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黔电力

35.5%股权拟8.6亿元转让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消息， 贵州西电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挂牌转让贵州粤黔电力有限责任

公司35.5%股权，挂牌价为8.6亿元。

粤黔电力成立于2003年， 是在国家实施

“西部大开发” 、实现“黔电送粤” 战略决策的

历史背景下， 由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和中

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在贵州注

册成立的一家发电企业。 公司主要从事发电项

目的投资、开发和经营，能源开发及电力相关业

务， 全资投资建设盘南电厂， 并参股盘南煤矿

27%股权、参股马依煤业23%股权。

控股股东广东粤电控股西部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55%股权， 转让方贵州西电电力持有

35.5%股权，贵州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第二

工程公司等5家公司持有剩余9.5%股权。

公司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31.67亿元，净利

润亏损1.78亿元。 截至2015年4月底，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11.94亿元， 净利润6537.38万元。 以

2014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 公司净资产账

面价值和评估值分别为20.41亿元和24.22亿

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8.60亿元。

中冶天誉

拟转让天誉矿业40%股权

□本报记者 任明杰

山西省产权交易市场公告， 北京中冶天誉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阳煤集团天誉矿

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 挂牌价格为

21600万元。

公告称， 阳煤集团天誉矿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成立于2008年7月2日， 由阳泉煤业 （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中冶天誉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 注册资本金5亿元人民

币，股权结构为阳煤集团占60%、北京中冶天誉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占40%。 天誉矿业的主要业

