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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房地产项目挂牌产权市场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北京产权交易所、上

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浙江产权交易所等各大

产权交易所获悉，目前有多个房地产项目正

在挂牌转让。 总体上来看，这些项目公司目

前的经营情况都不乐观。 不过，由于这些公

司名下有房产、房地产项目，评估报告中资

产评估值多出现溢价。业内判断，从今年1月

和2月的房地产销售数据来看， 房地产市场

依旧低迷，房价仍处于下行通道，市场回暖

仍需等待政策面进一步释放利好。

整体盈利状况不佳

梳理这些项目不难发现，整体来看这些

公司规模均不大，挂牌价格也不高。 挂牌价

格相对较高的为上海民航置业有限公司

35%股权和上海通联房地产有限公司

53.778%股权， 挂牌价格分别为34037.23万

元和18785.57万元，两个项目分别在北京产

权交易所和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

此外，正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的还有

上海明正房地产有限公司15.71%股权，挂牌

价格为2042.3万元。 安徽中宏城市投资有限

公司40%股权正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

牌转让，挂牌价格为1206.68万元。 临安金基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1%股权正在浙江产

权交易所挂牌转让，挂牌价格为7236万元。

根据挂牌项目披露的财务数据， 整体来

看，这些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均不够理想。上

海民航置业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8546.94万

元，净利润211万元；今年1月实现营业收入

552.47万元，净利润亏损87.82万元。 上海明

正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71.36万元，净利润亏

损1284.76万元；今年1月未实现营业收入，净

利润亏损10.84万元。上海通联2012年实现营

业收入748.89万元，净利润亏损652.37万元；

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1483.46万元，净利润亏

损4541.16万元；2014年1-7月实现营业收入

923.42万元，净利润亏损113.28万元。 临安金

基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5373.22万元，净利润

亏损408.22万元； 今年前两月未实现营业收

入，净利润亏损30.29万元。

需要注意的是，上海民航置业项目并不

是首次挂牌。 根据挂牌公告，目前上海机场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上海民航置业65%股

权，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持股35%。 该项目于

2014年7月28日在北京产权交易所第一次

挂牌，挂牌价格与此次挂牌价格相同，也为

34037.23万元。 当时上海机场集团明确表

示，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不过该项目最

终流拍，经转让方申请该项目重新挂牌。

评估多出现溢价

虽然整体来看盈利状况不佳，但是由于

这些公司旗下的房产项目，评估值出现大幅

溢价。 以2013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上

海通联资产总计账面值为41350.84万元，评

估值为62176.79万元； 净资产账面值为

18370.33万元，评估值为38813万元，溢价超

过100%。以2014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临安金基资产总计账面值为86813.41万元，

评估值为96522.42万元； 净资产账面值为

4479.25万元，评估值为14188.26万元，溢价

超过200%。 以2014年11月30日为评估基准

日，上海明正资产总计账面值为12215.12万

元，评估值为30656.5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

-8714.39万元，评估值却达到9726.99万元。

从挂牌公告披露的信息来看，评估值出

现溢价与这些公司目前旗下的资产和房地

产项目有关。

临安金基开发有青云山居项目， 根据公开

信息，青云山居位于杭州西郊临安青山湖区块，

离杭州市中心约40公里， 园区总规划用地超过

1200亩，规划建660余栋独立别墅。受让方承诺

本次转让完成后， 临安金基开发的青云山居项

目向养老产品转型，开发宜养老化社区。

上海明正在上海市虹口区拥有四平路

171街坊180号地块，根据虹口区规划和土地

管理局2013年6月的要求， 四平路171街坊

180号地块划分为A、B、C、D四块，但均不得

单独建设，须统一设计，整体开发。 其中，A、

C、D三个地块已被法院拍卖，本次不在评估

范围内。 B地块现处于轮候查封的司法限制

阶段，尚不能进行正常的经营开发。B地块的

土地面积约为13839.80平方米，建设用地面

积约为10480.80平方米， 限制建筑面积

41923.20平方米。

房地产成交大幅下滑

根据国家统计局3月11日公布的2015

年1-2月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数据， 全国房

地产成交状况出现较大幅下滑。 数据显示，

2015年1-2月全国销售面积8764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16.3%，较2014年全年销售面积同

