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户籍 土地 财税

三大改革为新型城镇化引入“活水”

本报记者 顾鑫

市场预期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将于近期召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渐渐明晰。业内人士认为，当前推进新型城

镇化受到土地、公共服务等方面成本难题掣肘，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推进相关配套改革。 如果体制机制不变，新型城镇化将

难以落到实处。 要真正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就必然涉及户籍、土地、财税等三大领域改革。 而三大领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将

从供给层面提升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城镇化对于经济的影响已不能简单理解为需求拉动。

成本问题尚待破解

“一个人落户以后，要享受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福利，有的还需要保障房。这样测算下来，一个人平均城镇化的成本

是30万元。 ”东部地区一位基层官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当地约有15万人需要转为城镇人口，这带来的支出大概有450亿

元，而该地地方政府一年财政收入是80亿元，其中30亿元要交给中央财政、30亿元交给市级财政，剩下20亿元。 “不吃不喝25

年才能把这项工作完成。 ”

该人士称，考虑到基本的财政支出必须保障，在20亿元净收入中，真正能够用于城镇化的大约有7亿元，完成15万外来人

口城镇化的工作需要60年。“有时候觉得还没怎么富起来就要分家产。我们已经是非常发达的地区，钱都不够花，更不用说中

西部的欠发达地区。 ”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户籍城镇化率大大低于名义城镇化率。 有大量进城务工农民或者农业转移人口还没有成为城市市

民，享受不到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部分人口转为真正的市民需要有相应的财政支出，未来城镇化率的进一步提升会

加大财政压力。

城镇化的成本压力除了提供更多公共服务，还有地价的上升。 民生证券分析师表示，过去三十年里，土地的宽供应和高

消耗保证了投资高速发展，低价土地更为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重要基础，土地的资本化促进城镇化进程。但土地供给减

少、成本不断上升，使得原有发展模式出现瓶颈。

以东部地区的盐城为例，国研中心一项调查显示，2008年盐城市市级土地出让成本只占土地出让价款的38%；而到2011

年，市级土地出让成本占土地出让价款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到85%。 根据对盐城市经济开发区的调查，仅土地拆迁、补偿费用

就已经占到土地出让金的50%以上。 为了解决资金瓶颈，部分镇政府开始寻求其他的资金来源。 某镇政府由于建设资金不

足，采取下派任务的方式，以高额年息向机关、事业单位等干部职工集资。

改革需整体推进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意味着农村人口转为市民，关键在于户籍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

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认为，让农民转户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原来农民转城市户口的条件规

定得很苛刻，现在想放开，尤其让中小城市放开，就发现农民的积极性不高。 农民问‘你让我进来，有什么福利？ ’原来城市户

口附加了很多福利，现在福利已经不多了，而且农村户口的福利在不断提高。 ”

在肖金成看来，城乡二元户籍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当前的问题不是放开户口管制，而是取消城乡二元户籍。“我是你的

市民，我给你做了很大贡献，你难道不应该给我提供公共服务吗？ 不应该给城市居民福利吗？ ”

专家认为，为了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必须有其他改革相配套。财税体制改革方面，十八届三

中全会已经提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认为，如果财税体制不改、地方政府不能摆脱土地财政，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就会面临障碍。 “改革对于中国的城镇化至关重要。 ”

乔润令还强调了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根据我们的研究，现在农民分四类，一类是根本不愿意进城的农民，比如说北

京郊区的农民，宁波的农民，他们觉得城市户籍含金量不行；第二部分人想进城，分享城市高的收入、好的教育资源，同时不

想失去农村的土地权益；第三部分是已经在城市里头工作、生活、携家带口若干年的人，这都是要进城的，大概有三千多万；

还有一部分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未来、他们的婚姻、他们的收入都是和城市联系在一起，他们不愿意回农村，不愿意干农

活，甚至不认同农民工的身份。 ”

乔润令认为，如果土地制度创新得好，土地、宅基地的流转能够带来相应收入，第二部分农民就会选择在城里买房和定

居。

市场化手段挑大梁

专家认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应当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发挥作用，依然要遵循市场规律，只有这样，才能顺利破解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碰到的难题。

前述基层官员表示，不应用静态思维来看待城镇化。 如果当地经济发展了，很多外来人口会就地实现城镇化，而不用流

向其他地区；另外，随着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东部城镇就会有能力让更多的外来人口实现更多的价

