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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现将本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具

体内容如下： 

一、2020 年董事会工作回顾 

（一）公司所处政策环境及市场环境分析 

1、政策环境情况 

2020 年，在疫情背景下，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在“三稳”

的目标下，牢牢坚持“房住不炒”的总基调不变，因城施策，

多案并举，通过精准调控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市场环境情况 

报告期内，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与 2019 年相比小

幅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41,443 亿元，比 2019 年增长 7.0%，增速较 2019 年回落 2.9

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微幅下

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

购置面积 25,536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1.1%。土地成交价

款 17,269 亿元，比 2019 年增长 17.4%。 

2020 年，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同比下降。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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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2 月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 224,433 万平方米，同比下

降 1.2%。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164,329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9%。报告期内，全国房屋施工面积 926,759 万平方米，同

比增长 3.7%。2020年全国房屋竣工面积为 91,218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4.9%。 

报告期内，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金额均小幅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176,086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2.6%。商品房销售金额 173,725 亿元，

同比增长 8.7%，比 2019 年提高 2.2 个百分点。 

3、公司生产经营状况 

    2020 年，在公司董事会的带领下，各部室、各分子公司

及全体职工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推动复工

复产，积极推动项目开发建设，团结协作、努力奋斗，各项

工作均取得良好的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业务在建项目 3 项，在建总建筑

面积 14.48 万平方米，年度累计投资金额为 2.89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销售面积（含预售）6.72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含预售）10.06 亿元,结转收入金额

6.01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建筑施工类业务重要在施项目 8 项，在

施面积 65.26 万平方米，竣工项目 33 项，竣工面积 34.10

万平方米，新签约项目 22 项，签约金额 89,302.0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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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始终高度重视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和评价工作，通

过建立长效机制加强日常监管与专项监督，按时完成内控自

评和内控审计工作,使内控建设工作常态化。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8,713.65 万元，比上年

同期 91,273.19 万元增加 8.15%；利润总额 13,767.07 万元，

较上年同期 12,866.90 万元增加 7.00%；实现净利润

10,306.99 万元，较上年同期 9,460.23 万元增加 8.95%；归

属母公司净利润 10,503.76 万元，较上年同期 10,115.55 万

元增加 3.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0,089.29 万元，同比增长 8.09%。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43.74亿元，

较年初 44.69 亿元减少 0.95 亿元；负债总额 19.14 亿元，

较年初 20.72 亿元减少 1.58 亿元；净资产 24.60 亿元，较

年初 23.98 亿元增加 0.62 亿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

者权益为 24.12 亿元，较年初 23.48 亿元增加 0.64 亿元；

资产负债率为 43.77%，较年初减少 2.58 个百分点。 

（二）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 11 次，审议议案内容

涉及定期报告披露、董事会换届选举、关联交易、提名独立

董事候选人等重大事项。公司董事会能够在职权范围内行使

职权，没有发生越过股东大会决定公司重大决策的行为。 

报告期内，在公司相关部室的密切配合下，公司董事会



 6 

充分准备并顺利完成了各项相关工作，确保了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的正常召开与相关决议的及时披露。 

报告期内，在建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基础上，强化了

各专门委员会的职责和作用。公司审计委员会在年报制作与

披露、内部控制、建议续聘年度审计机构、关联交易等方面

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董事会执行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年度股东大会 1 次，临时股东大

会 3 次，经过表决全票通过了董事会提交的所有议案。公司

董事会按照股东大会决议圆满完成了对各项议案的实施工

作，确保了公司全年工作的顺利进行。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能够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着对股东负责的原则，勤勉尽责

的履行股东大会赋予的各项职责，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各项决

议并一一贯彻落实。 

（四）公司治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等文件要求，不断加强和完善公司治理，有效地促进

了公司规范运作和稳健发展。公司治理实际情况与中国证监

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二、2021年工作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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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公司将继续以项目建设为中心，着力推动获取、

