权益法进行后续核算，预计本次
投资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各关联方（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
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2,751.52 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议之前已征求各位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对本次
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公司出资 1 亿元现金，与北京电控及京东方、电子城共同增资电控产投，
旨在联合北京电控及旗下上市公司的行业资源，投资或培育相关产业项目，有利
于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的发展。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了对
该议案的表决。此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电控产投已由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本次投资遵循了公开、
公平、公正及市场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十、备查文件
1．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
意见
3.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