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电气集团

转让华安基金20%股权

□本报记者 于萍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信息显示，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股权正在

挂牌交易，挂牌价格为6亿元。 此次转

让方为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转让

完成后将不再持有华安基金股权。

上海电气集团抛售股权

财报显示，2012年标的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8.79亿元， 净利润1.92亿元。

截至2013年11月， 标的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8.39亿元，净利润2.03亿元。 公司

资产总计16.25亿元， 负债总计2.24亿

元，所有者权益为14.02亿元。 经评估

后，公司净资产为30亿元。

此次转让方为上海电气 （集团）

总公司， 转让完成后将不再持有华安

基金公司股权。上海电气（集团）总公

司为上市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上海电气57.8%

股权。

此次转让要求， 意向受让方或其

控股股东（持股50%以上）应为在境

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金融机构。

意向受让方或其控股股东 （持股50%

以上） 的注册资本不低于30亿元，意

向受让方须持续经营3个以上完整的

会计年度，最近3年在金融监管、税务、

工商等行政机关，以及自律管理、商业

银行等机构无不良记录。 项目不接受

联合受让主体。

资料显示，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于1998年6月设

立，是国内首批基金管理公司之一，注

册资本1.5亿元，公司总部设在上海陆

家嘴金融贸易区。 目前的股东为国泰

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电

气（集团）总公司、上海工业投资（集

团） 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各持有20%股权。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 截至2013年

12月31日， 华安基金共有47只公募基

金。 公募基金管理规模达到838.62亿

元，稳居行业前10名。

开启资源整合

作为国内首批基金管理公司之

一， 华安基金在成立后经历了人事调

整、股权重组等一系列变动。业内人士

认为，上海国资改革进入新阶段，具有

上海国资背景的华安基金股权转让也

将体现国资改革的新思路。

在正式发布“国企国资改革二十

条”之后，上海市国资改革的路径与目

标相继“浮出水面” 。 据了解，上海计

划逐步建立统一的国资流转平台，并

打造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公众公

司。

从目前来看， 上海金融国资改革

已迈出步伐。 今年2月，保监会正式批

复上海大众保险股权变更事宜， 上海

国资将持有的39%股权转让给美国史

带公司， 史带公司持股比例增加到

59%。 业内预计，余下的部分国资背景

中小股东也将陆续在产权交易所挂牌

出让股份。 大众保险从市属金融国资

企业“变身” 外资控股金融企业，标志

着上海金融国资改革的突破。

业内人士指出， 上海金融国资已

涵盖银行、券商、保险、信托等众多业

务领域。 近几年，上海金融国资改革一

直不断推进， 地方金融国资更需要把

握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重大机

遇，进行资源整合和业务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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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价格合计逾1.4亿元

航天机电拟打包转让两光伏电站

□本报记者 郭力方

国内光伏电站开发商龙头之一航

天机电近日在上海产权交易所挂牌转

让旗下宁夏中卫太科及刚察太科两个

光伏电站项目100%股权。 公司要求，

受让方须同时受让两个电站项目，转

让价格合计达1.4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航天机电在

近4个月时间里第二次公开挂牌转让

该两个电站项目。 业内分析人士对此

指出，在政策利好背景下，过去两年国

内光伏电站建设升温， 目前众多EPC

项目开始进入建成后集中转让阶段。

而市场对于大批电站可能遭遇 “建设

易，转让难” 的担忧不绝于耳，此番作

为电站龙头的航天机电两度叫卖转让

旗下电站， 或许是间接地印证了这种

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近4个月两度“叫卖”