比降幅大幅扩大8.7个百分点； 销售金额

5972亿元，同比下降15.8%，较2014年全年

销售金额同比降幅扩大9.5个百分点。

受成交下滑影响，投资增速仍然持续处

于下行通道。 2015年1-2月全国商品房开发

累计投资额8786亿元， 同比增长10.4%，较

2014年累计投资额增速下降0.1个百分点。

2015年1-2月全国商品房新开工面积1.37亿

平方米，同比下降17.7%，降幅较2014年新

开工面积同比大幅扩大7个百分点。 在全国

商品房销售同比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开发商

去库存的压力仍然较大。

兴业证券研报指出，在货币政策宽松常

态化的背景下，地产基本面复苏将贯穿2015

年全年。 3月推盘量将有所增加，预计重点城

市成交回升的概率较大。

国海证券孔令峰认为，今年房地产市场

仍处于弱复苏阶段，多数企业前两月推盘不

如预期， 一季度销售指标几乎全部积压在3

月份，3-4月将迎来房企2015年的第一波推

盘高峰，这也将成为判断全年房地产走势的

重要节点。 此外，央行今年以来的降息降准

政策虽然有助于企业开发端成本改善，但对

销量的提振作用有限，后期基本面的触底反

弹仍需等待政策面的进一步利好释放。

航天信息甩卖亏损资产

航天科工系资产整合动作频频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航

天信息挂牌转让旗下湖南航天卫星通信科技

有限公司51%股权及7526.77万元债权，挂牌

价格3738.82万元。

航天信息为航天科工集团下属上市公

司，在军工改革背景下，航天科工多家子公司

近期都在挂牌转让旗下资产， 航天科工集团

逐步进行资产清理整合的动作值得关注。

转让标的连年亏损

湖南卫通公司成立于1998年，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卫星通信、

移动通信和卫星电视接收设备、 有线电视设

备、器材及其他机电产品等。其中，大股东航天

信息持有公司51%股份，二股东湖南航天工业

总公司持股28.39%，刘文龙、郑书岗、湖南国科

广电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持有8%、7.6%和5%股

权。 公司原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

航天信息于2007年投资2550万元，以增

资扩股方式持有了湖南卫通51%股权。 由于

湖南卫通的主营业务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其所经营业务的

毛利率持续下滑， 经营状况一直不理想，自

2011年起湖南卫通开始处于亏损状态。

2013年5月国务院下发相关决定，取消企

业投资卫星电视接收机及关键件、国家特殊规

定的移动通信系统及终端等生产项目核准、卫

星地面接收设施生产企业指定，该政策的实施

使湖南卫通原来拥有的资质优势也基本丧失。

湖南卫通近年来连年亏损。 财务数据显

示， 公司2013年度营业收入为1780万元，净

利润亏损5721.79万元；2014年度处于停业状

态，净利润亏损720.8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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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7.01万元和-3578.82万

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1825.2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 截至评估基准日湖南卫

通公司存在多项未决诉讼，3起小股东增资纠

纷、4起合同纠纷、1起劳动仲裁， 涉诉金额合

计102.04万元， 预计影响损益减少金额合计

16.43万元。

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应为依法设立

并有效存续的境内外企业法人或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

和支付能力；该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受让。

资产整合引关注

航天信息为航天科工集团子公司。 资料

显示，航天科工集团下属6家上市公司，分别

为航天信息、航天通信、航天晨光、航天科技、

航天长峰、航天电器。 其中，航天信息主营信

息安全，在通信领域、防税费控制系统、IC卡

领域拥有核心技术和创新团队。

在军工改革大背景下， 航天科工也加快

了资产整合步伐，去年以来更是动作频频。 继

2014年7月末下属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1.02亿元挂牌转让航天证券4.6875%股权

后， 航天科工10月份再以2.38亿元抛售航天

证券10.9375%股权。

同时，子公司也在不断清理资产。 今年1

月， 三亚航天科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开挂

牌转让了三亚中兴智源科技有限公司70%股

权，挂牌价为1201.98万元。 航天长峰股份有

限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

有的山西广生胶囊有限公司10%全部股权。

航天科工集团在2015年度工作会议上明

确，集团要突出抓好航天防空产业发展、民用

产业发展，重点抓好国际化经营，落实创新驱

动和集团战略部署，全面深化国企改革，实现

企业转型升级和二次创业。

南京医药拟出清智博高科28%股权

□本报记者 王小伟

继南京医药公告拟转让所持智博高科

28.57%股权，关于征集智博高科公司28.57%

股权受让人的公告已亮相江苏产权交易所。

不过， 与南京医药此前公告中的评估价值

8346.23万元不同， 本次股权的挂牌价格为

8425.21万元。 项目如期成交，南京医药这笔

5000万元的股权投资，在短短3年时间内将实

现超过60%的收益率。

注册资本“大充血”