建设、销售等重点环节，通过加强内部管理和改革创新促进

公司发展，为实现全体股东的投资价值努力奋斗。  

1、加强在建项目全过程管理。从质量、进度、成本、

安全、环保等方面进行严格控制，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

提下，加快项目推进进度，使项目保质保量如期完成开发建

设。 

2、加快销售项目回款速度。顺义地区胡各庄限价房项

目要积极与住房保障部门对接，办理销售手续。中山地区要

结合当地市场情况，创新渠道促进销售，加快回款速度。满

洲里地区继续发掘当地销售潜力，积极促进项目销售。  

3、适时增加项目储备。密切关注京津冀地区和广东中

山两个区域的土地市场情况，根据公司实际，适时参与土地

竞拍，增加项目储备。  

4、拓展建筑施工业务。借助多年来深耕顺义市场所形

成的施工质量口碑和良好企业信誉，加大业务开拓力度。强

化对所属义盛设计所有限公司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和培养，

探索“设计--施工”一体化运营。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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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现将本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具体

内容如下： 

一、监事会工作情况 

（一）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了 9 次监事会会议，按照监事会

议事规则等规定要求，对公司全年度的重大投资决策和财务决算

情况进行了审议。 

（二）积极列席公司董事会会议及股东大会，全面了解和掌

握了公司日常经营情况，有效行使了监督职能。 

（三）审查了公司的财务情况。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审阅

了公司的财务报表和会计师事务所提交的审计报告。 

（四）在全面了解和掌握公司日常经营情况的基础上，依照

《监事会议事规则》对公司依法运作、公司财务、关联交易、内

部控制、利润分配等方面规范运作情况进行了监督，充分发表了

独立意见。 

（五）强化专业知识，狠抓自身建设。公司监事参加了 2020

年度中国证监会授权北京证监局举办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培训

班，通过学习培训，全面了解和掌握了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规范

管理要求，有效提高了监事会自身履行监督职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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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内对公司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全面熟悉、掌握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的生产、经营情况，勤勉尽责的开展工作，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行使职权，履行义务。公司历次股东大会、

董事会的召集、召开、表决、决议等决策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等

相关规定。报告期内，公司健全了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资产的

安全和有效使用，董事会决策程序科学、合法、有效，决策科学

化和民主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公司董事、经理及高级管理人员执

行公司职务时能够勤勉尽责，没有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行为，也没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二）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本年度监事会检查了公司业务和财务情况，审核了公司的季

度、半年度、年度财务报告及其他文件。监事会认为，公司的各

期财务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三）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关联交易均做到价格公允，资金结算及

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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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经过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全文及摘要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登载，

摘要于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公开披露。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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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现将本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具体

内容如下： 

一、财务报告的范围和执行的会计制度  

1、报告范围：公司财务报告包括：北京市大龙伟业房

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及其控股的北京市大龙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99.88%）、北京大龙顺发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98.26%）、中山市大龙嘉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99.88%）、中山市大龙嘉盛置业有

限公司（持股比例 99.88%）、北京天竺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 41.47%）、北京大龙顺发鸿盛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98.26%）以及北京大龙义盛设计所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 98.26%），并对这 8 家公司进行了报表合并。 

2、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解释公告补充规定等，以公历年度作为会计年度，以人民币

为记账本位币。 

二、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 

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已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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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财务状况 

1、资产情况 

2020 年末，公司合并总资产为 4,373,778,900.14元，

比上年末减少 2.14%，其中： 

（1）货币资金 812,668,771.88 元，较上年末减少

15.74%，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偿还股东借款致使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净流出增加； 

（2）应收账款 236,936,537.12 元，较上年末减少

12.91%，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应收工程款回款增加； 

（3）预付款项 1,751,288.49 元，较上年末减少 48.18%，

主要原因为上期预付工程分包款及材料款在本报告期内结

转成本； 

（4）其他应收账 5,298,801.14 元，较上年末减少

47.56%，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收回部分应收款项； 

（5）存货 2,761,255,767.97 元，较上年末减少 0.98%； 

（6）合同资产 42,168,755.33 元，主要原因为本报告

期内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原在“存货”中列示的，根据工

程项目履约进度确认收入的金额超过已办理结算价款，按其

流动性分类调整至“合同资产”列示； 

（7）其他流动资产 149,680,193.06 元，较上年末增加

83.00%，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未抵扣增值税进项以及预缴税

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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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投资性房地产 201,584,866.76 元，较上年末减少

