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ina�Equity�Weekly

■ 责编：郭宏 电话：

010－63070383 E-mail:zbs@zzb.com.cn

■ 2015年1月19日 星期一

产权周刊

C

A14

排污权交易试点提速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各地政府部门了解

到， 各地推进排污权交易相关工作有加速

迹象，今年以来已有甘肃、重庆、吉林等地

政府出台相关文件， 推动排污权交易相关

工作。业内人士指出，多地在排污权交易试

点方面取得了一定经验， 但是依然存在交

易清淡、市场化程度不高、跨区域交易难等

诸多问题。

排污权交易提速

甘肃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开展排

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前期工作及试点工作

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今后将积极开展排

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前期工作，鼓励有条件

的市州率先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

点工作。 甘肃将制定和完善排污权有偿使用

和交易工作的政策法规及相关技术规范，建

立有效的排污权交易、排污权储备和调控机

制，积极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前期工

作，到2017年，在试点地区基本形成管理规

范、交易顺畅的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体系。

吉林省决定将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作

为试点指标，在全省范围内逐步开展排污权

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 到2017年年底前，将

基本形成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市场体系。

根据吉林省政府下发的《开展排污权有偿使

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2015年年

底前，将建立省、市、县三级污染物总量控制

目标体系。 同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资

源稀缺程度、消费价格指数、环境治理成本

等因素，合理确定试点指标基准价格，作为

排污权有偿使用的指导价格、排污权交易的

拍卖底价。 试点指标基准价格可根据排污权

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进展情况适度调

整。 2016年年底前，将完成试点指标基准价

格的确定工作。

重庆市2009年启动了排污权交易试点，

并于2011年获得财政部、环保部批准，成为

全国第八个、西部第一个排污权有偿使用和

交易的国家试点省市。 在此基础上，重庆近

期出台《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污水、废气、垃

圾）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实施方案》，确定全

市所有工业企业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今年

1月启动， 其他行业排污单位排污权有偿使

用和交易在条件成熟后实施。 重庆市还将组

建重庆资源与环境交易所， 作为专门的排污

权有偿使用交易平台。

试点取得一定效果

2007年以来， 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江

苏、浙江、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陕西、

内蒙古、天津等11个省（区、市）开展排污权

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 2014年8月，国务院印

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

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到2015年

底前试点地区全面完成现有排污单位排污权

核定，到2017年底基本建立排污权有偿使用

和交易制度。

据了解，这是我国排污权交易领域第

一个国家层面的法规性文件。 西南证券分

析师王恭哲认为，该意见的发布将有利于

发挥市场机制在环保和污染物减排中的

作用， 促进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减少，

为全面推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奠定基础。

各个试点省市自治区政府以及相关部

门在排污权交易方面出台了多个文件，内

容包括试点实施方案、交易管理办法、排污

指标申购、有偿使用收费标准、有偿收入管

理、排污权储备收储、电子竞价等。

各地排污权交易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官方数据， 截至

2014年底， 内蒙古全区共有407家企业购买

了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指标，总成交金额8527

万元。 截至2014年11月，重庆市已累计完成

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930次， 成交金额累

计达8988.827万元。2014年1-8月，河北省共

开展排污权交易720笔，出让金收入4060.41

万元。

山西省2010年获批成为国家排污权交

易的试点省份之一，山西省排污权交易中心

2012年投入运行。 山西省排污权交易中心已

初步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排污权交易政

策体系，开发建设了全省统一的排污权交易

电子平台。 截至2014年9月，山西排污权交易

累计成交780余宗，3年累计成交金额5.1亿

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山西省排污权交易中