根据江苏产权交易所披露的具体情况，

智博高科注册资本7000万元， 南京医药持有

公司28.57%股权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自然人

朱同林持股比例也在20%以上， 持有智博高

科22%股权。 此外，林玉平、张计民等自然人

持股比例4%到8%不等。

南京医药在挂牌信息中披露，标的企业

于2014年12月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

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 将注册资本金由

875万元增加至7000万元并于2015年2月完

成工商变更。 这也就意味着，标的公司是在

本次挂牌前不久刚刚进行了注册资本的“大

充血” 。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2015年1月提

供的审计报告， 南京医药在2012年向智博高

科通过增资方式持有股权。2012年5月智博高

科签署增资扩股协议， 本次新增股权全部由

新投资方认购，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认购

5000万元；业德超认购1200万元；张计民认

购1100万元；曹海认购200万元。 总出资额为

7500万元， 其中375万元计入公司的注册资

本，剩余7125万元，作为资本溢价，计入公司

资本公积。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待上述投资

款7500万元均到账， 公司将以资本公积转增

资本由875万元增资到7000万元， 其中南京

医药所占注册资本比例28.57%不变。

8425万元挂牌

与此前南京医药公告中表示的评估价值

8346.23万元不同，本次智博高科28.57%股权

的实际挂牌价格采用了与最新评估价值完全

一致的方式，为8425.21万元。

本次挂牌信息显示， 智博高科2014年实

现主营收入2103万元，净利润为783万元。 以

2014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公司净资产

评估值为29489万元，本次转让标的对应评估

值为8425.21万元。

智博高科主要从事中成药、化学原料药、

化学药制剂等业务。 南京医药曾在年初发布

公告表示， 转让上述公司股权有利于收回长

期股权投资并获取投资收益， 进一步集中资

源聚焦主业发展，根据评估值，交易完成后，

预计增加2015年度合并报表权益利润约

3000万元。

记者粗略计算， 与南京医药2012年入

股时出资5000万元相比，本次8425.21万元

的挂牌价格倘若成交， 南京医药的账面收

益超过3400万元。 这也就意味着，5000万

元的股权投资在3年时间实现了超过60%

的回报率。

南京医药拟通过本次挂牌转让全部持

股，原股东表示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CCER线上交易逐步启动

□本报记者 黎宇文

继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完成中国核证

自愿减排量（CCER）线上交易第一单后，3

月12日， 北京环境交易所又完成了一笔交

易量为37.8万吨的CCER交易。

数据显示， 截至2014年10月， 共有

369个项目正在申请或已经成功备案为

CCER项目， 覆盖全国31个省及直辖市，

减排类型 16种 ， 平均总年均减排量达

5300万吨。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节能减排

工作的推进，各市场碳价格的逐步上涨，

作 为 抵 消 机 制 的 核 证 自 愿 减 排 量

（CCER）将成为减排企业更为经济的履

约方式。

第一单落地广碳所

广碳所完成的国内第一单CCER线上交

易， 由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

项目业主龙源电力股份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甘

肃新安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分2次购买CCER

共20万吨，其中一笔成交价为19元/吨。 交易

项目系甘肃安西向阳风电场项目，于2014年3

月获得项目备案，同年11月获得减排量备案，

是全国首个备案CCER项目， 备案减排量为

251311吨二氧化碳当量。

其中，作为首个CCER项目购买者的上海

宝碳，在深耕碳资产开发和管理的同时还致力

于碳金融产品创新。而龙源电力则是国内新能

源开发领军企业，风电装机高居中国第一位。

北京37.8万吨的CCER交易产生自四川

省柳坪水电项目， 交易双方为上海置信碳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和阿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其中， 上海置信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北京

环境交易所战略会员、交易会员，是国家电网

公司旗下唯一碳资产管理公司， 为碳交易市

场提供碳资产的开发、交易等相关服务。

首个CCER专项基金成立

基于对CCER市场前景的看好， 资金已

闻风而动。 今年1月份，国内首个CCER专项

投资基金———海通宝碳基金在上海环境能源

交易所正式启动。 海通宝碳基金拟定总体规

模两亿元， 由海通新能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和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作