3.21%； 

（9）固定资产 64,349,463.53 元，较上年末减少 4.03%； 

（10）长期待摊费用 273,542.62 元，较上年末减少

50.00%，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办公楼外墙维修费用进行了摊

销； 

（11）递延所得税资产 96,101,902.02 元，较上年末增

加 31.33%，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土地增

值税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同比增加。 

（12）其他非流动资产 1,709,010.22 元，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内执行新收入准则，原在“存货”中列示的，根据

工程项目履约进度确认收入的金额超过已办理结算价款的，

按其流动性分类调整至“其他非流动资产”列示。 

2、负债情况 

2020 年末，公司合并负债总额 1,914,276,700.48元，

较上年末减少 7.59%，其中： 

（1）应付账款 430,121,479.81元，较上年末减少 3.34%，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应付分包工程款及材料款增加；  

（2）预收款项 9,864,187.81 元，较上年末减少 94.84%，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原在“预收款

项”中列示，根据其流动性分类调整至“合同负债”，“其他

非流动负债”中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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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同负债 495,637,080.03 元，主要原因为本报告

期内执行新收入准则，原在“预收款项”中列示，根据其流

动性分类调整至“合同负债”列示； 

（4）应付职工薪酬 2,823,277.66 元，较上年末增加

93.96%，主要原因为报告期末计提应付职工工资； 

（5）应交税费 70,816,645.97元，较上年末增加 57.34%；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计提应交企业所得税及土地增值税增

加； 

（6）其他应付款 838,386,539.35 元，较上年末减少了

38.02%，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偿还股东借款及利息； 

（7）其他流动负债 65,742,572.14 元，较上年末增加

88.60%，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待结转增值税销项税额增加。 

（8）长期借款较上年末减少 30,000,000.00 元，主要

原因为报告期内偿还到期银行借款。 

（9）其他非流动负债 884,917.71元，本报告期内执行

新收入准则，确认的期限一年以上的合同负债在本项目列

示。 

3、所有者权益情况 

2020 年末，合并后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2,411,531,803.81 元，较上年末增加 2.71%。少数股东权益

为 47,970,395.85 元，较上年末减少了 3.75% 。 

4、现金流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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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公司合并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51,806,484.46 元，其中： 

（1）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1,371,805,120.57 元，现金流

出 891,796,502.02 元，现金流量净额 480,008,618.55 元； 

（2）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882,670.00 元，现金流出

1,642,236.42 元，现金流量净额-759,566.42 元；  

（3）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47,000,000.00 元，现金流出

678,055,536.59元，现金流量净额 -631,055,536.59 元。  

   （二）公司经营情况 

1、营业收入 

2020 年度，公司合并营业收入为 987,136,508.10 元，

比 2019 年度增加 8.15%； 

2、营业成本 

2020 年度，公司合并营业成本为 660,447,992.75 元，

比 2019年度增加 15.48%,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建筑施工业务

营业成本同比增加； 

3、税金及附加 

2020 年度，公司税金及附加 82,000,489.90 元，较 2019

年度减少 5.7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计提土地增值税较上

年同期减少； 

4、期间费用 

2020 年度，公司期间费用（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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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总额 96,459,720.45 元，较 2019 年度减少

26,026,239.17 元,减少幅度为 21.25%，主要原因为本报告

期内销售代理费、佣金、广告宣传费用以及费用化的借款利

息支出同比减少； 

5、净利润 

    2020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5,037,603.26 元，比 2019 年度增加 3.84%。少数股东损

益-1,967,666.77 元,比 2019 年度增加 4,585,520.80 元。 

   （三）主要财务指标  

1、资产负债率 

2020 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43.77% ，较上年末资产

负债率 46.35%减少 2.58 个百分点； 

2、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0 年公司实现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1%，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4%； 

