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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加快推进碳排放市场建设

□本报记者 李香才

在节能减排的大趋势之下，多地在碳排

放交易方面也在稳步推进。 根据规划，我国

将在2016年启动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2019

年以后碳交易市场将承担温室气体减排核心

的作用。 预计到2020年，每年碳排放许可市

场价值将达到600亿-4000亿元。 目前我国

碳交易市场体系还亟待完善。

推进碳排放市场建设

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本月初与山西环境

能源交易所签订协议，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

将山西环境能源交易所纳入旗下。 这是山西

省产权交易中心完善交易功能的战略性举

措， 也被视为山西省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建

设的关键一步。 目前，山西省的碳排放系数

全国最高，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8倍。为此，山

西将节能环保、新能源作为重要的发展领域，

探索开展碳排放交易，争取国家将山西纳入

碳排放交易试点，推动成立碳排放交易机构

被列为重点转型综改事项。

目前，山西并不在碳排放交易试点之列。

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为落实“十二五”

规划关于逐步建立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

要求，同意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

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

试点。 部分试点省市近期动作频频。

今年5月，《2015年广东国家低碳省试点

工作要点》发布。在该文件中，广东提出探索

建立基于碳普惠制的省内自愿减排核证机

制， 推进自愿减排交易与配额交易市场的相

互融合、相互促进。 这一文件中亮点频现，其

中包括探索建立碳排放总量控制和分解机

制、适时扩大碳排放管理和交易范围、启动碳

排放管理和交易省级立法工作、推进粤深碳

交易市场的互联互通等。 广东还提出，加强

与国内外碳交易市场的交流合作，主动参与

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工作。

《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抵消信用管

理规定(暂行)》本月初发布。 至此，全国七个

碳交易试点地区全部出台了CCER（中国经

核证减排量）限制条件。 与其他试点地区不

同，深圳并没有对项目减排量产生时间做出

限制。 限制条件主要是针对项目类型和项目

地区。从项目类型来看，可以用于深圳碳市场

的项目类型包括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项目类

型中的风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 垃圾焚烧发

电、农村户用沼气和生物质发电项目；清洁交

通减排项目；海洋固碳减排项目；林业碳汇项

目；农业减排项目五大类。针对不同的项目类

型，深圳对项目地区做出了不同的限制。具体

来说，林业碳汇项目、农业减排项目则不受项

目地区限制。

交易持续活跃

根据北京环境交易所公布的数据，2015

年6月5日， 北京市碳排放配额线上成交量

49442吨，成交额229.35万元，成交均价46.39

元/吨； 协议转让成交量6万吨， 累计成交量

430.04万吨，成交额突破2亿元。

上海碳排放交易市场近几月也持续活

跃。根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公布的数据，截

至2015年5月8日，上海碳市场配额成交总量

已实现311.54万吨，成交金额1.08亿元，其中，

仅2015年内实现的成交量已超过100万吨。

2014年配额的交易量达到157.89万吨， 已超

过2013年配额成为上海碳市场成交最为活跃

的交易品种。 6月1日， 上海市碳交易试点

2014年度配额清缴工作正式启动，两成试点

企业首日即完成履约清缴，清缴量超过47%。

根据《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有关规

定， 上海市碳交易试点企业应于6月1日至30

日期间，依据经审定的年度碳排放量，通过登

记系统足额提交配额，履行清缴义务。