务是对煤矿企业相关产业的投资管理， 先后投

资了山西世德孙家沟煤矿、 阳煤集团南岭煤业

有限公司以及阳煤集团五鑫煤业有限公司，三

煤矿现证载生产能力为360万吨。

主要财务数据方面， 据山西大承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 标的企业上一

年度资产总计 302937.31万元， 负债总计

222837.29万元，所有者权益80100.02万元。

6月多地挂牌转让土地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昆明市土地

和矿业权交易中心、 天津土地交易

中心了解到，6月将会有多宗土地挂

牌转让。 其中，国家重点发展的区域

土地成交情况比较活跃， 如天津武

清将会有多宗土地挂牌。

不过， 近期土地成交整体情况

并不乐观。据统计，1-4月，全国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9016亿元，同

比减少5572亿元，下降38.2%。

多地多宗土地挂牌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昆明市土地

和矿业权交易中心了解到， 编号为

“KCWH2012-23” 的一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正在公开挂牌交易，

挂牌及报价时限为6月15日至24日。

该宗土地位于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街

道办事处，面积为43155.21平方米，

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出让年

限为70年，交易起价为12946万元。

地块编号为“J2012-037-10” 、

“J2012-037-11” 也在昆明市土地

和矿业权交易中心挂牌， 挂牌及报价

时限自6月2日至11日，两宗土地位于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海埂街道管

理处大坝、 河尾社区。 前者面积为

5281.05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务金融

用地，出让年限为40年，交易底价为

1041.72万元； 后者面积为6231平方

米，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年

限为70年，交易底价为1229.81万元。

编号为 “KCWH2012-23” 的

土地为再次挂牌。 昆明市国土资源

局4月30日曾在当地媒体发布该宗

土地挂牌交易公告， 但后因故中止

交易，具体原因并未透露。

天津土地交易中心挂牌信息

显示，6月份该中心也将有多宗土

地挂牌。 津西青（挂）2014-08号

地块挂牌价格较高，起始价为5.26

亿元。 该宗土地位于天津市西青区

精武镇安华道以南，地界范围内建

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已全部拆迁。

该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中小

学幼儿园用地， 出让土地总面积为

99973.5平方米， 其中， 居住用地

95885.1平方米，中小学、幼儿园用

地4088.4平方米。 受让人须在签订

出让合同之日起1年内开工建设、4

年内竣工。 此外，位于武清开发区

南东路东侧的三宗土地也将在6月

挂牌， 挂牌起始价分别为10040万

元、8110万元和6350万元， 土地用

途均为城镇住宅，均要求受让人须

在签订出让合同之日起1年内开工

建设、4年内竣工。

上市公司拿地仍积极

从近期上市公司披露的公告来

看，上市公司拿地热情不减。仅5月就

有金科股份、国民技术、冠城大通、多

伦股份、华夏幸福、中储股份、北辰实

业、新城B、天赐材料等多家公司公

布近期拿地的情况。这些土地既包括

工业用地，也包括住宅用地。

国民技术以5200万元的价格拿

下 深 圳 市 南 山 区 高 新 北 区 内

T401-0100宗地土地使用权， 土地

用途为工业用地（新型产业用地），

公司表示将在该地块建设公司深圳

总部研发办公大楼。 金科股份全资

子公司重庆市金科骏耀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5月28日取得重庆市开县

一宗地的土地使用权， 占地面积

72480平方米， 用地性质为居住用

地，地块成交总价为2.2亿元。冠城大

通5月28日以12760万元的价格拿下

福建永泰县3地块， 占地面积共计

159543平方米， 土地用途均为其他

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从即将挂牌的土地情况和近期

成交的土地情况来看， 重点发展区

域的土地市场较为活跃。 比如前文

提到的天津市武清区6月将挂牌的

土地情况， 该地区恰恰位于京津冀

区域， 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过程中

潜力较大。

上市公司嗅觉往往最为敏锐，

多家上市公司已在布局京津冀区域

的土地市场。 近日，华夏幸福子公司

固安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及永定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固

安县国土资源局举办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活动中共竞得了

5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合

计面积为13.36万平方米， 成交价格

为2.66亿元。

中储股份日前公告，近日公司

全资子公司天津中储陆港物流有

限公司在天津土地交易中心以

8868万元竞得编号为津辰港（挂）

G2015-002号宗地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该土地位于天津陆路

港物流装备产业园 ， 出让面积

13.68万平方米，出让年限50年，土

地用途为仓储。该宗土地将由天津

中储按规划条件进行建设开发，

将对大力发展公司物流主业起到

积极意义。

土地出让规模下降

不过，相对而言，近期土地市场

的活跃程度已经大不如前。 据统计，

1至4月， 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10444亿元，下降37%，同口径

下降33.3%，主要原因为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入9016亿元， 同比减少

5572亿元，下降38.2%。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

至4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

积5469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32.7%，

降幅比1-3月份扩大0.3个百分点；

土地成交价款 1571亿元， 下降

29.1%，降幅扩大1.3个百分点。 实际

上，从2014年开始，房企拿地就在收

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房

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3.34亿

平方米，同比下降14.0%。

业内人士指出，土地出让金一

直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

源之一， 而萎靡的房地产市场正

在撼动土地出让金在地方收入中

的地位。 高企的库存让房企拿地

更加谨慎， 而开发商是土地市场

的大买家之一， 这也直接导致各

地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步入下

行通道。

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曾吸引多

家上市公司涉足房地产业务。 根据

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监测，2009年

底在沪深港三地上市公司中，有345

家涉及房地产业务， 其中沪深涉及

房地产业务的上市公司有303家，约

占沪深上市公司总数的18%。 而

2012年后， 房地产市场分化程度不

断上升，行业内洗牌加速，2014年沪

深涉及房地产业务的上市公司不足

200家，5年间超过100家A股涉房企

业退出房地产业务。

需要看到，此前多个地方推出

的房地产限购政策都已经取消，多

地下发文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 有观点认为，2015年，

房地产市场将延续上一年的调整

回落趋势，但房地产市场的外部政

策环境已经有明显改善，政策支持

力度加大，整体市场有望迎来回暖

契机。

贤成矿业出售创新矿业83.11%股权

□本报记者 任明杰

青海省产权交易市场决定于

2015年6月1日将青海创新矿业开发

有限公司83.11%股权通过北京金马

甲产权网络交易平台对外公开网络

竞价。 此次资产出售属于青海春天借

壳贤成矿业上市的一部分。

资产出售进程加快

贤成矿业2月18日公告， 公司在

青海省产权交易市场公开挂牌转让

所持有的创新矿业83.11%股权、贤成

节能100%股权。 青海省产权交易市

场已根据公司委托于2015年2月17日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市场询价。

5月26日晚，贤成矿业又公告称，

26日公司收到青海省产权交易市场

通知， 截至2015年5月22日下午16:

00，共有三家受让意向人就创新矿业

83.11%股权项目提交保证金，共有一

家受让意向人就贤成节能100%股权

项目提交保证金。 青海省产权交易市

场将根据有关规定于2015年6月1日

下午15:00-16:00对创新矿业上述

股权开展网络竞价工作。

资料显示， 创新矿业2013年进行

破产重整，现处于重整计划执行期。 硫

酸、硫铵生产线已于2014年3月恢复生

产， 并启动合成氨在建工程项目的建

设。 2014年，创新矿业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385.63万元，利润总额-11076.43万

元。 创新矿业持续经营能力仍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 经评估，创新矿业83.11%