3、每股收益 

2020 年公司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12 元，稀释每股收益

0.12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 0.12 元，稀释

每股收益 0.12 元。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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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负责公司 2020

年度审计工作，在年度报告审计期间，表现出了极高的专业

素质和业务能力，圆满完成了公司 2020 年的审计工作。因

此，公司董事会决定续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继续为公司进行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

审计工作，拟支付其年度审计工作的酬金共计 700,000 元。

截止本报告期末，该会计师事务所已为本公司提供了 17 年

审计服务。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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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20 年 度 公 司 实 现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的 净 利 润

105,037,603.26 元，截至 2020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1,206,675,408.08 元。公司拟进行 2020 年度利润分配，以

2020 年末 830,003,23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41,500,161.60 元。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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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现将本议案提交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结合以前年度公司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对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 
北京市大龙物资有限公司 2,908 216.19 3,605.80 

根据公司项目规划，预

计本年购买原材料需

求同比减少。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北京顺义大龙城乡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北京市天竺房

地产开发公司、北京双峰建

材集团、北京天房银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65,180 493.69 25,104.87 

根据接受劳务方项目

规划，本年对建筑施工

的劳务需求同比增加。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北京市大龙机械工程公司、

北京大龙顺通顺畅保洁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大龙东升

门窗幕墙工程有限公司、北

京龙之家科技有限公司、北

京顺政大龙供热有限公司、

北京大龙得天力广告传媒

有限公司、北京市天竺房地

产开发公司、北京天房绿茵

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北

京市天房恒发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北京恒信诚业房地

9,697 742.09 8,216.35 

根据公司项目规划，预

计本年接受劳务需求

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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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纪有限公司、北京万科

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北京

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北

京和合华府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天房物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关联方租赁 

北京大龙控股有限公司、北

京顺义大龙城乡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北京市大龙物业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8 71.54 286.16  

合计   78,073 1,523.51 37,213.18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单位：万元 

名称 
注册 

资本 
注册地 

法定代

表人 
主营业务 

关联 

关系 

北京大龙

控股有限

公司 

10,000 

北京市顺义

区仁和镇府

前东街甲 2

号 1 幢 1 层 

马云虎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城市

园林绿化施工；机械设备租赁；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销售塑钢门窗、花卉、日用杂品、汽车配件、润滑油；

零售金属材料（不含电石、铁合金）、建筑材料（不含沙石及砂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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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建筑工程机械设备；道路货物运输；劳务派遣。（1、未经

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

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

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

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道路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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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其他 

北京顺义

大龙城乡

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 

10,000 

北京市顺义

区府前东街

甲 2 号 

宋保生 

城市园林绿化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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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 

股东 

北京市大

龙机械工

程有限公

司 

1,528.22844 

北京市顺义

区仁和地区

河南村村委

会东 1000 米 

单宝强 专业承包；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普通货运。 

受同一

股东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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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大

龙物资有

限公司 

5,868.6705 

北京市顺义

区西二环路

二中北侧 

张志杰 
销售黑色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木材、五金、交电、化工产品、日

用杂品、土产品、汽车配件、办公用品、汽车。 

受同一

股东控

制 

北京大龙

东升门窗

幕墙工程

有限公司 

2,000 

北京市顺义

区仁和地区

警校路东侧 

姜淼 

生产铝合金门窗、塑料门窗；制造金属门窗、金属制品（不含表面

处理作业）、钢化玻璃、中空玻璃；普通货运；劳务分包；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销售橡塑制品、

塑料制品、铝合金门窗、塑料门窗、钢结构、玻璃制品、装饰材料、

建筑用材料（不含砂石及砂石制品）、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

金属制品、电子产品；工程项目管理；清洁服务；货物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 

受同一

股东控

制 

北京市大

龙物业管

理有限责

任公司 

500 

北京市顺义

区仁和地区

裕龙花园四

区 33 号楼 

马鹏涛 

普通货物运输；服装干洗；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清洁服务；会

议服务；种植业（不含野生植物、种子、麻醉药品原植物）；销售

树木、花卉；企业形象策划；承办展览展示；广告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摄影服务。 

受同一

股东控

制 

北京龙之

家科技有

限公司 

1，000 

北京市顺义

区裕龙花园

三区 27 号楼

601 

高嵩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销售新鲜蔬菜、新鲜水果、鲜蛋、

未经加工的干果、化妆品、卫生用品、五金（不含电动自行车）、

家用电器、文化用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体育用品（不含弩）、

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照相器材、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日用品、

