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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联交所年交易规模突破900亿元

□本报记者 周渝

2013

年重庆联交所交易规模再翻一番，突

破

900

亿元，“十二五” 打造千亿级产权交易机

构的目标有望提前实现。

2013

年重庆联交所在做好国有产权交易

业务的同时， 全力推进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

异地诉讼业务、服务全社会资产交易。 重庆联

交所全年完成产权交易项目

6000

宗，同比增长

46%

；实现交易额

900

亿元，同比增长

98%

，交

易规模稳居中西部之首，仅次于北京、上海。其

中央企业务交易额达到

140

亿元。

重庆联交所已与

17

个主城外的区县政府

签订合作协议，与

20

个区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建立业务合作关系，并在土地出让、政府特许

经营权方面实现了突破。

2013

年区县创新业务

378

亿元，是传统业务的

10

多倍，其中通过重庆

联交所网上竞价出让土地

320

宗，交易额

370

亿

元，商业用地出让溢价率比传统拍卖提高

10

个

百分点，河道采砂权、观光车经营权、游泳池经

营权、农业产业化项目承包经营权等特许经营

权纷纷进场。

重庆“诉讼资产网”升格为“人民法院诉讼

资产网”以来，全国法院司法拍卖交易公告已

全部通过该网发布，累计挂牌

4547

亿元。 其中

陕西、山西、云南、湖南、福建、宁夏、内蒙、河

北、辽宁、深圳、长春等

12

省区市已开展网上交

易试点，交易金额

120

多亿元。

重庆联交所电子商务建设和金融服务创

新取得较大进展，“联付通”已承接了重庆联交

所所有诉讼业务和非诉讼业务的保证金、价款

结算工作，结算资金量超过

350

亿元。

传统和创新业务齐头并进

北交所年成交额首次突破万亿元

□本报记者 钟志敏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北京产权交易所获

悉，2013年北交所共完成各类产权交易项目

31872项，同比增长28.02%；成交金额10195.8

亿元，同比增长8.52%，年度交易规模首次突

破万亿元。

自2004年2月合并重组以来，十年间北交

所累计完成交易额3万多亿元，年交易规模扩

张40多倍。 北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

发挥交易所的平台作用， 拓展市场化服务范

围，推动资源优化配置。

传统业务亮点频现

2013年， 在国企改制进场交易这块 “蛋

糕” 日渐缩小的大环境下，北交所仍实现企业

国有产权交易成交额631.49亿元， 同比增长

14.09%。2013年，企业国有产权挂牌项目竞价

率达到21.38%， 企业产股权资源得到优化配

置。 “作为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重要平台，北

交所特别注重项目公允价格的发现。 ” 北交所

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记者。

从产业上看，去年第一产业成交金额9.38

亿元，第二产业成交281.17亿元，第三产业成

交 340.94亿元， 成交额分别占比 1.49% 、

44.52%和53.99%。 其中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

三产业占比过半， 这与中国目前总体产业结

构大体一致， 体现出近年来现代服务业快速

发展和并购活跃的态势。 房地产业、商务服务

业、汽车制造业、电力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居成交金额前五位， 分别成交

124.91亿元、71.36亿元、52.04亿元、42.83亿元

和40.38亿元。 “交易数据反映出全国产业结

构调整的趋势，活跃行业凸显了市场热点。 ”

北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外，北交所成为了上市公司、专业金融机

构开展并购重组的重要平台。2013年，共计有12

家上市公司受让项目13项， 成交金额15.1亿元，

涉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电力工业和房地

产业。 其中5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受让项目6项，

受让金额4.2亿元；7家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受让项

目7项， 受让金额7.91亿元；6家PE机构受让6宗

项目，成交额7.78亿元，主要涉及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房地产业、商务服务业等行业。