值。

乔润令表示，如果让更多的资源由市场来配置，而政府只是管好基础性的公共服务，将来城镇化的成本就会大幅下降。

实际上，城镇化的成本不应完全由政府来承担，市场其他主体也应当承担应有责任。

对于当前一些大城市出现的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乔润令表示，此前中国城镇化的人口主要流向了东南沿海和

大城市、超大城市，恰恰没有进入小城镇，特别是没有进入到中西部的中小城市，原因是东海沿海大城市就业岗位多、收入相

对高、公共服务水平高。要解决城市病问题，应该把相应的公共资源更多投向中小城市，引导市场把资金投向中小城市，人口

跟着资金回到中小城市。

肖金成建议，应当将大城市的功能向外疏解，尤其是产业和企业。 转移不了的原因是大城市在挽留它，虽然个人生活成

本很高，但是企业的生产成本很低，企业不愿意走，人口就难以转移。未来在税收上应该有所调整，市中心的土地使用税和郊

区土地的使用税要有差别，这样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才能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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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问题尚待破解

“一个人落户以后，要享受教

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福利，有的

还需要保障房。 这样测算下来，一

个人平均城镇化的成本是

30

万

元。 ”东部地区一位基层官员告诉

中国证券报记者，当地约有

15

万人

需要转为城镇人口，这带来的支出

大概有

450

亿元， 而该地地方政府

一年财政收入是

80

亿元，其中

30

亿

元要交给中央财政、

30

亿元交给市

级财政，剩下

20

亿元。“不吃不喝

25

年才能把这项工作完成。 ”

该人士称，考虑到基本的财政

支出必须保障， 在

20

亿元净收入

中， 真正能够用于城镇化的大约

有

7

亿元，完成

15

万外来人口城镇

化的工作需要

60

年。 “有时候觉得

还没怎么富起来就要分家产。 我

们已经是非常发达的地区， 钱都

不够花， 更不用说中西部的欠发

达地区。 ”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户籍城镇

化率大大低于名义城镇化率。有大

量进城务工农民或者农业转移人

口还没有成为城市市民，享受不到

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部分

人口转为真正的市民需要有相应

的财政支出，未来城镇化率的进一

步提升会加大财政压力。

城镇化的成本压力除了提供

更多公共服务， 还有地价的上升。

民生证券分析师表示，过去三十年

里，土地的宽供应和高消耗保证了

投资高速发展，低价土地更为工业

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重要基础，土

地的资本化促进城镇化进程。但土

地供给减少、成本不断上升，使得

原有发展模式出现瓶颈。

以东部地区的盐城为例，国研

中心一项调查显示，

2008

年盐城市

市级土地出让成本只占土地出让

价款的

38%

；而到

2011

年，市级土

地出让成本占土地出让价款的比

例大幅度提高到

85%

。根据对盐城

市经济开发区的调查， 仅土地拆

迁、 补偿费用就已经占到土地出

让金的

50%

以上。为了解决资金瓶

颈， 部分镇政府开始寻求其他的

资金来源。 某镇政府由于建设资

金不足，采取下派任务的方式，以

高额年息向机关、 事业单位等干

部职工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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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拉动周期行业升级