心了解到，近期有多笔排污权交易成交，并有

多笔排污权依然在出让。

仍存在诸多问题

从交易所层面来看，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

北京环境交易所、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

津排放权交易所等多个一级环境交易所，另

外还有数家环境权益类交易所和专业性环境

交易所。

但是业内人士表示， 我国在排污权交

易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总体来看，效果并

不理想。 在一些地区，排污权交易的指标主

要是取缔关闭污染企业取得的污染物削减

量，真正由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污染治理腾

出的排污指标余量则很少， 所以交易规模

总体较小且市场化程度不高。 排污权交易

应当以市场化手段为主， 但是当前我国行

政干预色彩比较浓， 排污权交易难以真正

发挥作用。 另外，我国的污染物排放指标分

解到了各级政府， 而目前各试点省市政策

差异较大，试点地区交易基准价不一，跨区

域交易难以进行。

2014年12月，环保部召开排污权交易和

总量减排工作会议， 会议对下一步排污权交

易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细化完善初始排污

权核定，公平合理确定排污权。 会议要求，试

点地区要于2015年底前保质保量完成现有

排污单位排污权的初次核定， 环保部争取结

合“十三五” 减排规划的编制，制定电力、钢

铁、水泥、平板玻璃、造纸、印染等重点行业排

污权初始核定技术指南。

中国证券报记者还了解到， 财政部、

国家发改委正在分别就排污权有偿使用

管理和有偿使用定价、交易价格等起草相

关办法，以进一步规范各地试点工作。 国

家将建设全国统一的排污权交易管理平

台，跟踪、服务于各地试点工作。 此外，还

将推进跨省级排污权交易，充分利用各地

环境容量差异，优化环境资源配置。 省级

环保部门将建立辖区内排污权交易管理

系统，并与国家联网，市县交易在省级系

统下开展工作。

两家地产公司股权寻买家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获悉， 上海永宁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上

海汇誉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70%股权等房

地产项目正在挂牌转让。 永宁实业挂牌价格

较高，为5.9亿元。 为使项目转让顺利，转让方

提出接受联合体受让。

经营情况不理想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显示， 上海新

沙滩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永宁实业有限

公司100%股权正在挂牌转让，挂牌价格为5.9

亿元。 转让价中含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贷款3.5

亿元， 转让方在收到转让价款后立即归还该

笔贷款。

永宁实业成立于2011年9月，注册资本为

4500万元。 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建

筑、装饰施工及技术咨询；自有建筑工程机械

及设备租赁等。 从财务数据来看， 永宁实业

2012年以来未实现营业收入，2014年1-11月

净利润亏损2.59万元。新沙滩实业对意向受让

要求并不高，意向受让方应为依法设立并有效

存续的境内、外企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且项目接受联

合体受让。

上海中誉企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联

合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上海汇誉建设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70%股权， 挂牌价格为7637.46万

元。上海汇誉成立于2006年，注册资本为8000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咨询、

实业投资等。目前上海中誉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持股70%，为第一大股东；上海徐汇土地发展

有限公司持股30%。

上海汇誉2012年经营情况尚可， 实现

营业收入4612.7万元，净利润178.23万元；

2013年盈利开始走下坡路，2013年实现营

业收入140.53万元，净利润亏损30.1万元；

2014年1-11月实现营业收入290万元，净

利润亏损47.91万元。 以2014年6月30日为

评估基准日，资产总计账面值为124632.69

万元，评估值为127892.8万元；净资产账面

值为 8885.88万元 ， 评估值为 10910.65万

元。上海中誉要求，意向受让方应为依法设

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企业法人， 项目不接

受联合受让。

金嘉商务广场受关注

两公司旗下均有地产项目。 不过，挂牌公

告显示， 根据上海汇誉提供的房屋转让协议

书，上海汇誉位于大木桥路588号的商务楼已

出售，上海汇誉已开具所有发票，过户手续目

前正在办理中。

而金嘉商务广场项目有望为永宁实业加

分。 永宁实业核心资产为上海嘉定新城区

B19-1地块的金嘉商务广场项目。金嘉商务广

场总投资约为5.8亿元。2012年7月项目正式开

工建设，2013年年底结构封顶，2014年12月项

目竣工，每户可以直接接通燃气。

金嘉商务广场位于嘉定新城中心， 相邻

的商务楼宇销售价都在12000-13000元/平

方米。以此次转让价5.9亿元计算，折合11000

元/平方米。金嘉商务广场已经取得预售许可

证，地上部位建筑面积52896.96平方米，地下

部位建筑面积3918.60平方米。 预售证显示，

89弄2幢2号办公楼3612.22平方米共计140

套暂不对外销售。 预计2015年1月底能取得

房产证。

中新药业抛售华立达生物20%股权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业绩较为低迷的天津华立达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开打股权腾挪“游戏” 。 公司20%股权