CCER交易方面近期也比较活跃。 2015

年5月28日， 上海电力吴泾热电厂通过上海

环境能源交易所交易平台完成了10万吨可

在上海碳交易试点履约用的CCER协议转

让。 吴泾热电厂成为首个在上海碳市场中购

买可用于上海履约用途CCER的控排企业。

截至5月28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CCER累

计交易量110.39万吨。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

心了解到，2015年6月4日， 湖北碳排放权交

易中心通过定价转让系统完成湖北首单

CCER在线交易。 本次交易的卖方为中国风

电集团有限公司，买方为一家专业碳资产管

理公司。 本次交易标志着湖北碳市场CCER

在线交易正式启动， 预计后续将迎来湖北

CCER密集交易期。

体系建设亟待完善

2014年12月，国家发改委颁布了《碳排

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具体解释和规定

了配额管理、排放交易、核查与配额清缴、监

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内容。按照国家发改委的

规划，中国将在2016年启动碳排放权交易的

全国统一市场，预期2019年以后，碳交易市

场将承担温室气体减排的核心作用。

根据规划， 全国碳市场建设大致可以分

为3个阶段。其中，2014年至2016年为前期准

备阶段， 这一阶段是全国碳市场建设的关键

时期，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检验标准

等。 2016年至2019年是全国碳交易市场的正

式启动阶段， 这一阶段将全面启动涉及所有

碳市场要素的工作。 2019年以后，将启动碳

市场的“高速运转模式” ，使碳市场承担温室

气体减排的核心作用。

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当中， 也暴露出一

些问题。业内人士指出，碳交易制度是一项复

杂的政策体系， 国外碳市场从酝酿到最终出

台经过了数年计划和试验， 而我国碳试点自

2011年底开始部署到2013年市场启动，在缺

乏基础的前提下准备不够充分， 大部分试点

启动均较为仓促。 目前各试点均存在信息不

透明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纳入企业排放数据、

配额总量的确定、配额分配方案、交易数据等

信息的不透明，其原因在于企业、地方政府和

交易所均不愿意把相关数据公布于众， 使得

市场政策性明显， 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交易成

本，降低了交易效率。

欧盟碳排放贸易计划2005年正式启动，并

成为全球最大、最活跃的碳市场，推动了低碳

投资和低碳技术的开发应用。 该计划在第一期

和第二期实施的过程中也暴露出来许多问题，

以致碳排放权价格连续下跌。 基于这些问题，

欧盟委员会对碳排放交易体系第三期的制度

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包括将排放控制总量设

定权力统一到欧盟委员会层面、扩大覆盖气体

及行业、增加拍卖比例、限制抵消比例等。 这对

于我国碳排放权市场的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中城矿业55%股权挂牌价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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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中城矿业有限公司55%股权正

在挂牌转让，这并非该项目首次挂牌，最新挂

牌价格有所下降。

三年内完成更名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云南

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云南铜业矿产资源

勘查开发有限公司正在挂牌转让云南铜业中

城矿业有限公司 55%股权， 挂牌价格为

2336.53万元。

中城矿业成立于2007年， 注册资本为

1500万元。 经营范围包括矿产品、矿产品资源

的开发；矿产品、普通机械及配件、电器机械及

器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及电子产

品的销售。 目前，云南铜业矿产资源勘查开发

有限公司持股55%，深圳市臻盛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45%。此次股权转让方为云南铜业矿产资