建材、机械、交运料迎发展良机

□

本报记者 于萍

新型城镇化正成为拉动

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也为上市公司转型升级打开

了空间。 除了直接受益于城

镇化进程的地产建筑以及拥

有土地资源的公司外，建材、

机械、 交运等周期性行业也

将迎来发展良机。

土地改革带来价值重估

在政策推动下， 新型城

镇化进程不断提速。 在优化

城市布局、 推进城乡一体化

的政策指导下， 与之相配套

的土地流转、 基础设施建设

成为重要一环。 受此影响，相

关行业的上市公司有望率先

获益。

作为今年的热门话题之

一，土地流转已经给不少上市

公司带来了政策红利。 其涵盖

的范围不仅包括农村承包土

地经营权的流转，也包括集体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 在政

策推动下，城郊及城乡结合部

的土地迸发出极大的需求，不

少上市公司凭此变身“土豪”。

农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

有望给农业类上市公司带来

新的发展机遇。 那些坐拥农

地的上市公司价值有望迎来

重估， 参与土地流转也将带

来业务扩张的机会。 以亚盛

集团为例， 作为甘肃农垦集

团旗下唯一的农业经营平

台， 亚盛集团自

2010

年以来

剥离工业资产并聚焦农牧主

业。 根据齐鲁证券统计，当前

亚盛集团拥有

342

万亩土地，

农垦集团四大农场旗下有

320

万亩土地及

42

万亩耕地

可注入。 此外，正和股份、空

港股份、 中国武夷等多家公

司也都涉及土地流转概念。

尽管土地流转机会还处

于政策驱动阶段，但从长远来

看，其将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产

生影响。一旦土地流转开始试

点转为住宅用地，将直接增加

土地供应， 有利于平缓地价。

对于在流转过程中可参与土

地一级开发业务的公司，以及

具有资金优势的快周转地产

公司而言，土地供给的提升都

将带来发展机会。

周期类上市公司或受益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

程中，以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制

造等行业为主的周期性行业也

有望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随着城镇化推进，我国已

经步入城市配套建设加速时

期， 建材行业将迎来消费升

级。其中，水泥、新型建材类公

司都将迎来需求的稳步释放。

可以看到，在节能减排的推动

下， 水泥行业近期持续回暖。

兴业证券统计显示，

11

月水泥

和熟料价格延续之前的上涨

态势，且多数地区价格涨幅已

超过去年四季度。 与此同时，

地产刚需也将推动防水材料

消费升级。国泰君安分析师认

为，中材科技、长海股份、伟星

新材等防水材料企业将获得

更多成长机会。

此外， 在城镇化进程

中，传统的装备制造业将向

新型装备制造业发展。 油气

装备、智能仪器仪表、农机、

轨道交通等行业有望在新

型城镇化发展中受益。 以智

能计量表为例，我国已经提

出，到

2015

年新建建筑全面

实行供热按户计量，推进既

有居住建设供热计量和节

能改造。 中信证券认为，这

将带动智能计量表生产企

业的需求。

总体来看，在新型城镇

化建设的过程中，包括基础

设施建设、装备制造以及环

保、能源、交运等一批行业

都将分享到政策红利，相关

企业也将获得转型升级的

发展机遇。

专家认为

城镇化应发挥市场决定作用

□

本报实习记者 赵静扬

本报记者 顾鑫

今年以来，已有多个省市

推出或计划推出地方性城镇

化措施。尽管具体政策有所不

同，但大都涉及公共服务和基

础设施建设、 产业支持措施，

另有部分省市提出在城镇化

过程中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放开城镇落户限制。

专家表示， 新型城镇化

更加强调人的主体性作用，

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投资， 地方政府应注意理

性规划， 发挥市场在城镇化

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重视公共服务

推进新型城镇化离不开

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公开

资料显示在已出台及正在研

究制定的城镇化规划中，大

都涉及基础设施、 保障性住

房等内容。

以青海省今年

5

月完成的

城镇化发展规划送审稿为例，

“十二五” 期间青海计划基本

形成

1

个中心城市、

3

个次中心

城市、

3

个一般城市、

37

个重点

城镇、

60

个一般城镇以及其他

40

个建制镇组成的城镇体系。

力争到“十二五”末，建设城镇

保障性住房

30

万套，基本解决

城镇中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的住房问题。

山东省今年

3

月提出，要

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

健全城市群协调推进机制，促

进城镇集约化、 网络化发展。

对大城市地区，以中心城为核

心，依托快速交通走廊和产业

园区，建设若干新城区和新市

镇，促进郊区城市化，完善城

市公共服务功能。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部分

省市的城镇化涉及到户籍制

度改革。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

据中心

10

月发布的有关中国

城镇化调查报告显示，中国非

农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比例为