航天机电是目前国内光伏电站开

发领域的主力军之一。 根据最新的市

场研报数据， 公司目前持有的光伏电

站EPC项目总量超过600MW，在国内

电站开发商排名位居第二。

按照航天机电去年11月公告的上

述两个宁夏光伏电站挂牌转让信息，

如果两个项目成功以挂牌价格转让，

可为公司实现税前投资收益2200万

元。 这一收益水平相当于航天机电不

久前公布的2013年业绩快报中全年净

利润1.41亿元的15%。

据了解， 航天机电拟转让的上述

两个电站中， 中卫太科一期10MW项

目已于2013年10月并网发电， 二期

20MW项目已于2013年8月获得项目

核准， 此前预计2013年底实现并网发

电。 而刚察太科一期10MW项目也已

于2013年10月并网发电，二期10MW

项目已于2013年4月获得项目核准，当

时预计2013年底实现并网发电。

电站建设及并网预期顺利，且业

绩贡献可观。 对于受让方，条件较为

苛刻。 根据上海产权交易所近期发布

的第二次转让公告，转让方航天机电

要求，受让方必须同时受让两个电站

项目的100%股权， 总受让价格根据

第三方评估对应值为1.4亿元。不仅如

此，航天机电还要求受让方需清偿两

个标的项目共计不低于4.68亿元的债

务。 这一债务数字是转让价格的逾3

倍之多。

对于受让方设置的这一额外条

件，航天机电曾在公告中解释称，由于

公司设置债务清偿条件， 可确保产业

链相关公司按期收回项目的工程款。

“开发易 转让难”渐显

一位业内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分析，对于光伏行业全产业链来说，下

游电站开发环节的内部投资收益率可

达10%以上的水平， 相较于上游硅片

及电池组件的生产销售高出不少，这

也是前两年电站开发受光伏企业青睐

的主要原因。 但对于光伏电站运营来

说， 尽管目前全国范围内的电价补贴

政策明确，但受制于并网难，特别是西

部一些电网覆盖薄弱的偏远省份并网

更不易， 直接影响了电站运营商的投

资回报预期。

“一些电站项目均宣布成功并

网发电，这并不足以支撑电站长期持

续稳定产生发电量。电站即使并网后

也可能因为不稳定性等因素而发电

出力受限” ，该人士说，这也决定了

大批光伏电站项目在开发建成后，由

于电站运营商的顾虑，而未能实现如

期转让。

国内一家大型券商机构分析师也

对记者表示，对于电站开发商来说，以

最快速度获得项目核准“路条” ，并顺

利实现并网，然后及时脱手套现，是最

现实的考虑。但理论上，当年建成的电

站必须在当年内实现并网并转让，才

可算是成功的交易。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披露的数据，

2011年和2012年，国内完工的光伏电

站项目共计近4000兆瓦， 但成功售出

的不足1000兆瓦， 绝大多数光伏电站

仍在苦等买主。

长安汽车集团拟抛售合肥长安

□本报记者 王小伟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信息显

示，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100%股权

日前以43998万元的价格挂牌出让，出

让方为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有分析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 由于国有资产转让受到的限制条