1月15日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挂牌，挂牌价格

4000万元，出让方为A股上市公司中新药业。

根据挂牌信息，即将借壳登陆A股的未名医药

或将成为接盘方，从而进一步做大医药行业，

并巩固其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股东实力雄厚

华立达生物1992年成立， 是一家国有参

股的中型医药工业企业， 主要从事研究、开

发、 生产和销售基因工程生物制品及其中间

体、生化制品及其中间体、其他药品及其中间

体等业务。

公开资料显示， 华立达生物是我国率先

进入基因工程制药产业化领域的企业之一，

公司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有国内规模最

大的干扰素冻干粉针剂和预灌装玻璃注射器

装注射液生产线， 年生产干扰素能力超过

2000万支。 华立达的主要产品安福隆注射液

为公司自主研发产品， 攻克了蛋白质在水溶

液中不稳定的技术难题，填补了国内空白，并

且在国际上率先采用先进的预灌装注射器包

装形式。

公司股权结构非常简单， 未名生物医

药有限公司持有60%股权， 天津中新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剩余40%股权。 两

家股东的实力背景都非常雄厚。 其中，未

名医药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1998

年， 是北京大学和厦门市政府在生物医药

科技领域合作的结晶， 现为北大未名集团

六大产业中生物制药核心企业。 今年1月4

日， 万昌科技曾经发布公告称， 拟采用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未名集团、

深圳三道等20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未

名医药100%股权， 股权作价为29.352亿

元。这也就意味着，未名医药将借壳登陆A

股市场， 借助资本市场获得业务发展的新

动力。

二股东中新药业则早在2001年就已经登

陆A股，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天津市国资委。

中新药业曾在2014年半年报中披露， 华立达

生物是中新药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项目，也是中

新药业的联营企业。

未名医药或接盘

虽然相关产品领先，但华立达生物近

年来业绩却乏善可陈。 2013年华立达生物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4353万元和

-2095万元，2014年前10个月， 公司营业

收入和净利润则分别为552万元和-25万

元。 以2014年1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公

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1 .5亿元， 评估价

值为1 .9亿元。 本次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

为3999 .3万元，4000万元的挂牌价格较此

略高。

本次挂牌项目中，中新药业拟让出20%股

权，以降低持股比例。值得注意的是，原股东表

示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此外，公司管理层

也表示拟参与受让意向。

根据挂牌信息，本次股权的受让方或将

锁定为华立达生物的大股东未名医药。 根据

未名医药提出的拟受让国有产权申请，公司

现持有产权比例为60%，受让此笔国有产权

的目的和相关后续计划为“优化股权，做大

行业” 。

彩虹集团拟退出高卓立科技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厦门高卓立科技有限公司36.5%股权日

前以2719.359万元价格挂牌北京产权交易中

心， 出让方为公司并列大股东彩虹集团公司。

倘若项目成交，彩虹集团公司将全部退出对高

卓立科技的持股。

高卓立科技2006年成立， 是一家中型的

国有参股企业，主营液晶显示屏、液晶显示模

块、液晶显示应用产品及其他光电子产品的研

制、开发和生产加工。公司股权结构较为简单，

厦门火炬集团有限公司和彩虹集团公司分别

持股36.5%，香港安达液晶显示器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剩余27%的股权。

高卓立科技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分别为7396万元和264万元，2014年前9

月，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4924万元

和93万元。 以2013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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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76万元和8278万元。 本次转让标的对应

评估值为3021.5万元。 挂牌价格较评估价值

折价不少。

挂牌方提示说，标的企业原材料和产成

品存在部分报废的情况，报废的产成品属于

为保证产品良品率而超额生产的定制产品，

无法正常出售；报废的原材料均为定制产品

的专用材料，无法再生产其他产品，故对该

部分原材料和产成品本次评估为0。此外，截

至评估基准日， 标的企业有3辆车辆证载权

利人为厦门高卓立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为

标的企业合并厦门高卓立液晶显示器有限

公司所得，未进行过户变更，但属于标的企

业财产。

针对本次股权挂牌，原股东放弃行使优先

购买权，管理层也表示没有受让意向。 转让方

对接盘方的门槛设置较低，仅需为依法设立并

有效存续的境内企业法人，具有良好的财务状

况和支付能力即可。 此外，本项目不接收联合

受让，意向受让方不得采用匿名委托或信托方

式参与受让。

力神兴业

3%股权1500万元挂牌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天津力神兴业科技有限公司3.07%股权日前在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挂牌，挂牌价格为1500万元。 本