依托庞大的交易规模，北交所对混合所有

制经济形成的贡献令人瞩目。 去年，北交所669

项企业国有产权挂牌项目中，民营企业、自然

人、 外资企业等非国有资本受让510项， 占到

76.23%；成交金额201.32亿元，占比59.53%。

国有企业实物资交易成为传统业务的一

大亮点。 2013年，北交所共完成各类实物资产

交易4825项， 成交金额57.76亿元， 同比增长

143.3%。 其中国有企业实物资产成交56.81亿

元，同比增长148.08%。

北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2012年2月， 北京

市国资委出台《关于加强企业实物资产转让管

理工作的通知》，成为全国率先开展国有企业实

物资产进场交易的省级地区。2013年12月，国务

院国资委发布《关于中央企业资产转让进场交

易有关事项的通知》，对央企实物资产进场交易

进行了规范。 过去两年间，北交所为实物资产进

场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准备工作， 预计2014年实

物资产进场有望延续2013年的火爆态势。

创新业务多项突破

2013年，北交所积极开展业务创新，并取

得多项突破。

推进全要素综合服务。 在做好企业国有产

权有序流转的同时， 北交所将服务延伸到企业

的投资、融资、流转和咨询等多个方面，搭建了

“全要素综合服务体系” ，全国铁路广告资源转

让、电影版权及收益权、焦化产能指标、发电指

标、房屋拆除权益等创新品种实现进场交易。

建立旅游资源交易平台。受北京市旅游委

委托，2013年9月，北交所推出“北京旅游资源

交易平台” ，主要提供旅游项目招商、旅游企

业融资、旅游企业股权交易、旅游实物资产交

易、旅游产品发布等服务。 该平台是在政府职

能转变过程中，由北交所提供的市场化服务又

一重要业务。 平台首批上线项目近70个，涉及

金额80亿元。 2014年1月，北京厂甸庙会摊位

承租权网络竞价在北交所举行， 最终11位竞

买人以网络竞价方式竞得17个摊位承租权。

诉讼资产全进场取得突破。2013年8月，北

京市高院出台 《关于部分法院涉民事执行资

产统一进入北京产权交易所进行司法拍卖的

规定（试行）》，市一中院、海淀法院、朝阳法院

和大兴法院诉讼资产率先进场处置，标志着北

交所该项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截至2013年底，

北交所共接收涉及69个案件96个拍卖标的，已

发布拍卖公告44个，涉及拍卖标的75个，成交

总金额22.36亿元。 在司法机关转变职能过程

中，北交所的市场化服务再次得到认可。

2013年， 北交所投资设立的各专业平台商

业模式逐步成熟，平台运行平稳，形成了传统优

势业务与市场创新业务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

北京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开市。2013年

11月，北京环交所承担的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

正式开市，截至去年12月底，共成交18笔，总成

交量4.38万吨，成交额219.12万元；北油所推出

“加油储值卡” 业务。2013年10月，北油所联合

中国银行联合发行“长城北京石油交易所联名

卡” ， 此卡可在北油所合作加油站享受打折优

惠。 这是北交所在推动大宗商品价格的市场化

形成方面的初步探索；截至2013年底，北矿所

“中国铁矿石现货交易平台”累计完成交易量

2000万吨， 占同期全球铁矿石现货交易量的

10%以上，初步具备了全球定价影响力。北矿所

推出的铁矿石现货交易基准价获得权威机构

认可；中技所“专利技术投资价值评价指标体

系” 成功推广。 该体系能够实现对企业专利技

术进行全方位的价值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知识产权评估难、作价难的难题，得到国家

知识产权局的高度认可和推广。 2013年，中技

所对京东方集团、中国电信等开展核心专利价

值评估分析，并逐步向全国拓展。

提升金融服务功能

10年间， 北交所交易规模从最初的214亿

元， 上升到2013年突破万亿元， 十年增长近50

倍，累计总成交规模突破3万亿元。北交所相关负

责人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主要

得益于两个方面： 一是各类国有资产进场公开、

透明处置；二是要素资源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随着产权交易机构传统业务的逐渐萎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给整个

