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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证券代码：000729  公告编号：2017-02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释义 

本公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或名称具有如下含义： 

燕京啤酒/本公司 指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北控集团财务 指 北京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北控集团 指 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控股 指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
  

燕京有限 指 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 
  

燃气集团 指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水务投资 指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京泰投资 指 北京京泰投资管理中心 

京仪集团 指 北京京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市政院 指 北京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北控集团财务为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功能、提高自身风

险承受能力，根据其业务发展规划，拟在适当降低原股东北控集团、燃气集团及

本公司股权比例的基础上引进北京控股、京泰投资、京仪集团、水务投资、市政

院五家股东单位，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8亿元增至 20.0898亿元。 

本公司为适应北控集团财务业务发展需要，更好地拓宽本公司融资渠道，降

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效益，决定以北控集团财务经核准的评估基准日评估价值

为依据，以 1.11665 元/股的价格现金增资 0.7 亿元。增资后，本公司合计出资

人民币 2.3 亿元，合计持有北控集团财务注册资本数额 2.2269 亿元，占其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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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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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比例由 20%降至 11.08%。 

具体增资方案如下： 

股东 

增资前注册

资本数额

（亿元） 

出资

方式 
增资前 

占比 

本次增资

金额（亿

元） 

本次增资注

册资本数额

（亿元） 

增资后注册

资本数额

（亿元） 

增资后

占比 

原股东 

北控集团 3.28 货币 41% 2.72 2.4359 5.7159 28.45% 

燃气集团 3.12 货币 39% 2.08 1.8627 4.9827 24.80% 

燕京啤酒 1.60 货币 20% 0.70 0.6269 2.2269 11.08% 

新股东 

北京控股 - 货币 - 2.00 1.7911 1.7911 8.91% 

京泰投资 - 货币 - 1.50 1.3433 1.3433 6.69% 

水务投资 - 货币 - 1.50 1.3433 1.3433 6.69% 

京仪集团 - 货币 - 1.50 1.3433 1.3433 6.69% 

市政院 - 货币  1.50 1.3433 1.3433 6.69% 

合计 8.00  100% 13.50 12.0898 20.0898 100% 

本公司将在本次董事会之后择日签署《增资协议》。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北京控股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北控集团为北京控股的控股股东。 

燃气集团、水务投资受北京控股控制，北京控股、京泰投资、京仪集团、市

政院受北控集团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的规定，

北控集团、北京控股、燃气集团、京泰投资、水务投资、京仪集团、市政院均为

本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具体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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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于2017年1月20日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因本公司董事长李福成、副董事长赵晓东、董事王启林、邓连成、

杨怀民在本公司控股股东燕京有限任职，本公司董事赵春香在北控集团财务担任

董事，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董事李福成、赵晓东、王启林、邓连成、赵春香、杨

怀民6人回避表决。有效表决票为9票，其中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

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与独立意见。 

    4、本次增资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由各增资方签订增资协议并报经

有关监管部门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关

联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本次关联交易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重组，没有构成借壳，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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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王东 

（3）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院4楼1701室 

（4）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院4号楼 

（5）注册资本：822319.66万元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投资管理 

（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699051407 

（9）主要股东：北京市国资委 

（10）实际控制人：北京市政府 

2、历史沿革、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现时注册资本822319.66万元，法定

代表人为王东。北控集团作为北京市属国有企业，以“让城市（环境）更美好”

为使命，紧抓现代城市建设的重要引擎，契合国家战略需要，重点投向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生态环保、民生改善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取得较好发展。截至2015年底北控集团总资产达2117亿元，

位列“中国企业500强”第217位。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北控集团总资产为21169615万元，净资产为7162726

万元 ，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7043436万元，净利润为405092万元（以上数据

已经审计）。 

3、构成何种具体关联关系 

北控集团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控股的控股股东，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的规定，北控集团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二）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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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名称：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周思 

（3）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22号 

（4）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22号 

（5）注册资本：588363万元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燃气供应与销售等 

（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95951626B 

（9）主要股东：北京燃气集团（BVI）有限公司 

（10）实际控制人：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历史沿革、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6年10月27日，现时注册资本588363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周思。燃气集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城市燃气企业，年用气量、