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臻盛投资有限公

司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从主要财务指标来看，中城矿业自2014

年以来未实现营业收入，2014年和今年一季

度均实现盈利，不过盈利均未超过万元。 以

2014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资产总计账

面值为2385.64万元，评估值为5631万元；净

资产账面值为 1226.47万元 ， 评估值为

4471.84万元 。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

2459.51万元。

转让方要求，受让方承继转让方对标的企

业的债权。 自产权交易合同签订之日起3年

内，完成标的企业名称变更，变更后的企业名

称不得有“云南铜业”字样。

勘查许可证过期

需要注意的是，该项目今年5月12日曾在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当时挂牌价格

为2459.51万元，与评估价一致。不过最新挂牌

价格较上次价格有所下调。

据介绍， 中城矿业自2007年10月成立以

来，仅在自有的3个探矿权范围内开展了地质

勘查工作，因勘查项目处于探矿阶段，无产品

产出，无经营收入。经过多年地质勘查工作，目

前探获的矿种主要为钨锡矿，规模达中型。

根据挂牌公告披露， 中城矿业的云南省

文山县小平坝铅锌铁多金属矿、 云南省文山

县虎山城铅锌铁多金属矿及云南省文山县啸

岩头铁铜钨多金属矿勘查许可证均已过期，

现探矿权人正在申请变更勘查范围。 本次评

估范围为申请变更范围。截至评估基准日，探

矿权人的变更申请尚未得到云南省国土资源

厅批准。

根据文山市政府2014年8月发布的公告，

文山市政府决定对文山市薄竹山片区矿产资

源进行划片整合，划分为二个片区，第二片区

整合9个矿业权，其中就包括文山县啸岩头铁

铜钨多金属矿、 文山县虎山城铅锌铁多金属

矿、文山县小平坝铅锌铁多金属矿，区块面积

分别为16.01平方公里、30.73平方公里和38.62

平方公里。 根据文山市政府要求，以现有的矿

产资源为基础，采用收购、参股、兼并等方式进

行矿产资源整合。整合时限自2014年8月10日

至2015年11月10日。

长春双龙股债权打包转让

□本报记者 李香才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长春双龙

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90%股权及16599.59万元

债权正在挂牌转让， 挂牌价格为11007.0001万元，

挂牌价由股权挂牌价1元及债权挂牌价11007万元

组成。

长春双龙成立于2006年， 注册资本为2000万

元。 目前， 湖北航天双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持股

90%，杨学文持股10%。此次股权转让方为湖北航天

双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下属企业。对于此次转让，标的公司原股东杨学文表

示不放弃优先购买权。

长春双龙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18244.44万元，

净利润亏损2923.67万元；今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956.22万元，净利润亏损388.70万元。以2014年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 资产总计账面值为15550.26万

元，评估值为19252.05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5893.

03万元，评估值为-2191.24万元。 转让标的对应评

估值为-1972.116万元。

国电集团拟退出清远能源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国电集团

下属国电广东电力有限公司拟挂牌转让国电

清远能源开发有限公司52%股权， 挂牌价为

6031.95万元。 2012年4月，国电集团曾转让过

清远能源47.9%股权。 此次52%股权转让完成

后，国电集团将全面退出清远能源。

标的资产资质优良

资料显示， 清远能源注册资本为9645万

元，是由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和阳山县电业发展

有限公司共同注资组建，以水电、风电、可再生

能源、清洁能源开发为主。 公司拟通过逐步收

购改造连江流域11个梯级水电站， 实现连江

流域梯级水电可控总装机7万-12万千瓦。

股权结构方面，转让方国电广东电力有限

公司持有公司52%股权，广东金东海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公司48%股权。公司原股东不放弃行

使优先购买权。

财务数据显示，2014年， 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1619.13万元， 净利润319.49万元；2015

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46.45万元，净利润

72.18万元。 以2014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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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亿元和1.16亿元，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

为6031.95万元。

转让方提示，根据广东省《关于转下达农

村小水电项目2014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

通知》， 清远能源界滩电站项目获得845万元

中央预算内投资补贴。根据国家补贴资金使用

进度要求， 清远能源对界滩电站项目的主机、

监理开展招标工作，计划6月完成合同签订和

相关进度款的支付。

转让方对意向受让方资质并没有过多要

求，只须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

该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

资产结构持续优化

2012年4月，国电集团曾挂牌转让国电清

远能源开发有限公司47.9%股权，挂牌价格为

5115万元。

相较于此次的低门槛， 上次股权转让国

电集团进行了很多限制， 要求意向受让方为

合法有效存续10年以上， 注册资本金不得低

于2.5亿元的境内企业法人，且净资产不低于

2.5亿元，还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贰级以上资质。 彼时的接盘方为广东金东海

集团。

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推进，国电集团加快

了结构调整。 2014年国电集团发布了水电风

电“双提升” 工作实施指导意见。 在国电集团

2015年工作会议上， 公司强调要把优质资源

加快向主业集中，向大型高效煤电、大型优质

水电和风电倾斜。 在做强主业的同时，国电集

团处置低效无效资产， 资产结构持续优化，完

成资产处置44项。

2014年下半年开始， 国电集团成为产权

交易所常客，分别剥离了宁东煤化工、百年人

寿股权等效益较差的非主业资产，出售了库尔

勒电力资产51%股权、荔波长源水电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100%股权。为集中发展发电主业，未

来国电集团可能会持续加快对非主业资产及

非盈利资产的剥离。

京能集团

拟退出北大软件教育公司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北大软件教育

发展有限公司44.35%股权6617.65万元挂牌转让，

转让方为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完成

后，京能集团将退出北大软件教育公司。

资料显示，北大软件教育公司已形成“视频点

播、内容管理和视频会议” 三大业务主线，产品覆盖

流媒体技术、IPTV、视频应用、网络教学以及多媒体

网络监控等领域。

股权结构方面， 除了大股东京能集团持有公司

44.35%股权外，北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30%股

权， 北大青鸟软件系统有限公司持有11.82%股权，

北大软件、北软微技术、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三

家机构持有剩余13.83%股权。

值得注意的是，北大软件教育公司2014年至今

均没有营业收入。 公告显示，标的企业自2007年起

一直处于经营暂停状态，2014年净利润为134.84万

元；今年一季度公司净利润亏损4.5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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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8.65万元和8549.49万元， 转让标的