为投资人和管理者， 对全国范围内的CCER

进行投资，是目前我国体量最大的碳基金。

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介绍，自10年前国

际碳市场进入中国以来， 直至今日全国碳交易

试点的开展， 碳市场始终因其较强的专业性约

束了金融资本的进入。 而大多数碳资产管理企

业的规模也限制了其融入主流金融市场的步

伐。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充分发挥自身产业枢

纽地位的作用， 研究了多种专业金融工具的运

用方法，最终成功推动了该基金的成立。

业内人士分析， 该基金的设立不仅提升

了碳资产价值，同时填补了碳金融行业空白。

自2013年我国碳交易试点启动以来， 上海碳

市场发展迅速，截至2015年1月中旬，已成交

碳配额200多万吨。

南沙工化

拟转让东方重机3.4%股权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3.4402%股

权正在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 挂牌价格为

6565万元。 转让方为广州市国资委旗下的广州南沙工

化投资有限公司。

东方重机注册资本11.5亿元， 是一家大型的国有

控股重型机械企业。公开资料显示，公司是中国东方电

气集团有限公司的出海口基地， 是我国大型核承压设

备国产化的专业制造基地之一， 主要生产百万千瓦级

核电反应堆压力容器、蒸汽发生器、汽水分离再热器、

非能动余热排出热交换器、 稳压器等核电站核岛及常

规岛主设备。

不少上市公司是东方重机的股东。其中，东方电气

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1%，二股东广东粤电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东方重机27%股权，东方锅炉（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14%股权。 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均小

于10%，广州南沙工化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广重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分别持有广

东方重机3.4402%、3.1275%和1.251%股份。

广州南沙工化投资有限公司拟退出全部股权，而

老股东表示不放弃行使购买权， 公司管理层则表示没

有参与受让意向。

东方重机2012年和2013年营业收入分别为13亿

元和10.5亿元， 净利润则分别为1.7亿元和7525万元；

2014年前4个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亿元， 净利润

2855万元。

以2014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广州重机净资

产账面价值为15亿元，评估价值为19亿元，本次转让

标的对应评估值为6564.668万元。 挂牌价格稍高于此

评估价值。

转让方指出，受让方注册资金不低于（含）20亿

元，经营范围包括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核能发电设

备。 本次出让股权是希望引进具有一定资本实力的战

略投资者。

红塔实业

30%股权挂牌价下降一成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深圳红塔实

业有限公司30%股权公开挂牌转让，挂牌价为1589.15

万元。 转让方为深圳市华玉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和深圳

市亿成投资有限公司。这已经是红塔实业第二次转让，

此次挂牌价较首次挂牌价下降了一成。

红塔实业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要从事计算机

软、硬件的技术开发等业务。 股权结构方面，港玉置业

有限公司持有公司70%股份， 转让方华玉贸易和亿成

投资分别持有公司20%和10%股权。

财务数据方面， 红塔实业2014年净利润633.42万

元，2015年前两个月净利润亏损1.8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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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4.64万元和5885.66万元， 转让标的对

应评估值为1765.69万元。

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在受让华玉贸易所持有

20%股权的同时， 须同步受让亿成投资持有公司10%

的股权；须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该项目不

接受自然人申请受让。

新源润鑫4200万元寻买家

□本报记者 李香才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中国冶金地

质总局中南局持有的新疆新源润鑫矿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正在挂牌转让，挂牌价格为4200万元。

新源润鑫成立于2010年， 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

主要经营矿业开发，铁、铜矿产品的销售。 新源润鑫拥

有新源县确鹿特科克萨依铁矿矿床， 矿石类型主要为

赤磁铁矿矿石。 新源润鑫除负责对新疆新源县确鹿特

科克萨依铁矿进行自主开发外， 同时还在对周边地区

的矿产资源进行深部勘查和开发利用。

财务数据方面， 新源润鑫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

620.71万元，净利润205.28万元；今年1月未实现营业

收入，净利润亏损9.01万元。 以2015年1月31日为评估

基准日， 资产总计账面值为6079.55万元， 评估值为

7655.58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2422.06万元，评估值为

3998.09万元。

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应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

合法存续的企业，注册资本应不低于5000万元。

华电集团拟退出银隆电业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湖北省谷城银

隆电业有限公司14.245%股权1161.11万元挂牌转

让，转让方为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原股东不放弃优先

购买权。

银隆电业注册资本1.49亿元，主要从事电力生产、

销售和水电资源开发、 电业行业服务的各种机电设备

材料及相关第三产业。 目前经营管理的主要是白水峪

水电站， 电站总装机容量为50MW， 设计年发电量

1.757亿千瓦时。

股权结构方面， 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为银隆

电业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50.52%股权，谷城县水电

开发公司持有31.77%，华电集团持有14.245%股权，湖

北省投资公司持有剩余3.47%。

财务数据显示，2013年， 银隆电业营业收入

3207.24万元，净利润亏损652.12万元。 截至2014年

11月底，公司营业收入5735.28万元，净利润159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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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2.84万元和8151

万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1161.11万元，与挂牌

价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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