27.6%

，

20

年内农转非

比例增长了

7.7

个百分点。 该

报告指出，户籍制度一直以来

都是束缚农民流动、阻碍城镇

落户的制度性壁垒。

针对户籍壁垒， 四川省

今年

5

月出台的《四川省加快

推进新型城镇化重点工作实

施方案》中提出，除成都外的

大中小城市、 小城镇将全面

放开落户条件， 以推动城镇

农民工公共服务均等化。

除此以外， 广东省今年

3

月公布的广东省城镇化发展

“十二五”规划提出，将深化户

籍制度改革。逐步降低城镇在

就业、教育、社保等方面的准

入门槛。全面实施异地务工人

员入户城镇积分制，加快异地

务工人员入户城镇配套制度

改革。 据统计，目前广东户籍

的外来人口约有

2000

万人，且

主要集中在珠三角。与有户籍

的本地居民以及城中村居民

转为城镇户籍的人群相比，三

类人群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

有很大不同。

建议产业先行

城镇化建设需要大量的

资金支持。 自今年

3

月以来，

国家开发银行已先后与安

徽、深圳、四川等十多省市签

订了合作备忘录或协议，关

注点均为城镇化。

根据国开行与安徽省签

订的 《综合推进安徽省新型

城镇化建设试点合作备忘

录》（

2013-2015

年） 显示，双

方将在安徽省

9

市

+23

县启动

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 安徽

将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 开发园区产城一体

化、现代农业、保障性住房、

土地整治和土地储备等领域

与国开行进行合作。

在已出台的部分省市城

镇化规划中，多地提出了清晰

的发展目标和步骤。

21

世纪城

镇化研究中心主任袁一泓在

“

2013

中国新型城镇化案例研

讨论坛”上指出，城镇化过程

中如果政府介入过多，手伸的

过长就容易造成目标难以达

成。 政府的规划如果不理性，

加之社会资本、开发商盲目投

资， 城镇化建设则可能走向

“空城”和“死城”。 袁一泓认

为， 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可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政府从政

绩驱动的角度将项目盲目做

得过快过大。

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

张宏伟则认为，在新型城镇

化过程中，建立城乡统一建

设用地市场的背景下，首先

要产业先行，在产业发展基

础上， 再逐步推进产业新

城，从而实现城镇化。 产业

新城的发展过程就是高端

要素的集聚过程，需要投入

资金、高端规划、科学招商，

进而实现了工业化与城市

化的快速推进。 产业新城建

设的成功要求开发主体以

专业化开发能力作为保障，

从而实现前瞻性规划、高水

平开发、持续性发展。

市场化手段挑大梁

专家认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应

当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发

挥作用， 依然要遵循市场规律，只

有这样，才能顺利破解在新型城镇

化过程中碰到的难题。

前述基层官员表示，不应用静态

思维来看待城镇化。如果当地经济发

展了，很多外来人口会就地实现城镇

化，而不用流向其他地区；另外，随着

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产业进一步转

型升级，东部城镇就会有能力让更多

的外来人口实现更多的价值。

乔润令表示， 如果让更多的资

源由市场来配置， 而政府只是管好

基础性的公共服务， 将来城镇化的

成本就会大幅下降。实际上，城镇化

的成本不应完全由政府来承担，市

场其他主体也应当承担应有责任。

对于当前一些大城市出现的

空气污染、 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乔

润令表示，此前中国城镇化的人口

主要流向了东南沿海和大城市、超

大城市， 恰恰没有进入小城镇，特

别是没有进入到中西部的中小城

市，原因是东海沿海大城市就业岗

位多、收入相对高、公共服务水平

高。 要解决城市病问题，应该把相

应的公共资源更多投向中小城市，

引导市场把资金投向中小城市，人

口跟着资金回到中小城市。

肖金成建议，应当将大城市的

功能向外疏解， 尤其是产业和企

业。转移不了的原因是大城市在挽

留它， 虽然个人生活成本很高，但

是企业的生产成本很低，企业不愿

意走，人口就难以转移。 未来在税

收上应该有所调整，市中心的土地

使用税和郊区土地的使用税要有

差别，这样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才

能协调发展。

户籍 土地 财税

三大改革为新型城镇化引入“活水”

□

本报记者 顾鑫

市场预期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将于近期召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渐渐明晰。业内人士认为，当前

推进新型城镇化受到土地、公共服务等方面成本难题掣肘，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推进相关配套改革。 如果体制

机制不变，新型城镇化将难以落到实处。要真正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就必然涉及户籍、土地、财税等三大领域改

革。 而三大领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将从供给层面提升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城镇化对于经济的影响已不能简单理解为需求拉动。