件相对较多， 且长安汽车集团在挂牌

信息中明确声明并未放弃行使优先购

买权， 因此A股上市公司长安汽车或

成为该项目的接盘方。

去年巨亏超亿元

挂牌资料显示， 合肥长安成立于

2007年， 注册资本为7.7亿元人民币，

主要负责长安品牌系列轿车等乘用车

和轻型货车等商用车的设计、制造、产

品销售以及售后服务。

中国长安集团相关人士向记者透

露，公司是于2010年入驻合肥，然而合

肥长安成立4年来经营不算特别理想，

2012年实现净利为4397万元，2013年

在全国汽车产销出现较大幅度增长的

背景下反而逆势亏损1.57亿元。 分析

人士认为，正是由于业绩不给力，合肥

长安遭到了长安汽车集团的“抛售” 。

资产评估情况显示，以2013年10

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合肥长安净资

产账面价值为39904万元，评估价值为

43998万元，这也是此次的挂牌价格。

长安汽车或接盘

2010年6月，长安汽车集团与合肥

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公开

资料，当年10月12日，长安汽车集团合

肥基地项目开工奠基。 一年后的11月

28日， 第一辆合肥制造的长安汽车就

此诞生。

记者梳理长安汽车脉络发现，早

在2009年11月，中航汽车旗下的哈飞、

昌河等汽车资产就被长安汽车集团重

组，哈飞汽车、昌河汽车由此成为长安

集团麾下的两大子公司。

而根据相关规划， 长安汽车合肥

基地项目是长安汽车集团战略规划中

五大微车生产基地之一， 是中国长安

重要的自主品牌制造基地。 一期工程

建成后， 继续保留生产昌河福瑞达系

列微型车， 并导入中国长安自主研发

的优势车型。

业内人士透露说， 此前长安集团

的入驻，并没有使昌河汽车业绩腾飞。

后来江西省政府曾出面与长安汽车集

团沟通， 就昌河汽车独立发展达成一

致意见，直到2013年11月，北汽集团才

重组江西昌河汽车。如今，经营效益也

不算乐观的合肥长安汽车又开始遭到

长安汽车集团的抛售。

但本次接盘方或与上次江西昌河

汽车引入北汽集团不同。 有业内分析

认为， 由于长安汽车并未放弃行使优

先购买权， 本项目或由A股上市公司

重庆长安汽车接盘。“待公司董事会批

准后，接盘方将启动收购程序。 ”该人

士表示。

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应为内

资汽车整车企业，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

法存续15年以上，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

币10亿元。而且意向受让方信用等级需

要为AA级， 且2010-2012年3个完整

年度每年净资产收益率在6%以上。

泰州农业拟出让红旗种业33%股权

□本报记者 王小伟

江苏省产权交易所信息显示，江

苏红旗种业有限公司33%股权日前挂

牌转让，挂牌价格为5429万元。转让方

为公司大股东泰州现代农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红旗种业主要从事农作物种子的

批发零售业务。根据公开资料，红旗种

业在2013年同时获得种子行业的两张

“国家级经营许可牌照” ，成功跻身中

国种业第一方阵。

但公司毛利率低得可怜。 挂牌信

息显示， 红旗种业2013年主营业务收

入为15012万元， 实现净利润却仅为

343万元。 以2013年9月30日为评估基

准日，公司净资产评估价值为16454万

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5429万元，

与挂牌价格相当。

股权结构方面， 泰州现代农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占93.08%， 泰州市植

保植检站占0.88%， 贾东升占6.04%。

其中， 泰州现代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拟通过本次转让， 将持股比例下降

到60%左右。

转让方规定， 意向受让方应为

国内企业法人， 以农作物种业的生

产、销售或投资为主营业务，在种业

行业中具有优势明显的市场运作能

力和竞争实力， 具备足够的投资能

力，注册资本不低于15亿元。 此外，

还需要能够与江苏红旗种业有限公

司的主要投资人泰州现代农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形成互补优势， 在生

产经营上不与红旗种业形成相互竞

争关系。

钦州海博出租100%股权挂牌

□本报记者 钟志敏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信息显

示， 广西钦州海博出租汽车有限公

司100%股权拟以1209.67万元挂牌

转让。

广西钦州海博出租汽车有限公

司成立于2010年11月， 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 经营范围为出租汽车客

运，汽车租赁；汽车装饰装潢；汽车零

配件销售。上海海博出租汽车有限公

司持股95%，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

份有限公司持股5%。

公司近三年的业绩有所好转，但

净利润仍然处于亏损状态。财务数据

显示，公司2011年、2012年和2013年

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20.05万元、

456.09万元和548.98万元，净利润分

别为-116.9万元、-54.03万元和-37.