产权市场带来新的机遇。 上述负责人告诉记

者，“原来国企改革对于产权市场而言重点在

于剥离辅业资产、处置低效资产等，让国企轻

装上阵。 新一轮国企改革，是让国有企业以市

场主体地位经营企业，是国资监管部门对国有

企业的管理从实物形态管理到价值形态管理

的转变， 这对产权市场来说是机遇也有挑战。

机遇在于产权市场有深度参与国企改革的机

会，挑战在于产权市场应当增强组合民间资本

参与国企改制重组的能力，产权市场需要进一

步提升和发挥平台功能。 ”

对于今后的发展规划， 上述负责人表示，

北交所将立足于“首都要素市场重要建设者和

运营者” 的基本定位，进一步发挥交易所的平

台作用，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供综合性服

务；抓住政府职能转变的契机，拓展市场化服

务的范围； 推动大宗商品价格的市场化形成；

推动技术、环保、文化等领域的资源优化配置。

五矿营口65.31%股权3.2亿元挂牌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北京产权交易所获悉，

五矿矿业（营口）有限公司65.31%股权日前以

3.2亿元价格挂牌转让，其中五矿邯邢矿业有限

公司转让48.98%股权，五矿营口中板有限责任

公司转让16.33%股权。 由于另一股东辽宁省第

五地质大队表示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业内

认为其成为接盘方的可能性较大。

二股东或接盘

五矿营口主营矿产品的加工和销售，是一家

中型控股企业。 股权结构方面，五矿邯邢矿业有

限公司持有48.98%股权，五矿营口中板有限责任

公司和辽宁省第五地质大队持有另外16.33%和

34.69%股权。 其中，前两者合计持有65.31%的股

权拟通过本次挂牌转让，退出五矿营口。 辽宁省

第五地质大队表示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或成

为接盘方，从而全资控股五矿营口。

挂牌信息提示，本次股权交易对五矿矿业

（营口）有限公司的正常经营无实质性影响，不

涉及标的企业的债权/债务及职工安置问题。业

内有分析认为， 这或许暗示辽宁省第五地质大

队成为接盘方的可能性很大。

五矿营口成立于4年前。 根据公开资料，

2010年3月，邯邢冶金矿山管理局、五矿营口中

板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省第五地质大队在辽宁

省营口市签订了合作开发辽宁营口赵平房铁矿

协议，并决定三方将在营口组建五矿矿业（营

口）有限公司。当时分析认为，辽宁省第五地质

大队与大企业联合开发矿产资源， 将使五队在

可持续发展上迈出坚实一步。

按照成立时规划， 三方决定两年内建成现

代化的矿山企业。 预计每年不低于200万吨的

采选规模，生产铁精粉约100万吨，协议开采年

限20年。 所生产的铁精粉按市场价格全部出售

给五矿营口中板有限责任公司。

从最新公布的财务指标看， 五矿营口经营

并不理想。公司2012年营收为0，净利润亏损64

万元；2013年仍然没有营业收入， 净利润亏损

额扩大到355万元。

以2013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标的公

司净资产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分别为4.7亿元

和4.8亿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3.1亿元。 本

次挂牌价格较此稍有上调。

五矿发展牵涉其中

转让方解释说， 标的企业章程约定公司投

资总额约10亿元，其中五矿邯邢矿业有限公司

出资6亿元，占投资总额的60%；五矿营口中板

有限责任公司出资2亿元， 占投资总额的20%；

辽宁省第五地质大队出资2亿元， 占投资总额

的20%。 标的企业股东按上述持股比例行使或

享有表决权、分红权等股东权利。

但公司实际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为49000

万元， 其中五矿邯邢矿业有限公司出资24000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49.98%；五矿营口中板有