燃气用户数、管网规模、年销售收入均位列全国第一。截止2015年底，燃气集团

天然气用户总数500多万户，燃气管线长度近2万公里，产业链延伸至车用气、三

联供及用户服务等新兴业务板块。 

截至2015年12月31日，燃气集团总资产为4330762万元，净资产为3007302

万元 ，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3614571万元，净利润为325716万元（以上数据

已经审计）。 

3、构成何种具体关联关系 

燃气集团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的规定，燃气集团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三）北京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控股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王东 

（3）注册地址： 香港湾仔港湾道18号中环广场66楼 

（4）主要办公地点：香港湾仔港湾道18号中环广场6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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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册资本：港币12854万元 

（6）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7）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 

（8）组织机构代码：20869185-000-02 

（9）主要股东：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实际控制人：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历史沿革、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2月26日，现时注册资本港币12854万元，法

定代表人为王东。北京控股主营业务已涵盖城市燃气、高速公路及城市水务等公

用事业板块，同时拥有以燕京啤酒为主的消费品业务以及科技业务，为北京市经

济建设引进资金、技术及管理人才，促进京港两地优势资源对接和经济、贸易合

作等方面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北京控股总资产为10480347万元，净资产为5766782

万元 ，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5018620万元，净利润为482429万元（以上数据

已经审计）。 

3、构成何种具体关联关系 

北京控股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本公司董事长李福成先生同时在北京控股担

任董事局副主席、执行董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的

规定，北京控股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四）北京京泰投资管理中心 

1、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京泰投资管理中心 

（2）法定代表人：孟芳 

（3）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院4号楼18层1801 

（4）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院4号楼18层 

（5）注册资本：60000万元 

（6）企业类型：全面所有制 

（7）经营范围： 投资与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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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营业执照注册号：110000000317489 

（9）主要股东：京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实际控制人： 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历史沿革、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北京京泰投资管理中心成立于1999年4月20日，现时注册资本60000万元，法

定代表人孟芳。北京京泰投资管理中心作为承担“资产管理”功能的平台公司，

先后涵养了房地产物流、煤制天然气等业务板块，涉及国际贸易、酿酒等产业领

域。近年，金融投资业务涉及参与股权投资基金、IPO、上市增发等项目，发起

设立多只基金，在满足公司资金流动性需求的前提下获得了良好的收益，提升双

向投资的引领带动作用。 

截至2015年12月31日，京泰投资总资产为359937万元，净资产为277632万

元 ，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9228万元，净利润为18533万元（以上数据已经

审计）。 

3、构成何种具体关联关系 

京泰投资是北控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北控集团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控股

的控股股东，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的规定，京泰投资

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五）北京京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京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史红民 

（3）注册地址：朝阳区建国路93号万达广场9号楼 

（4）主要办公地点：朝阳区建国路93号万达广场9号楼 

（5）注册资本：109650万元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仪器仪表等 

（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000026606X 

（9）主要股东：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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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实际控制人： 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历史沿革、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北京京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前身是成立于1983年的北京市仪器仪表工业总

公司，现时注册资本109650万元，法定代表人史红民。北京京仪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重点发展自动化系统及仪表（C）、科学仪器（I）、电力电子和新能源（E）

三大产业板块，并以此为基础向节能、环保、安全等新领域拓展。近年来，京仪

集团持续保持快速发展，经济规模和效益居国内同行业前列。目前拥有7家市级

技术中心和27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授权专利167项、软件著作权38项，“十一

五”期间完成国家部委项目30余项。 

截至2015年12月31日，京仪集团总资产为332381万元，净资产为274386万

元 ，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7312万元，净利润为10501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

计）。 

3、构成何种具体关联关系 

京仪集团是北控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北控集团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控股

的控股股东，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的规定，京仪集团

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六）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胡晓勇 

（3）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七区18号楼8层801内808 

（4）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七区18号楼8层801内808 

（5）注册资本：10000万美元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 

（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90802464Y 

（9）主要股东：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10）实际控制人：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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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沿革、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7月20日，现时注册资本10000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胡晓勇。水务投资专注于水务行业和环保行业，在全国及马

来西亚、葡萄牙等拥有多个水务项目，日水处理规划规模超过千万吨，实现了全

国性的战略布局,并成功进军海外市场。经过多年发展，水务投资获得了“中国

水务新锐企业”、“中国知名水务企业”等荣誉称号， 并连续多年荣登“中国

水业十大影响力企业”榜首。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水务投资总资产为1445642万元，净资产为113673万

