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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76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2019-074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或“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9 年 8 月 2 日在北京市东城区宝辰饭店三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在会议召开三日前以书面通知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由董事长

李岩先生主持，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符飞董事以通讯方式参会。公司

监事会成员及高管列席此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如下议题： 

（一）以 9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选举公司董事李岩先生

为公司董事长。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选举公司董事李岩先生为公司董事

长，代表公司行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规定赋予公

司董事长的职责。 

（二）以 9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业

委员会成员。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经审议，选举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成员如下：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主任：李岩先生 

委员：潘文先生、阮庆革先生、潘刚升先生、白涛女士 

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白涛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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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孙茂竹先生、邱晓华先生 

审计委员会：主任：孙茂竹先生 

委员：邱晓华先生、阮庆革先生 

（三）以 9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聘任公司董事潘刚升先

生为公司总经理。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董事长李岩先生的提名，决定聘任

公司董事潘刚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四）以 9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总经理潘刚升先生

提名，聘任赵龙节先生、刘安先生、田萌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胡瑞深先生为

公司总工程师；王宏伟先生为公司总经济师；容宇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 

（五）以 9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董事长李岩先生提

名,聘任王怡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行公司《章程》赋予公司董事会秘书的

职责。 

（六）以 9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董事长李岩先生提

名,聘任钟宁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各项任命，任期均到 2022年 8月 1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上述聘任的高管人员简历参见附件 1。 

（七）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北京绿州

博园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首开中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北京绿州博园投资有

限公司 100%股权，北京绿州博园投资有限公司主要开发北京市密云区长安新村

和南菜园棚改项目。 

现为提高北京绿州博园投资有限公司开发实力，北京首开中晟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拟将北京绿州博园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6亿元增加到 7亿元。 

（八）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成立北京金谷创

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2019 年 6 月，公司与由首金合创（天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金第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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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以 5.96 亿元人民币竞得北京市平谷区金海

湖镇的 PG06-0100-6014地块 R2 二类居住用地。 

为开发此地块，公司拟与首金合创（天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金第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组建项目公司北京金谷创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暂定

名，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

资 6,600 万元人民币，占项目公司 33%股权；首金合创（天津）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出资 6,600 万元人民币，占项目公司 33%股权；北京金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出资 6,800万元人民币，占项目公司 34%股权。 

（九）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苏州首开

佳泰置业有限公司申请银团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为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首开佳泰置业有限公司拟向

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城中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吴中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苏州道

前支行组成的银团申请 15 亿元银团贷款，期限 3 年。公司为此笔银团贷款提供

全额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3 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担保事前进行了审核，提出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为其

担保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2019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新增担

保事项进行审议批准。公司本次向苏州首开佳泰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在年度

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本次担保无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对外担保公告（临 2019-075号）  

（十）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武汉明泰

置业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为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明泰置业有限公司拟向广发

银行武汉汉阳支行申请 7亿元的房地产开发贷款，期限 3年。公司为此笔贷款提

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3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担保事前进行了审核，提出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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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2019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新增担

保事项进行审议批准。公司本次向武汉明泰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在年度股东

大会授权范围内，本次担保无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对外担保公告（临 2019-075号）  

（十一）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武汉首

茂城置业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武汉首茂城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强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与武汉悦茂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武汉华侨城实业发展公司合作成立的项目

公司，注册资本为 22亿元，其中武汉强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7.48亿元，

武汉悦茂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7.26 亿元，武汉华侨城实业发展公司出资

7.26亿元，三方股权比例为 34%：33%：33%。 

为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武汉首茂城置业有限公司拟向广发银行武汉汉阳

支行申请 18 亿元人民币房地产开发贷款，期限 3 年。公司按所持 34%股权比例

提供 6.12 亿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 3 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担保事前进行了审核，提出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为其

担保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2019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新增担

保事项进行审议批准。公司本次向武汉首茂城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在年度股

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本次担保无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对外担保公告（临 2019-075号） 

（十二）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福州首开中庚

投资有限公司申请贷款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福州首开中庚投资有限公司为首开中庚（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公司持有首开中庚（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1%股权，中庚地产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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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首开中庚（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9%股权。 

