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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3         股票简称：首商股份         编号：临 2021-027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所持北京谊星商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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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商股份”或“公司”）

拟将所持北京谊星商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谊星公

司”）75%股权以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北京西单友谊

集团（以下简称“西友集团”，本次转让前西友集团持有谊星

公司剩余 25%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谊

星公司股权。 

 西友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首旅集团”）下属全资企业，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参考资产评估报告（尚未完成国资备案），本次股权转让价款

预估为人民币 2.91亿元，最终交易价款应以经国资备案的《资

产评估报告》的评估价值为依据确定。双方将在备案完成后

五个工作日内签署补充协议确定最终股权转让价款金额。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不含本次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

除已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同一关

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标的类别相关

的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 5%。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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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谊星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谊星公司 75%股权，西友

集团持有谊星公司剩余 25%股权。 

谊星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为对外出租所属谊星商业资产。因历史上

国企改制时股东仅以房产出资、土地未纳入出资范围等历史遗留原因

及国家房地政策调整等原因，导致谊星商业“房地分离”，一直未能

办妥产权证书。 

为彻底消除谊星公司资产瑕疵问题对上市公司的负面影响，经与

西友集团友好协商，公司拟将所持谊星公司 75%股权通过非公开协议

转让方式转让给西友集团。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谊星公司

股权。 

2021 年 5 月 7 日，双方就本次交易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根

据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价款预估为人民币 2.91 亿元，最终交易

价款应以经国资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价值为依据确定。双

方将在备案完成后五个工作日内签署补充协议确定最终股权转让价

款金额。 

因西友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首旅集团下属全资企业，为公司关联

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不含本次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除

已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

的关联交易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的实

际发生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本次关联

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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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友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首旅集团下属全资企业，为公司关联法

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名称：北京西单友谊集团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115499A 

3、成立时间：1997 年 10 月 10 日 

4、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5、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 120 号 1 号楼 18 层

1801 房间 

6、法定代表人：王骊夏 

7、注册资本：25450 万元 

8、经营范围：文化娱乐服务；服务性录像放映；饮食服务；住

宿；出租汽车客运；零售中外文书刊；洗染；印刷；制造鞋帽、皮革、

毛皮制品、家具、工艺美术品；国内商业，销售机械电器设备，经营

本系统商品的进出口业务；接受本系统单位的委托代理出口业务，承

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

贸易、易货贸易及转口贸易业务；仓储；家庭装饰；日用品修理；组

织代理侨眷所需商品的进口，收购、销售字画、文房四宝，代购文物

（陶瓷、地毯、绣活），彩扩、电传、打字，承办北京西单友谊集团

所辖范围内国内外广告业务，租赁儿童玩具、场地、儿童车；制造服

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经营进

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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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西友集团为首旅集团全资企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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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控制人为北京市国资委。 

10、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科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461,223,160.43 

净资产 -334,795,380.15 

营业收入 21,637,809.29 

净利润 9,668,894.09 

注：西友集团 2020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西友集团为首旅集团下属全资企业，首旅集团最近一年主要财务

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13,194,772.25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617,662.30 

营业收入 3,310,761.8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6,398.11 

注：首旅集团 2020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11、西友集团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相互独立。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和交易类别 

1、交易标的名称：公司直接持有的谊星公司 75%股权 

2、交易类别：出售资产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北京谊星商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8016684226 

3、成立时间：1980 年 2 月 1 日 

4、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路甲 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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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法定代表人：王健 

7、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8、经营范围：对房地产企业、科技开发企业、环保工程企业进

行经营管理；仓储；承办展览展示活动；销售工艺美术品、机械电器

设备；电子计算机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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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股权构成：公司持有谊星公司 75%股权、西友集团持有谊星

公司 25%股权。 

10、主营业务：谊星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为对外出租所属谊星商业

资产。 

11、谊星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科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84,335,648.52 179,575,608.21 

净资产 129,668,595.49 163,332,237.37 

营业收入 10,102,030.64 38,623,502.20 

净利润 4,644,906.38 17,633,841.48 

注：以上 2020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1 年 1-3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2、权属状况：谊星公司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限

制转让的情况，也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13、本次交易将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公司不存在为

谊星公司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的情况，谊星公司也不存在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天健兴



6 

 

业”）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天健兴业出具了《资产评

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1]第 0351 号），以 2021 年 1 月 31 日为评

估基准日，谊星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38,903.34 万元。

该资产评估结果尚未完成国资备案。 

参照前述资产评估结果，经友好协商，本次股权转让价款预估为

人民币 2.91 亿元，最终交易价款应以经国资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

的评估价值为依据确定。双方将在备案完成后五个工作日内签署补充

协议确定最终股权转让价款金额。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甲方（转让方）：首商股份 

乙方（受让方）：西友集团 

2、股权转让 

甲方将所持谊星公司 75%股权转让给西友集团。自股权转让完成

日（指谊星公司就股权转让事宜向工商登记主管机关办理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之日）起，标的股权及与其相关的一切权利、利益和义务均属