38万元。 以2013年10月31日为评估

基准日， 标的公司资产总计1842.86

万元，评估值为2250.1万元；净资产

为752.53万元， 评估值为1159.77万

元，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1159.77

万元。

公告显示， 截至评估基准日，标

的企业应付广西海博出租汽车有限

公司借款5298331.04元， 标的承诺

于2014年4月10日前无条件全额偿

还广西海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债务。

本次产权转让涉及的标的企业债权

债务由转让后的标的企业继续承继。

南京城建

拟清退华润交投10%股权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记者从江苏省产权交易所获悉，

华润交通设施投资（南京）有限公司

10%股权目前挂牌征集意向受让方，

挂牌价格为2660万元， 挂牌方为南

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华润交通设施投资（南京）有限

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建设以及

相关配套交通设施的建设等。 2013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0元，显示公

司所承担项目并未正式运营；净利润

为亏损410万元。

以2013年10月31日为评估基准

日，公司净资产为22633万元，本次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2263万元。

本次挂牌价格比评估价格高出约

400万元。

股权结构显示，城市交通设施发

展（香港）有限公司为标的公司控股

股东，持有90%股权；南京市城市建

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另外10%股权， 本次拟全部转让。

由于其他股东并未放弃优先购买权，

公司控股股东方面可能成为接盘方，

从而全资控股华润交通设施投资

（南京）有限公司。

本次转让方开出的接盘条件较

为简单，只要求意向受让方须为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企业法人，注册

资本不低于50万元， 且具有良好财

务状况和支付能力并具有良好的商

业信用。

绿地集团

抛售鹏达置业15%股权

□本报记者 于萍

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信

息，上海鹏达置业有限公司15%股权

正在挂牌转让，挂牌价格6500万元。

资料显示，上海鹏达置业有限

公司成立于2013年11月，注册资本

为1亿元。 股权结构显示，上海胜廉

实业有限公司持有85%股权，绿地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5%股权。

公司资产总计5.13亿元， 负债总计

4.13亿元，所有者权益为1亿元。 经

评估后，公司净资产为2.42亿元。此

次股权转让方为绿地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转让完成后不再持有标的

公司股权。 据了解，标的公司已于

2013年12月31日与上海澜伊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待建写字楼

租赁协议。

此次转让要求，意向受让方应为

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企业法

人，应具有良好商业信用，无不良经

营记录。意向受让方注册资本不低于

1亿元。 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主体。

意向受让方不得采用委托或信托等

方式参与受让。

中纺国际服装

拟退出汉东服装

□本报记者 钟志敏

北京产权交易所信息显示，中

纺国际服装有限公司拟以6750万元

挂牌转让中纺汉东（大厂）服装有

限公司100%股权及1944.407745万

元债权。 其中， 股权转让价格为

4805.59万元。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

元， 经营范围为生产和销售各种服

装、服饰等。 财务数据显示，2012年

标的公司营业收入为3144.26万元，

净利润为-636.52万元。 今年1月份

公司营业收入为248.67万元，净利润

为-49.43万元。 以2013年11月30日

为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资产总计为

4928.87万元， 评估值为6466.11万

元；净资产为2653.22万元，评估值为

4190.46万元。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

为6134.87万元。

万润新城

拟出清花鸟园40%股权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沈阳联合产

权交易所获悉，沈阳万润新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沈阳花鸟园健

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40%股权

日前挂牌转让， 挂牌价格为880万

元。 转让完成后，万润新城将退出沈

阳花鸟园公司。

沈阳花鸟园健康生态科技发

展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 注册资

本3000万元， 上海花鸟园生态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和沈阳万润新城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60%

和40%股权， 其中后者拟通过本

次转让， 出清全部持股。 本次挂

牌中， 管理层表示没有受让意

向， 其他股东也放弃了行使优先

购买权。

花鸟园2013年主营收入为0，表

明公司成立2年来无业务进展；去年

实现净利润为-27万元。以2013年11

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 花鸟园所有

者权益为2128万元， 本次转让标的

对应评估值为844万元，挂牌价格略

高于此评估价。

兰太实业

拟退出一污水处理公司

□本报记者 郭力方

北京产权交易所信息显示，阿拉

善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

司75%股权及2.34亿元债权正挂牌转

让，挂牌价格为2.55亿元，转让方为兰

太实业。 据市场人士分析，兰太实业

此次转让意在“瘦身”回归主业。

据公告，阿拉善经济开发区污水

处理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其

中兰太实业持75%股权，阿拉善经济

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占25%股权，经营范围为污水处

理及再生水回用处理。

截至去年年末，标的公司营业收

入为1454.34万元， 净利润为亏损

1150.1万元； 公司总资产为3.08亿

元，总负债2.8亿元。 以2013年7月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公司总资产评估值

为2.89亿元，转让标的对应的评估值

为2.55亿元。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兰太实业已

确立集盐和盐精细化工为一体的资

源开发主业，旗下的污水业务板块规

模较小，且盈利能力不足，本次转让

有利于公司收回非主业投资。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