次股权出让方为动力电池龙头企业天津力神电池股

份有限公司。

力神兴业2008年成立，注册资本1.63亿元，是一

家大型的国有参股房地产企业。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

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高达

96.93%；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剩余的

3.07%股权。 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197万元，净

利润亏损2593万元；2014年前10个月， 公司营业收

入缩减为48万元，净利润亏损缩小到726万元。

以2014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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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亿元和2.7亿元。本

次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830.7万元。1500万元的挂

牌价格较评估价值溢价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转让方天津力神电池股份

有限公司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旗下主营锂电池生

产的高科技企业。倘若本次项目挂牌成交，天津力神

的此项房地产业务将剥离。 由于天津大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表示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力神兴业有望

迎来全新的二股东。

汉仪科印38%股权挂牌转让

□本报记者 李香才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北京汉仪科印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38.02%股权正在挂牌转让，挂牌

价格为2305.18万元。

汉仪科印成立于1993年， 注册资本为2806.46

万元， 经营范围包括生产数字化印刷字库和图文处

理新技术产品及其配套软、硬件设备等。目前北京科

印传媒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持股73.02%，为第一大股

东，其他股东均为自然人，持股比例均不高。 此次股

权转让方为科印传媒， 其他股东不放弃行使优先购

买权。 转让完成后，科印传媒持股比例将降至35%，

或将丧失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根据财务数据，汉仪科印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

2099.41万元，净利润252.22万元；2014年1-11月实

现营业收入1866.81万元， 净利润236.52万元。 以

2014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资产总计账面值为

3052.55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2563.69万元，评估值

为6063.08万元。

中航科工拟退出中兴智源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三亚航天

科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开挂牌转让三亚中兴智源

科技有限公司70%股权，挂牌价为1201.98万元。

三亚中兴智源成立于2008年，注册资本1000万

元，经营范围包括投资兴办实业；高新技术及其他项

目；直接投资或参与高新园区的开发项目建设；信息

技术等。

转让方三亚航天科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子公司,持有公司70%股权；三亚

中兴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持有30%股权。 财务报表显

示，标的公司2013年和2014年均没有营业收入和净

利润。 截至2014年底，公司资产总计1479.38万元，

负债总计489.70万元。 以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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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75万元和1717.12万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

1201.98万元。

转让方提示，标的公司418.21万元负债中，应

付航天科工深圳（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本金及利

息 303.30万元 ， 应付转让方借款本金及利息

122.24万元。 在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同时，意向受

让方须替标的企业清偿对转让方及航天科工深圳

集团的债务，待债务清偿完毕后，再办理股权变更

手续。

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应为依法成立并有效

存续的企业法人；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财务状况和

支付能力；此项目不接受委托或信托方式举牌。

宁波海力

48%股权5353万元挂牌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浙江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浙江省交通工

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开挂牌转让宁波海力工程

发展有限公司48%股权，挂牌价为5353万元。 公司

原股东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不放弃优先

购买权。

宁波海力成立于2003年， 注册资本9105万元，

具有港口与海岸工程专业承包一级、桥梁专业承包

二级资质。 公司已参与杭州湾跨海大桥、江苏苏通

长江大桥、舟广东南澳大桥、浙江建德洋溪大桥等

的建设。

股权结构方面，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52%股权， 转让方浙江交建集团持有48%

股权。

宁波海力近年来经营状况并不乐观。 2013年公

司营业收入4.99亿元，净利润亏损136.84万元；2014

年公司营业收入3.08亿元， 净利润亏损4367.59万

元。以2014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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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2.24万元和1.11亿

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5352.47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 浙江交建集团的48%股权是

2012年受让获得。 公司彼时表示，作为中国交通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的中交二航局，与

浙江省属国有企业———浙江省交建集团合作， 是浙

江省开展央地合作的成果之一。

新华社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