股东权益价值为51519.44万元。

加速“去贤成化”

随着创新矿业出售进程的进展，

贤成矿业将加快“去贤成化” ，并将

最终形成以虫草资源为主的格局。

根据去年9月30日*ST贤成发布

的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公司

拟出售其持有的全部经营性资产，即

创新矿业83.11%股权和贤成节能

100%股权， 同时以发行股份的方式

购买西藏荣恩等七名交易对方合计

持有的青海春天99.8034%股权。 其

中，发行股份数量为4.9亿股，发行价

格8.01元/股， 总收购对价为39.2亿

元。通过借壳*ST贤成，青海春天将成

为A股“虫草第一股” 。

作为贤成矿业的核心子公司，创

新矿业可谓命途多舛。 2011年12月

21日， 创新矿业股东会会议决议，由

ST贤成对创新矿业增资147626万

元。 增资后，创新矿业的注册资本为

177626万元。 其中，ST贤成的出资为

147626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3.11%。

不过，因涉及巨额担保债务纠纷及涉

嫌募集资金被私自挪用，创新矿业主

要资产被查封、冻结并随时面临被执

行的风险；因严重缺乏清偿债务及维

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创新矿业生产

全面停滞，深陷困境。

逾5亿元转让新疆风能10.22%股权

昌源水务或重启上市之路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信息，新疆

昌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挂牌转让新

疆风能有限责任公司10.22%股权，挂

牌价为5.55亿元。

2014年，昌源水务借壳香梨股份

因遭遇黑天鹅事件而流产。 此次昌源

水务退出新疆风能，继续剥离非主业

资产，或许意味着公司重启上市方面

将会有新动作。

转让标的资产优良

新疆风能成立于2005年，注册资

本9000万元，是中国最早从事大型风

电场开发建设及运营管理的公司之

一，所属达坂城风电一场已运营19年，

总装机容量4万千瓦。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新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公司46.45%股权，中国三峡新能源

公司持有33.89%股权，转让方昌源水

务持有10.22%股权，长江新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持有9.44%股权。 公告显示，

公司老股东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新疆风能经营情况良好，净利润

可观。 2015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3132.10万元， 净利润150.38万

元。 以2014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

日，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和评估值分

别为27.41�亿元和54.34亿元，转让标

的对应评估值为5.55亿元。

昌源水务对受让方没有过多要

求，只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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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

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具有良好

商业信用，无不良经营记录。

持续剥离非主业资产

转让方昌源水务为国家水利部

综合事业局旗下新华水利控股集团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主要经营城市自

来水供水业务及工矿供水业务。 目

前，昌源水务下属水务子公司主要有

准东供水、阜康供水、银泉供水、哈密

水务、阿勒泰供水、轮台供水、艾比湖

供水和阜源供水。

昌源水务去年曾谋划近28亿元

借壳香梨股份整体上市，但因中国水

务及其股东单位发生重大人事调整

而导致重组夭折。 不过，昌源水务方

面亦表示， 其将继续坚持战略目标，

支持香梨股份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昌源水务借壳香

梨股份之初，为突出水务主业，昌源

水务拟将下属的新疆昌源水务集团

伊犁地方电力有限公司、富蕴县昌蕴

峡口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和田县水力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新水大酒店

有限责任公司和新疆水利电力建设

总公司等与昌源水务主业不相关资

产的全部股权，对外转让至中国水务

控股子公司新疆昌源通达投资有限

公司。

剥离全部非主业资产，表明昌源

水务将水务资产注入香梨股份的决

心。 此次昌源水务剥离新疆风能有限

责任公司10.22%股权，是公司继续剥

离水务主业资产的行动，这或许是昌

源水务重启上市之路的举措。

绿地集团转让京晟置业50%股权

□本报记者 李香才

绿地控股集团正在上海联合产权

交易所挂牌转让绿地集团北京京晟置

业有限公司50%股权及债权， 转让后

绿地集团仍持有京晟置业50%股权。

京晟置业成立于2015年2月27日，

主要负责开发建设位于北京市昌平区

的北七家镇项目。 需要注意的是，京晟

置业暂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和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受让门槛颇高