改革需整体推进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意

味着农村人口转为市民， 关键在

于户籍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

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 有序

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 合理确

定大城市落户条件， 严格控制特

大城市人口规模。

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

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认为，让农民转

户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 “原来农

民转城市户口的条件规定得很苛

刻，现在想放开，尤其让中小城市

放开， 就发现农民的积极性不高。

农民问 ‘你让我进来， 有什么福

利？ ’原来城市户口附加了很多福

利，现在福利已经不多了，而且农

村户口的福利在不断提高。 ”

在肖金成看来，城乡二元户籍已

经没有存在的价值。当前的问题不是

放开户口管制，而是取消城乡二元户

籍。 “我是你的市民，我给你做了很大

贡献，你难道不应该给我提供公共服

务吗？ 不应该给城市居民福利吗？ ”

专家认为， 为了实现公共服务

均等化，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

必须有其他改革相配套。 财税体制

改革方面，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

出，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

制度，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

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发展中心

副主任乔润令认为，如果财税体制不

改、 地方政府不能摆脱土地财政，新

型城镇化的推进就会面临障碍。 “改

革对于中国的城镇化至关重要。 ”

乔润令还强调了土地制度改

革的重要性。“根据我们的研究，现

在农民分四类，一类是根本不愿意

进城的农民，比如说北京郊区的农

民，宁波的农民，他们觉得城市户

籍含金量不行； 第二部分人想进

城，分享城市高的收入、好的教育

资源，同时不想失去农村的土地权

益；第三部分是已经在城市里头工

作、生活、携家带口若干年的人，这

都是要进城的， 大概有三千多万；

还有一部分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

的未来、他们的婚姻、他们的收入

都是和城市联系在一起，他们不愿

意回农村，不愿意干农活，甚至不

认同农民工的身份。 ”

乔润令认为，如果土地制度创

新得好，土地、宅基地的流转能够

带来相应收入，第二部分农民就会

选择在城里买房和定居。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前三季度净利润（万元） 净利润同比增长率（％） 全年业绩预告摘要

６０１６３６

旗滨集团

３０９６２．１０ １６８．９１

增长

９０％

左右

６００８０１

华新水泥

５５８１３．２１ １３０．７９

增长

５０％

左右

００２４５７

青龙管业

７７１５．９０ ３．９９

净利润增长

１０％－５０％

００２２０５

国统股份

２４６０．２８ ４２５．０７

净利润增长

２１０％－２６０％

００２２７１

东方雨虹

２３２００．６８ ９７．９９

净利润增长

８０％－１００％

００２２３３

塔牌集团

１８３８４．１３ ４８．９３

净利润增长

４０％－９０％

６０１１１８

海南橡胶

１６１３９．３０ －２７．２６

有所下滑

００２５５６

辉隆股份

６７０３．７６ －８．０５

净利润增长

－２０％

至

１０％

００２６７９

福建金森

２５８６．１６ －１１．３６

净利润下降

７．５９％－１８．４７％

３００２１３

佳讯飞鸿

２５９８．８５ １０９．５７

增长

７０％

以上

６００５９２

龙溪股份

３６８４．８５ －５８．２６

下降

５０％－６０％

６０１００２

晋亿实业

４５８０．３２ １７５．２２

扭亏为盈

００２４２１

达实智能

５３２９．１７ ２２．６７

净利润增长

０％－３０％

００２２９６

辉煌科技

１４２５．７８ １７３４．６７

净利润增长

１７５．６９％－３４１．１％

部分受益城镇化公司业绩情况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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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表：于萍

CFP图片 合成/尹建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５

证券简称：芜湖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１

债券简称：

１２

芜湖港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２３５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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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接到控股

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申请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停牌的通知》，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在筹划关于本公司的相关重

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造成公司

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起停牌。

本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 并拟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

５

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４

证券简称：实达集团 编号：第

２０１３－０３０

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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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经与有关各方论

证和协商，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起连续停牌。

目前，公司正在和有关各方对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研究论证，并聘请

中介机构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审计、 评估等相关各项工作。 根

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每周

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直至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确定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公告后复牌。

该事项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５

证券简称：南京熊猫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６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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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接到公司股东南京瑞森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本公司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售流通股，解除限售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本的

５．５８％

）关于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质押的通知，

现公告如下：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售流

通股质押给中国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公告日，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本公司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售

流通股， 被质押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５．５８％

，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特此公告。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４日

●

报备文件：

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６０

证券简称：渤海活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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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对山东滨州

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请进行

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