限责任公司出资8000万元， 占投资总额的

16.33%；辽宁省第五地质大队出资17000万元，

占投资总额的34.69%。 经现有股东会决定，意

向受让方如成为标的企业股东后， 按持股比例

行使或享有表决权、分红权等股东权利，按持股

比例承担相应义务。

同时转让方规定， 意向受让方需书面承诺其

自身具有建设和运营矿山的能力，且成为标的企业

股东后保证标的企业探矿权不灭失，并配合标的企

业在一年内将探矿权转为采矿权。 同时，意向受让

方需书面承诺，标的企业探矿权转采矿权手续完成

后，标的企业名称不应再带有“五矿”字样。

值得注意的是， 本次两大转让方均与A股

上市公司五矿发展有密切关联。

其中， 五矿营口中板有限责任公司为五矿

发展全资子公司。 而五矿邯邢矿业有限公司距

离成为五矿发展全资子公司也不遥远。 五矿发

展此前公告， 拟向控股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五矿股份持有的五

矿邯邢矿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和鲁中矿业有

限公司100%股权，同时进行配套融资。 邯邢矿

业和鲁中矿业为五矿股份旗下两家国内最大的

独立铁矿企业。

上海曹安菜篮子出清两公司股权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上海龙吴果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和上海

龙吴果蔬批发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日前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

牌转让， 挂牌价格分别为 6559.43万元和

3392.23万元。 转让方要求两家公司捆绑转让。

捆绑转让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信息显示，上海

龙吴果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500万元，经营

范围包括批发兼零售预报装食品、销售食用农

产品、花卉、苗木等。 目前其股权结构为上海曹

安菜篮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92%， 上海曹安菜

篮子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持股8%。

上海龙吴果蔬批发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主要为市场内果蔬

商品经营者提供市场管理服务和停车服务。 其

股权结构为上海曹安菜篮子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68.72%，上海新长征国际贸易业有限公司持

股9.64%，上海兴隆实业有限公司持股8.32%，

康祖建持股13.32%。

挂牌信息来看， 此次转让的两家公司控股

股东均为上海曹安菜篮子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

方要求，两个标的公司须捆绑转让。 对于受让条

件，转让方指出，意向受让方须为依法成立且有

效续存的企业法人； 意向受让方须具有良好的

财务状况、商业信用和支付能力。 本项目不接受

联合受让或信托、委托等方式进行交易及受让。

经营情况尚佳

两标的公司近年来经营情况尚佳。 主要财

务指标方面， 龙吴果品2011年实现营业收入

4529.57万元， 净利润272.78万元；2012年实现

营业收入8674.97万元， 净利润551.85万元；

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746.11万元， 净利润

368.39万元。 以2013年7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资产总计账面值为3508.72万元，净资产账面值

为2686.17万元，评估值为5340.83万元。

上海龙吴果蔬批发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2011年实现营业收入804.30万元，净利润

482.12万元；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992.60万元，

净利润516.80万元； 截至2013年12月1日实现

营业收入1083.06万元，净利润500.44万元。 以

2013年7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资产总计账面

值为1635.39万元， 净资产账面值为175.36万

元，评估值为2762.03万元，溢价高达14.75倍。

根据评估报告，本次评估对象“固定资产———

房屋建筑物”系龙吴果品自建房屋，未办理产权证

及报建手续，建筑物所占用的土地使用权系由龙吴

果品租赁取得，租期20年（至2020年7月14日），租

赁合同未对承租方自建建筑物作特别约定。

四川锦弘

拟转让四川旅游7.77%股权

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信息显示， 四川旅

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7.77%股权日前挂牌转

让，挂牌价格为22923.54万元。

四川旅游注册资本为15515万元。 四川发展

（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持股62.11%为第一大股

东， 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持股

20.04%， 四川蜀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10.08%，四

川省锦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7.77%。 此次转让方

为四川锦弘，其他股东表示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四川旅游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71555.56万