挂牌信息显示，绿地集团持有的

京晟置业50%股权及93956.04万元

债权正在挂牌转让， 挂牌价格为

11.12亿元。 其中，标的企业50%股权

对应转让底价为1.72亿元。 绿地集团

原持有京晟置业100%股权， 此次转

让完成后仍持有该公司50%股权。

截至4月30日，京晟置业亏损11.14

万元。 以2015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

日， 京晟置业资产总计账面值为45.89

亿元，评估值为49.03亿元；净资产账面

值为988.87万元，评估值高达3.24亿元。

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或其关

联企业净资产不低于50亿元，应具有

一级房地产开发资质， 应具有在特

大、超大城市开发住宅、商业、办公物

业的综合开发经验。 截至2014年末，

意向受让方在建或已建1个地上建筑

面积不低于40万平方米的含住宅、商

业、办公物业的房地产项目，已开发

的住宅物业面积累计不少于150万平

方米且商办物业面积累计不少于50

万平方米。不接受委托(含隐名委托)、

信托、联合方式受让。

开发北七家镇

京晟置业目前主要负责开发建

设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北七家镇项

目。 北七家镇项目地上建筑面积43.1

万平方米。 其中，住宅30.7万平方米

（含限价房10万平方米）， 农村劳动

力安置产业用房8万平方米。

需要注意的是，京晟置业已签订

关于开发北七家镇项目的14份合同，

合同总价2292.89万元， 已不同程度

履行， 但京晟置业除已支付7万元外

尚未支付其他款项，根据目前履行程

度应付款项639.3万元。 京晟置业自

评估基准日至今已发出2份施工总承

包中标通知书， 但未签署正式合同。

京晟置业自评估基准日至今已支付

土地合同印花税、 注册资本印花税、

购印花税票等三项计226.32万元。

京晟置业截至估价基准日尚未

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暂未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相关规划

指标暂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为依据。

京晟置业与绿地集团于2015年3

月5日签订融资顾问协议书，由绿地集

团负责京晟置业融资工作， 融资金额

不低于25亿元， 绿地集团与京晟置业

约定在融资款项满足最低金额且到账

后3个月内，京晟置业一次性将500万

元融资顾问费支付给转让方。 目前27

亿元融资款项已到账， 京晟置业应按

约支付绿地集团500万元融资顾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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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维陶瓷3044万元寻买方

□本报记者 李香才

广州产权交易所信息， 佛山市乐维陶瓷有

限公司100%股权正在挂牌转让， 挂牌价格为

3044.13万元。 受让方须代标的公司偿还债务

1659.06万元。

乐维陶瓷成立于1999年， 经营范围为加

工、产销抛光砖。目前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岭西

经济联合社持股30%，林铸佳持股40%，劳森持

股30%。 2014年， 乐维陶瓷实现营业收入

3423.21万元，净利润亏损326.46万元；今年前4

月实现营业收入296.58万元， 净利润亏损

166.94万元。 以2014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

乐维陶瓷资产总计账面值为2657.39万元，评估

值为4703.18万元； 净资产账面值为998.33万

元，评估值为3044.13万元。

受国家有关节能减排政策的影响及地方对

陶瓷企业污染的严格限制， 自2010年12月起，

乐维陶瓷已经停止生产砖坯，辊道窑炉、压机等

主要生产设备已处于停工状态。 乐维陶瓷现为

纯抛光企业， 主要生产设备为2条42头抛光线

及配套设施。

乐维陶瓷占地面积32211.64平方米， 属于

国有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至2050年7月13日。

名下还有土地两宗，位于佛山市西樵镇，证载面

积分别为6947.02平方米和25264.62平方米。

天津高速

拟7099万元退出华夏人寿

□本报记者 李香才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信息， 天津高速公路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0.57%股权正在挂牌转让，挂牌价格为7099.29

万元。此次转让完成后，天津高速将不再持有华

夏人寿股份。

华夏人寿成立于2006年，2014年实现营业

收入112.73亿元，净利润8.51亿元；今年前4月

实现营业收入14.19亿元，净利润2.98亿元。 以

2014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华夏人寿净资

产账面值为64.21亿元，评估值为124.55亿元。

华夏人寿目前的股权结构是， 北京世纪力

宏计算机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千禧世豪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均持股20%， 持股超过10%的

股东还有山东零度聚阵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百

利博文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华宇天地商贸有限

公司、北京中胜世纪科技有限公司，天津港（集

团）有限公司持股6.5%。

2014年， 华夏人寿实现规模保费收入715

亿元， 投资收益72.1亿元， 综合投资收益率达

11.6%。从2013年亏损15.87亿元到2014年盈利

11.55亿元，华夏人寿实现逆转。

华夏人寿近期动作频频。 今年1月，华夏人

寿举牌同洲电子；5月26日，华夏人寿和联合光

伏宣布合作，双方计划在未来2年内在内地合作

开发总量1000MW的太阳能电站，总金额为90

亿元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