珠宝首饰（不含进口黄金）、花卉、装饰材料、通讯设备、建筑材

料（不含砂石及砂石制品）、工艺品（不含文物、象牙及其制品）、

钟表、眼镜、办公用品、玩具、汽车配件、食用农产品、摩托车及

配件（不含电动三轮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仪器仪表、卫生洁

具、陶瓷制品、橡胶制品、医疗器械（I 类、II 类）、纸制品、塑

料制品；软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工程咨询；经济贸易咨询；设

计、制作、发布、代理广告；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

企业形象策划；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包装服务；保洁服务；清洁服务（不含餐具消毒）；家庭劳务

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

PUE 值在 1.4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物业管理；市场调查；

居家养老服务；供热服务(仅限天然气)；家政服务；接受委托提供

劳务服务（不含对外劳务合作、排队服务）；信息咨询（不含中介

服务）；包装装潢设计服务；劳务分包；销售食品；经营电信业务；

互联网信息服务；道路货物运输；集中养老服务；工程设计；施工

总承包、专业承包；出版物零售。 

其他 

北京大龙

顺通顺畅

保洁有限

责任公司 

300 

北京市顺义

区仁和镇府

前东街甲 2

号 1 栋 1 层 

王炳辉 

普通货运；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不含废旧物资回收）、运输；

保洁服务；清理化粪池；家政服务；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家居装饰；销售

日用品、环卫产品、五金、装饰材料、工艺美术品（不含文物、象

牙及其制品）、塑料制品。 

受同一

股东控

制 

北京顺政

大龙供热

有限公司 

10,000 

北京市顺义

区仁和地区

顺西路 22 号

302 室 

苏东风 
热力供应（燃油、燃煤，热力生产除外）；供水；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销售仪器仪表、五金。 

受同一

股东控

制 



 22 

北京市天

竺房地产

开发公司 

5,000 

北京市顺义

区天竺镇政

府街 

张云鹏 

汽车货运；顺义区天竺地区及温榆河沿岸的开发建设；销售商品房、

钢材、木材、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租赁建筑设备；企业管理；

技术咨询；汽车租赁；接受委托提供劳务服务（不含对外劳务合作、

排队服务）；专业承包、劳务分包；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保

洁服务；物业管理。 

其他 

北京大龙

得天力广

告传媒有

限公司 

1,000 

北京市顺义

区空港街道

三山新新家

园四区 2 号

楼 1373 室 

杨岳林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及外商来华广告；专业承包；承办展

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不含演出、棋牌娱乐）；装饰设计；

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经济贸易咨询；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

危险性体育项目、棋牌室除外）；销售厨房用具、卫生间用具；销

售办公用品、家具、体育用品（不含弩））、工艺美术品(不含文物、

象牙及其制品）、日用品、服装鞋帽、通讯器材、五金交电（不含

电动自行车）、电子产品、文化用品、建筑材料（不含砂石及砂石

制品）、机械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不含计算机信息系统

安全专用产品）；维修机械设备；会议服务；劳务分包；摄影服务；

接受委托提供劳务服务（不含排队、对外劳务合作）；市场调查；

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开发。 

其他 

北京天房

绿茵园林

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 

2,000 

北京市顺义

区赵全营镇

西小营村委

会院内 

李长浩 

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乙级；销售林木种子；园林绿化工程（建筑

工程除外）；种植、销售花卉、草坪；销售机械电子设备、五金、

交电（无线电发射设备除外）；停车场服务；施工总承包；保洁服

务；劳务分包；接受委托提供劳务服务（不含排队服务、对外劳务

合作）；物业管理。 

其他 

北京市天

房恒发市

政工程有

限公司 

5,000 

北京市顺义

区高丽营镇

金马园二街

245 号  

李建宁 
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租赁机械设备；城市园林绿化

施工；物业管理。 
其他 

北京天房

物业管理

有限责任

公司 

300 

北京市顺义

区天竺地区

府前一街 38

号(天竺花园

天泰 1 号楼) 