乙方所有，甲方不再享有和承担与标的股权有关的任何权利和义务。 

3、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 

3.1 参照《资产评估报告》，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款

预估为人民币 2.91 亿元，最终交易价款应以经国资备案的《资产评

估报告》的评估价值为依据确定。双方将在备案完成后五个工作日内

签署补充协议确定最终股权转让价款金额。 

3.2 双方一致同意，对于协议第 3.1 条约定的乙方收购甲方所持

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乙方应在协议生效且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 5 个

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支付。 

3.3 双方一致同意，在协议生效且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 5 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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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工商登记主管机关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过渡期间损益 

双方一致同意，不以过渡期间（指自评估基准日至股权转让完成

日的期间）目标公司经营性损益等理由对协议项下已达成的交易条件

和交易价格进行调整，标的股权在过渡期间的损益均由乙方承担。 

5、违约责任 

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不能按协议的规定履行义务，则被视为违

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赔偿责任，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

成的实际经济损失。 

6、生效及终止 

6.1 协议自下述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生效： 

（1）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 

（2） 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已审议批准本次交易。 

6.2 协议可依据下列情况之一而终止： 

（1） 经双方一致书面同意终止协议； 

（2） 如果有政府主管部门做出的限制、禁止和废止完成本次交

易的永久禁令、法规、规则、规章和命令已属终局的和不可上诉，协

议任何一方均有权书面通知另一方而终止协议； 

（3） 如果协议任何一方发生严重违约行为，在守约方向违约方

送达书面通知要求违约方对此等违约行为立即采取补救措施之日起

三十（30）日内，此等违约行为未获得补救，则守约方有权书面通知

违约方而终止协议。 

（二）受让方的支付能力 

西友集团为首旅集团全资企业，西友集团和首旅集团的主要财务

指标见“二、关联方介绍”之“（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公司董事会认

为西友集团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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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星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为对外出租所属谊星商业资产。因历史上

国企改制时股东仅以房产出资、土地未纳入出资范围等历史遗留原因

及国家房地政策调整等原因，导致谊星商业“房地分离”，一直未能

办妥产权证书。 

为彻底消除谊星公司资产瑕疵问题对上市公司的负面影响，公司

拟将所持谊星公司股权转让给西友集团。 

本次资产出售有利于消除谊星公司资产瑕疵问题对公司的负面

影响，有利于推进公司与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吸收合并交易的

顺利推进。 

本次资产出售最终交易价款以经国资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的

评估价值为依据确定，交易价格定价合理、公平、公允，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将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公司不存在为谊星

公司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的情况，谊星公司也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

资金的情况。 

七、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所持北京谊

星商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卢长才、

张跃进、王健、杨春光、苏西、董宁回避表决。本项议案参与表决票

数为 3 票，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鲍恩斯、何平、陈及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之前进行

了事前认可，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为彻底消除北京谊星商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谊星公司”）

资产瑕疵问题以及小汤山仓库房地分离问题对上市公司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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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与北京西单友谊集团（“西友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首旅集团”）下属全资企业）友好协商，公司拟

将所持谊星公司全部 75%股权以及小汤山房产转让给西友集团。 

2、本次资产出售（含股权转让和房产转让）有利于消除谊星公

司资产瑕疵问题以及小汤山仓库房地分离问题对公司的负面影响，有

利于推进公司与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吸收合并交易的顺利推

进。 

3、本次资产出售最终交易价款以经首旅集团备案的《资产评估

报告》的评估价值为依据确定，交易价格定价合理、公平、公允，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三）公司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核意见 

1、为彻底消除北京谊星商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谊星公司”）

资产瑕疵问题以及小汤山仓库房地分离问题对上市公司的负面影响，

经与北京西单友谊集团（“西友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首旅集团”）下属全资企业）友好协商，公司拟

将所持谊星公司全部 75%股权以及小汤山房产转让给西友集团。 

2、本次资产出售（含股权转让和房产转让）有利于消除谊星公

司资产瑕疵问题以及小汤山仓库房地分离问题对公司的负面影响，有

利于推进公司与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吸收合并交易的顺利推

进。 

3、本次资产出售最终交易价款以经首旅集团备案的《资产评估

报告》的评估价值为依据确定，交易价格定价合理、公平、公允，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本次交易将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董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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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股东将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有关议案并同意将该

等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四）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

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本次关联

交易无需履行其他外部批准程序。 

八、上网公告附件 

1、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2、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