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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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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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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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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

持续完善“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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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相比小

幅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47,602 亿元，比上年增长 4.4%，比 2019 年增长 11.7%，两

年平均增长 5.7%。其中，住宅投资 111,173 亿元，比上年增

长 6.4%。 

报告期内，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大幅下

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

购置面积 21,590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15.5%。土地成交价

款 17,756 亿元，比 2020 年增长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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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房地产开发企业施工面积 975,387 万平方米，

比上年增长 5.2%。其中，住宅施工面积 690,319万平方米，

增长 5.3%。房屋新开工面积 198,895 万平方米，比 2020 年

下降 11.4%。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146,379 万平方米，同比

下降 10.9%。报告期内全国房屋竣工面积为 101,412 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 11.2%。其中，住宅竣工面积 73,016 万平方米，

比上年增长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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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179,433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1.9%。商品房销售金额 181,930 亿元，

同比增长 4.8%，比 2019 年提高 13.9%。 

2021 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 201,132 亿元，比上

年增长 4.2%；比 2019 年增长 12.6%，两年平均增长 6.1%。

其中，国内贷款 23,296 亿元，比上年下降 12.7%；利用外资

107亿元，同比下降 44.1%；自筹资金 65,428亿元，增长 3.2%；

定金及预收款 73,946 亿元，增长 11.1%；个人按揭贷款

32,388 亿元，增长 8.0%。 

3、公司生产经营状况 

    2021 年，公司董事会持续推动公司稳步发展，各部室、

各分子公司及全体职工团结协作、努力奋斗，克服疫情等不

利因素影响，积极推动项目开发建设、促进销售，各项工作

平稳有序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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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业务竣工项目 1项，竣工面积 3.46

万平方米；在建项目 2 项，在建总建筑面积 11.02 万平方米，

年度累计投资金额为 1.91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销售面积（含预售）1.92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含预售）5.79亿元,结转收入金额 11.33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建筑施工类重要在施项目 5 项，在施面

积 48.01 万平方米；竣工项目 26 项，竣工面积 90.91 万平

米；新签约项目 25 项，签约金额 99,168.1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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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142.61 万元，比上

年同期 98,713.65 万元增加 72.36%；利润总额 26,724.45 万

元，较上年同期 13,767.07 万元增加 94.12%；实现净利润

18,347.08 万元，较上年同期 10,306.99 万元增加 78.01%；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10,129.92 万元，较上年同期 10,503.76

万元降低 3.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065.28 万元，同比下降 0.2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42.72亿元，

较年初 43.74 亿元减少 1.02 亿元；负债总额 16.71 亿元，

较年初 19.14 亿元减少 2.43 亿元；净资产 26.01 亿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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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 24.60 亿元增加 1.41 亿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

者权益为 24.71 亿元，较年初 24.12 亿元增加 0.59 亿元；

资产负债率为 39.11%，较年初下降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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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次，审议议案内容涉

及定期报告披露、关联交易、融资和担保等重大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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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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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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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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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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工作展望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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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储备土地实现开工。加快前期设计、招投标

等手续办理进度，力争在下半年实现开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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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加快销售项目回款速度。顺义地区胡各庄限价房项

目要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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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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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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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增加项目储备。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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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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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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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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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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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经过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全文及摘要于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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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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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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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大龙嘉裕置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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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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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一）财务状况 

1、资产情况 

2021 年末，公司合并总资产为 4,272,132,923.17 元，比上

年末减少 2.32%，其中： 

（1）货币资金 975,756,738.34 元，较上年末增加 20.07%，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较上年同比大

幅减少使得本年度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流入增加； 

（2）应收账款 245,748,030.84 元，较上年末增加 3.72%； 

（3）预付款项 337,717.76 元，较上年末减少 80.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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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6,626.42 元，较上年末增加 0.53%； 

（5）存货 2,537,492,860.49 元，较上年末减少 8.10%； 

（6）合同资产 58,897,480.07 元，较上年末增加 39.67%,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部分建筑工程项目履约进度超出价款结

算进度，按其流动性在“合同资产”项目列示； 

（7）其他流动资产 64,452,850.76 元，较上年末减少

56.94%，主要原因为报告期末未抵扣增值税进项以及预缴税款较

上年末减少； 

（8）投资性房地产 194,898,816.45 元，较上年末减少

3.32%； 

（9）固定资产 60,471,690.17 元，较上年末减少 6.03%； 



 14 

（10）长期待摊费用期末无余额，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办公

楼外墙维修费用已全部摊销； 

（11）递延所得税资产 123,894,644.38 元，较上年末增加

28.92%，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项目竣工结算，未取得发票的应

付帐款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12）其他非流动资产 4,855,467.49 元，主要原因为本报

告期内部分建筑工程项目履约进度超出价款结算进度，按其流动

性在“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列示。 

2、负债情况 

2021 年末，公司合并负债总额 1,670,660,116.74 元，较上

年末减少 12.73%，其中： 

（1）应付账款 555,366,516.2 元，较上年末增加 29.12%，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竣工项目结算，,应付分包工程款及材料