刘峰 

接受委托从事物业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公共保洁；接受

委托从事劳务服务；物业管理人才培训（经营范围中未取得国家专

项审批的项目除外）；供热服务。 

其他 

北京天房

银地房地

产开发有

限公司 

10,000 

北京市顺义

区后沙峪镇

董各庄村北

路 6 号 

张云鹏 
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商品房、钢材、木材、建筑材料（不含

砂石及砂石制品）、五金、交电；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 
其他 

北京恒信

诚业房地

产经纪有

限公司 

50 

北京市顺义

区空港街道

翠竹新村金

安大厦一层

北侧 A102 室 

黄淼 
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家居装饰；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劳务派遣（不含对外劳务合作、排队服务）。 
其他 

北京双峰

建材集团 
1,782 

北京市顺义

区孙木路东

侧(双峰集

团) 

王书佑 制造水泥制品、水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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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科

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

司 

1,000 

北京市朝阳

区农展南路

甲 1 号 2 层

208 室 

孙然 

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出租办公用房；房地

产咨询；经济贸易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机动车公

共停车场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 

其他 

北京万科

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5,000 

北京市顺义

区天竺空港

工业开发区

B 区内北京

万科城市花

园 

白宏毅 

物业管理；物业代理；专业承包；城市园林绿化施工；销售百货、

纺织品、五金交电化工（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化学危险品除外）、

汽车配件；家务；汽车装饰；商品信息咨询（中介服务除外）；房

地产经纪业务；停车服务；体育运动项目经营；供水设施卫生维护；

接受委托从事劳务服务（不含对外劳务合作、排队服务）；销售汽

车（不含品牌汽车）；铁路运输销售代理；清洁服务；机动车公共

停车场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项目：游泳馆；零售预包装食品；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家政服务。 

其他 

北京和合

华府置业

有限公司 

1,000 

北京市丰台

区大瓦窑北

路 2 号院 1

号楼 110 室 

徐雷 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物业管理。 其他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各关联方相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定价原则为：以

当地可比市场价为准。 

公司保留向其他第三方选择的权利，以确保关联方以正

常的价格向本公司提供产品和服务。  

四、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市场定价原则与关联方进行交易，属于正常和必

要的交易行为，进行此类关联交易，能够节约和降低采购费

用，降低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有利于保证本公司开展正常的

生产经营活动。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各项

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交易的风险可控，

体现了公平交易的、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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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影响。 

公司相对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各关联方，在业务、人员、

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

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

形成依赖。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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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0 年度薪酬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20 年度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的薪酬水平如下： 

姓名 职务 
报告期内从公司领取的报酬 

总额（万元）（税前） 

马云虎 董事长 0 

杨祥方 董事 0 

张洪涛 董事 0 

彭泽海 董事 0 

范学朋 董事、总经理 62.34 

魏彩虹 董事、财务总监、总会计师 63.48 

于友清 监事会主席 0 

黄海明 监事会主席 0 

马志方 副总经理 31.32 

苑继波 副总经理 63.75 

荆涛 副总经理 63.75 

王付 副总经理 81.88 

徐立军 副总经理 60.14 

魏春旺 总工程师 50.07 

李铁 董事会秘书 25.44 

刘佳杰 股东监事 0 

张福成 职工监事 25.72 

合计 / 527.89 

注：1.公司董事长马云虎先生，董事杨祥方先生、张洪涛先生、彭泽海先生，监

事会原主席于友清女士（已退休），监事会主席黄海明先生，在关联方北京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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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有限公司领取报酬。 

2.公司股东监事刘佳杰女士在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顺义大龙城乡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领取报酬。 

     请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