为满足项目运营资金需求，福州首开中庚投资有限公司拟向中国银行福州分

行申请 1.25 亿元贷款，期限不超过 7 年，以福州首开中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福州首开中庚聚龙精选酒店作为抵押物。 

（十三）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无锡泰茂置业

有限公司申请贷款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无锡泰茂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与上海旌茂置业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项目公

司，主要开发无锡市滨湖区 XDG-2016-8 号地块。公司持有无锡泰茂置业有限公

司 51%股权，上海旌茂置业有限公司持有无锡泰茂置业有限公司 49%股权。 

为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无锡泰茂置业有限公司拟向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申请 26亿元人民币信托贷款，期限 3年，以无锡市滨湖区 XDG-2016-8号地块

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作为抵押物，公司及上海旌茂置业有限公司对无锡泰茂置

业有限公司按各自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比例的流动性支持。 

（十四）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厦门跃泰置业

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条件变更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厦门跃泰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首开翔泰置业有限公司与厦

门轶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项目公司，主要开发厦门市集美区灌口

J2016P03 地块。厦门首开翔泰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厦门跃泰置业有限公司 49%股

权，厦门轶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厦门跃泰置业有限公司 51%股权。 

2017 年 12 月 27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厦门

跃泰置业有限公司申请贷款的议案》，同意厦门跃泰置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

行厦门市分行、中国农业银行厦门集美支行、中国银行厦门集美支行、中国工商

银行厦门灌口支行四家银行联合申请 8亿元银团贷款，期限 3 年，以厦门市集美

区 J2016P03 地块项目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截止目前，尚有开发贷款余额为

4.42 亿元，其中中国农业银行厦门集美支行 0.9 亿元、中国工商银行厦门灌口

支行 2亿元、中国建设银行厦门市分行 1.52亿元。 

为配合项目销售，拟将原抵押方式“以厦门市集美区 J2016P03 地块项目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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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变更为双方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自提款之日起三年，其余贷款条件不变。公司按 49%的股权比例提供 2.1658 亿

元连带责任担保，其中中国农业银行厦门集美支行 4,410万元、中国工商银行厦

门灌口支行 9,800万元、中国建设银行厦门市分行 7,448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担保事前进行了审核，提出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为

其担保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2019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新增担

保事项进行审议批准。公司本次为厦门跃泰置业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超过

了股东大会授权范围，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详见公司对外担保公告（临 2019-075号） 

（十五）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北京首

开寸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北京首开寸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寸草公司”）由公司与北京寸

草关爱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福睿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 2,000 万元人民币、北京寸草关爱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出资 1,900万人民币，北京福睿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350万元人民币，由总经理

出资 750 万元人民币，该股权为预留给管理层股权，暂由总经理代持。四方股权

比例为 40%：38%：7%：15%。寸草有限公司主要提供连锁化养老机构服务。 

为对所管理养老院项目进行装修改造和设备购置，寸草公司拟向光大银行北

京分行申请 1,000万人民币贷款，期限 1年；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城市开发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全额全程担保，寸草公司其他股东以其所持有的寸草公司

股权质押给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反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担保事前进行了审核，提出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为

其担保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2019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新增担

保事项进行审议批准。公司本次为寸草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超过了股东大会授

权范围，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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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公司对外担保公告（临 2019-075号）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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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潘刚升先生，汉族，1960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国际注册商

业房地产投资师。曾任北京天鸿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赵龙节先生，汉族，1970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学位，正高级经济

师。曾任北京天鸿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人力资源部经理，现任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安先生，汉族，1965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

北京首开亿信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现任北京首都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田萌女士，汉族，1968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

任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成本合约部经理、项目管理部经理、同信分公司总

经理。现任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胡瑞深先生，汉族，1965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曾任北京天鸿集团公司总工程师，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现任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王宏伟先生，汉族，1966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正高级经济师。曾任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建筑

师，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规划师，现任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济师。 

 

王怡先生，汉族，1967年2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正高级经济师。曾任北京天

鸿集团公司计划财务部经理，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行业务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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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现任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容宇女士，汉族，1968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高级会计师。曾

任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