元 ，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4745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3、构成何种具体关联关系 

水务投资是北京控股的子公司，北京控股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的规定，水务投资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七）北京市政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市政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刘桂生 

（3）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32号3号楼 

（4）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32号3号楼 

（5）注册资本： 16240.231193万元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7）经营范围：主营综合性市政公用工程，市政规划设计等 

（8）组织机构代码：082854279 

（9）主要股东：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实际控制人：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历史沿革、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北京市政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55年 4月，现时注册资本

16240.231193万元，法定代表人刘桂生。市政院具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是

以咨询设计为主业、为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提供综合性服务的科技创新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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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出色完成了大量的工程咨询、勘察设计及工程总包项目，工程业绩遍及

全国各地及世界29个国家和地区，连续11次被评为“北京市守信企业”，连续10

年被评为“信用等级AAA级单位”和“纳税信用A级企业”。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市政总院公司总资产为252196.09万元，净资产为

118617.82万元 ，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20156.11万元，净利润为11723.73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3、构成何种具体关联关系 

    市政院是北控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北控集团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控股的

控股股东，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的规定，市政院为本

公司关联法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北京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北京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 8 日，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

区东三环北路 38 号院 4 楼 10 层，法定代表人：王立华，注册资本：80000 万元，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082886211Q，其经

营范围：存款、贷款、结算等，现时由北控集团持有其 41%股权；燃气集团持有

其 39%股权；燕京啤酒持有其 20%股权。 

北控集团财务自成立以来，在中国银监会的审批和监督管理下，着力拓展业

务范围，积极创新业务品种，服务内涵不断丰富。北控集团财务作为北控集团旗

下唯一一家金融机构，充分发挥为集团成员单位提供财务管理服务的特殊作用，

着力提升集团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为集团高端发展和成员单位生产经营提供了

有力的资金支持和金融保障。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北控集团财务的总资产为 995182.63 万元，净资

产为 82830.34万元 ，营业收入为 9978.74万元，净利润为 2256.10 万元。（以

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北控集团财务公司的总资产为 1249570.73万元，

净资产为 84519.62万元 ，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21758.69 万元，净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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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0.58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的权属无争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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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亦不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四、履约能力分析  

    目前上述关联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均具备履约能力。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以北控集团财务经核准的评估基准日评估价值为依据，以 1.11665

元(RMB1.11665 元)/股进行增资。其中人民币 1 元(RMB1 元)计入注册资本，人民

币 0.11665 元计入资本公积金（评估机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评估基准日：2016 年 8 月 31 日，评估方法：采取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评

估结论：北控集团财务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89331.87 万元，评估值较账

面净资产增值 1960.17 万元，增值率 2.24%）。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增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各方注册资本数额、出资方式和股权比例 

在增资完成后，北控集团财务的注册资本金将变更为人民币 20.0898 亿元

(RMB20.0898 亿元)，原股东和新股东的注册资本数额、出资方式和股权比例如下： 

 

原股东 
注册资本数额 

（人民币/亿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北控集团 5.7159 货币 28.45% 

燃气集团 4.9827 货币 24.80% 

燕京股份 2.2269 货币 11.08% 

新增股东 
注册资本数额 

（人民币/亿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北京控股 1.7911 货币 8.91% 

京泰投资 1.3433 货币 6.69% 

水务投资 1.3433 货币 6.69% 

京仪集团 1.3433 货币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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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院 1.3433 货币 6.69% 

合计 20.0898 
 

100% 

 

 

2、生效：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完成相关政府

审批后生效。 

 

3、各方权利和义务 

    各方有义务协助并督促增资后公司办理与本次增资有关的各项工商变更与

备案手续，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经营范围、公司章程、法定代

表人、股权结构等（如需要）。 

 各方有义务督促增资后公司向各方签发《出资证明书》。  

各方有义务依据本协议的约定按期、足额缴付其出资，任何一方未按期、足

额缴付出资的，视为该方放弃其对公司的增资，不享有增资后公司股东权利；同

时，已按期、足额缴付出资的各方按其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享有相应的股东权

利。  

4、董事会组成 

公司设立董事会，由 11 人组成，其中职工董事 1 人。 

5、管理层组成 

    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公司设总经理 1 名，副总经理（包

括财务总监、总稽核、风险总监等）2-6 名。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

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须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6、违约 