元，净利润亏损984.2万元；2013年前9个月实现营

业收入94452.42万元，净利润2027.4万元。 以2012

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资产总计账面值为

84628.87万元，评估值为269119.57万元；净资产账

面值为84045.69万元，评估值为268536.39万元。

挂牌公告指出，四川旅游拟在近期实施增资扩

股，意向受让方需认可该增资扩股行为。（李香才）

重庆四维卫浴退出重庆超思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重庆四

维卫浴（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重庆超思信息材

料有限公司94.79%股权日前挂牌转让，挂牌价格

为5927.39万元。

重庆超思信息材料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生

产、销售磁粉及其制品等，重庆四维卫浴（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94.79%，为第一大股东，重庆创丰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5.21%。

重庆超思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12992.11万元，

净利润2920.62万元；2013年前11个月实现营业收

入5265.52万元，净利润亏损506.40万元。 以2013年

1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资产总计账面值为8128.89

万元， 评估值为8439.39万元； 净资产账面值为

5930.31万元，评估值为6253.18万元。（李香才）

广源水电

降价170万元再度挂牌

记者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获悉， 资源县广

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及8136.66万元债

权日前挂牌转让，挂牌价格为9007万元。 本项目

为第三次挂牌，原挂牌价格为9178.12万元。

资源县广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小型的

水力发电企业。 国电广西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85%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自然人福澳斯特和蒋

维龙分别持有7.5%股权。

截至2013年8月31日， 广源水电营业收入72

万元，净利润亏损22万元。以2013年7月31日为评

估基准日， 公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分

别为760万元和867万元。

本项目中8136.66万元债权系标的公司的全部债

务。国电广西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承诺收到全部交易价款

后，偿还广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负债。（王小伟）

大唐烟台电力

拟退出两新能源公司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获

悉，大唐格尔木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100%股权及

大唐刚察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日前

分别以9730.95万元和207万元的价格联合挂牌

转让， 转让方均为大唐山东烟台电力开发有限公

司。 由于是打包转让，接盘方耗资将接近亿元。

“平价” 挂牌

大唐烟台电力本次挂牌的两个项目均位于青

海省，且成立时间都不长。 其中，格尔木太阳能成

立于2011年，注册资本为9700万元，已接近本次

挂牌价格。公开资料显示，公司从事太阳能光伏电

站的建设、经营和开发投资，但是公司职工人数仅

为1人。 大唐刚察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则成立

于2012年，是一家小型风力发电企业。

两家公司的财务指标均较为平淡。 2012年格

尔木太阳能实现营业收入2710万元， 净利润933

万元；2013年前11个月，营业收入增至3741万元，

净利润却亏损44万元。

刚察风电2012和2013年的营业收入、营业利

润及净利润均显示“业务无法提供” ，截至2013

年11月30日，公司所有者权益仅为200万元。

两家公司的挂牌价格均与评估价值完全一

致。以2013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格尔木太阳

能净资产账面价值为8652万元，评估价值9731万

元； 刚察风电净资产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则分别

为200万元和207万元。

打包转让

本次挂牌的两个项目为联合转让。这意味着，

意向受让方的接盘价格近1亿元。

在格尔木太阳能项目的挂牌信息中，大唐烟台电

力提示，截至2013年3月31日，标的公司共向国家开

发银行贷款44500万元；此外，大唐格尔木光伏发电

一期、二期项目占用土地为国有划拨用地，一期已办

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二期土地使用权证尚在办理。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大唐烟台电力公司官网看

到，大唐格尔木二期并网光伏电站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审查会日前在西宁召开，公司项目获得

顺利验收通过。 这也就意味着，公司该项目下一步

将转入商业运营，为大唐烟台电力贡献利润在即。

转让方规定，意向受让方或其母公司须为在中

国境内依法注册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且注册资

本须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 且受让方或其母公司须

具备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的相关经验。 此外，在格尔

木太阳能项目中，意向受让方还应书面承诺受让成

功后继续维持标的企业与现有职工的法律关系不

变，而对刚察风电项目，则没有此项要求。（王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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