款增加； 

（2）预收帐款 5,527,707.87 元，较上年末减少 43.96%，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预收销售定金及房屋租金结转收入； 

（3）合同负债 173,879,431.46 元，较上年末减少 64.92%，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东楼广场项目竣工，按合同约定履行向客

户交付房屋义务； 

（4）应付职工薪酬 3,604,947.26元，较上年末增加 27.69%，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末计提应付职工工资； 

（5）应交税费 80,078,158.85 元，较上年末增加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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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计提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 

（6）其他应付款 809,975,669.96 元，较上年末减少了

3.39%； 

（7）其他流动负债 42,227,685.14 元，较上年末减少

35.77%，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待结转增值税销项税额减少； 

（8）其他非流动负债期末无余额，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

部分建筑施工项目价款结算进度加快。 

3、所有者权益情况 

2021 年末，合并后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2,471,330,854.25 元，较上年末增加 2.48%。少数股东权益为

130,141,952.18元，较上年末增加了 171.30%，主要原因为：本

报告期内新增控股孙公司天竺万科公司少数股东权益 8227.23

万元。 

4、现金流量情况 

2021 年 ， 公 司 合 并 现 金 及 现 金 等 价 物 净 增 加 额

147,883,651.19元，其中： 

（1）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1,415,526,716.75 元，现金流出

1,186,833,334.99 元，现金流量净额 228,693,381.76 元； 

（ 2）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919,591.00 元，现金流出

480,776.04 元，现金流量净额 438,814.96 元； 

（3）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0 元，现金流出 81,248,545.53 元，

现金流量净额-81,248,545.5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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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经营情况 

1、营业收入 

2021 年度，公司合并营业收入为 1,701,426,139.17元，比

2020 年度增加 72.36%,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房地产业务及建

筑施工营业收入均同比增加。 

2、营业成本 

2021 年度，公司合并营业成本为 1,190,573,039.97元，比

2020 年度增加 80.27%,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使

得营业成本同比增加。 

3、税金及附加 

2021 年度，公司税金及附加 94,215,358.74 元，较 2020 年

度增加 14.9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计提土地增值税较上年同

期增加。 

4、期间费用 

2021 年度，公司期间费用（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

务费用）总额101,681,271.91元，较2020年度增加5,221,551.47

元,增加幅度为 5.43%，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销售代理费、佣

金、广告宣传费用、职工社保同比增加。 

5、净利润 

    2021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1,299,212.04 元，比 2020 年度减少 3.56%。少数股东损益

82,171,556.33元,比 2020年度增加 84,139,223.10元, 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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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本报告期内新增控股孙公司天竺万科公司少数股东损益

82,272,271.73 元。 

   （三）主要财务指标  

1、资产负债率 

2021 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39.11% ，较上年末资产负债

率 43.77%减少 4.66 个百分点。 

2、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1 年公司实现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5%，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2%。 

3、每股收益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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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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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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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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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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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年

审计服务。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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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21 年 度 公 司 实 现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的 净 利 润

101,299,212.04 元，截至 2021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1,261,950,061.54 元。公司拟进行 2021 年度利润分配，以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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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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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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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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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0  1,6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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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天

房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北京市大龙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23,135.70 2,511.74 39,983.39 

根据接受劳务方项

目规划，本年对建筑

施工的劳务需求同

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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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开发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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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科房地

7,107.87 463.92 6,47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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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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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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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70.71 285.88  

合计   30,648.57 3,046.37 48,35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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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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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 

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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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办公用房、商业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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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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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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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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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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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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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天竺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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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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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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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137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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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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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炳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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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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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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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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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大龙

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50 

北京市顺义

区裕龙花园

四区 33 号楼

2 门 401 号 

姚殿良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租赁机械设备。 其他 

唯家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5,000 

北京市朝阳

区农展南路

甲 1 号 2 层

229 室 

钟明鸣 

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房地

产信息咨询；市场调查；企业策划；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广告；会议及展览服务；公共关系服

务；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技术推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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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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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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薪酬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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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0 

魏彩虹 董事、财务总监、总会计师 56.86 

黄海明 监事会主席 0 

马志方 副总经理 46.44 

苑继波 副总经理 56.86 

荆涛 副总经理 56.86 

王付 副总经理 8.05 

徐立军 副总经理 56.70 

魏春旺 总工程师 46.70 

李铁 董事会秘书 27.55 

刘佳杰 股东监事（已离任） 0 

张福成 职工监事 26.11 

王金奇 股东监事 0 

合计 / 45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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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会主席黄海明先生在关联方北京大龙控股有限公司领取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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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监事王金奇先生自 2021 年 9 月 14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后任职；原监事刘佳杰女士于同日起不再任职。 

3.公司股东监事刘佳杰女士、王金奇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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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副总经理王付先生已于 2021年 1月退休。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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