本协议任何一方未按约定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经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守

约方催告后，仍不按催告期限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及时向增资后公司足额缴付相

应出资外，还应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违约责任为，违

约方应按其应缴出资额的万分之三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方拒不缴纳出资

的，其他各方可以协商认缴违约方占增资后公司的出资额或另行引进其他股东增

资。 

7、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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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方因违反本协议所规定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 合意所引起或导

致的任何损失、损害、责任、索赔、诉讼、费用和支付，该方应向其他各方、管

理人员、董事、代理及雇员做出赔偿、进行抗辩并使其不受损害。 

根据二十三条因违反保证而向权益被侵害方做出的赔偿应使权益被侵害方

恢复至相关保证未被违反的状态。 

 

七、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 

北控集团财务作为金融服务机构，可以通过吸纳存款、发放贷款、受托经营

等金融产品成为成员单位之间互相融通的平台。本次增资后，北控集团财务的资

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本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通过接受北控集团财务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将更好的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

资成本，提高资金效益，加强资金风险抵抗能力；另外, 北控集团财务公司盈利

能力较强、资本充足率高, 具有较为稳定的行业收益，作为其股东,本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可以获得较为稳定的投资回报。  

2、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资金的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出现导致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利益受损的情况。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是公允的，所有交易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没有损害本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本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交易对上市公司

独立性没有影响,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

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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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与各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不含本次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25,000万元，其中公司在北控集团财务公司贷

款金额为20,000万元，存款金额为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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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出具事前认可函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没有

违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关

于对北京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事后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增资符合本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北控集团财务运作情况良好，风

险可控，本次增资可行。 

（2）本次交易的内容合法有效，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

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不存在违反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强制性规

定的情形，符合全体股东及公司整体利益，且不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3）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程序。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我们同意本次增资事宜。 

  

 十、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增资协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意见 

5、北控集团财务财务报表 

6、北控集团财务评估报告 

7、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一月二十日 

 

 


	释义
	本公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或名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将在本次董事会之后择日签署《增资协议》。
	3、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本次关联交易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重组，没有构成借壳，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2、历史沿革、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2、历史沿革、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2、历史沿革、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2、历史沿革、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2、历史沿革、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2、历史沿革、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2、历史沿革、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四、履约能力分析      目前上述关联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均具备履约能力。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增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各方注册资本数额、出资方式和股权比例
	在增资完成后，北控集团财务的注册资本金将变更为人民币20.0898亿元(RMB20.0898亿元)，原股东和新股东的注册资本数额、出资方式和股权比例如下：
	2、生效：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完成相关政府审批后生效。
	3、各方权利和义务
	各方有义务协助并督促增资后公司办理与本次增资有关的各项工商变更与备案手续，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经营范围、公司章程、法定代表人、股权结构等（如需要）。
	各方有义务督促增资后公司向各方签发《出资证明书》。
	各方有义务依据本协议的约定按期、足额缴付其出资，任何一方未按期、足额缴付出资的，视为该方放弃其对公司的增资，不享有增资后公司股东权利；同时，已按期、足额缴付出资的各方按其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
	4、董事会组成
	公司设立董事会，由11人组成，其中职工董事1人。
	5、管理层组成
	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公司设总经理1名，副总经理（包括财务总监、总稽核、风险总监等）2-6名。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须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6、违约
	本协议任何一方未按约定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经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守约方催告后，仍不按催告期限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及时向增资后公司足额缴付相应出资外，还应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违约责任为，违约方应按其应缴出资额的万分之三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方拒不缴纳出资的，其他各方可以协商认缴违约方占增资后公司的出资额或另行引进其他股东增资。
	7、赔偿
	对于一方因违反本协议所规定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 合意所引起或导致的任何损失、损害、责任、索赔、诉讼、费用和支付，该方应向其他各方、管理人员、董事、代理及雇员做出赔偿、进行抗辩并使其不受损害。
	根据二十三条因违反保证而向权益被侵害方做出的赔偿应使权益被侵害方恢复至相关保证未被违反的状态。
	七、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2、独立董事发表事后独立意见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