对应评估值为3791.70万元。

京棉巨龙

33.89%股权寻买家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北京市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挂牌转让北京京棉巨龙纺织有

限公司33.89%股权，挂牌价为2307.10万元。

京棉巨龙纺织公司由北京京棉纺织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和北京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

建，持股比例分别为66.11%和33.89%� ，主要生产纯

棉高档针织气流纱和竹节气流纱， 中高档府绸、斜

纹、卡叽、贡缎等坯布等。

公司近年来净利润连续亏损。 财务数据显示，

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5063.72万元， 净利润亏损

425.11万元；截至2015年5月底，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09.65万元，净利润亏损262.7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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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2.08万元和6807.62万元， 转让标的对应

评估值为2307.10万元。

华达科捷38%股权拟1.17亿元转让

□本报记者 任明杰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上海

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所持常

州华达科捷光电仪器有限公司38.31%股权，

挂牌价格为11684.55万元。转让方上海科技创

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已经与上市公司巨星科

技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书》，并按照程序进

行此次公开挂牌。

巨星科技入主

根据巨星科技发布的公告，公司与上海

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股权转让

意向书》，拟受让华达科捷38.31%股份。 同

时，公司还与张瓯、张祖立、上海捷麦克进出

口有限公司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书》，拟

受让张瓯持有的常州华达科捷光电仪器有

限公司14.13％股份、 张祖立持有的华达科

捷0.81%股份、 上海捷麦克持有的华达科捷

11.75%股份。

公告显示，评估报告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备案或核准后，目标股权转让进入公开挂牌转

让程序， 双方均应按规定程序和手续操作，直

至完成股权转让的全部手续。

主要财务指标方面， 标的公司华达科捷

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17050.20万元， 营业利

润2469.94万元， 净利润2244.32万元；2015年

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69.85万元，营业

利润573.66万元，净利润486.85万元。

根据评估报告，以2015年3月31日为评估

基准日， 华达科捷净资产账面价值8483.96万

元，评估价值28605.93万元。 转让标的对应评

估值10958.93万元。

加强业务整合

资料显示， 华达科捷是一家以激光应用

技术为基础，为国际手动、电动工具业零售巨

头提供激光投线仪、 激光扫平仪等五金工具

的生产制造企业。 公司目前的主要产品为激

光投线仪及激光扫平仪，产品定位中高端，基

本向欧美市场销售。由于激光投线、激光扫平

仪国内市场尚不成熟， 国内其他企业产品所

用技术和制造方式都比较低端， 公司尚未进

军国内市场。公司是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常

州市重点民营科技企业， 拥有自主的创新与

科研能力。

巨星科技表示， 公司致力于整合国内外

的知名手工具公司，扩大产品和品牌的种类，

提高市场占有率， 深入挖掘现有渠道优势并

扩展更广泛的市场和渠道。 华达科捷在激光

技术和光电一体技术上的积累， 可以和公司

现有产品相结合， 有利于公司在机光电一体

化产品的发展和未来智能工具产品的推出。

借此向华达科捷导入自身现有市场和资本，

对公司未来的产业布局和战略纵深将产生积

极的影响。

丰润牧业1539万元挂牌转让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据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重庆市

黔江区现代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重庆市丰

润牧业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 挂牌价格为

1231.64万元。

资料显示， 丰润牧业注册资本为1580万元，经

营范围包括生猪养殖，销售；饲料、饲料添加剂销售

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等。

主要财务指标方面，标的公司2014年实现营业

收入1605.47万元，净利润亏损467.89万元。

以2014年11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资

产总计账面价值3200.15万元， 评估价值1539.55万

元，净资产账面价值690.10万元，评估价值1539.55

万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1539.55万元。

上海电瓷厂100%股权转让

□

本报记者 任明杰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上海电气

（集团） 总公司拟转让其所持上海电瓷厂100%股

权，挂牌价格为5093.87万元。

资料显示，上海电瓷注册资本为5248.1万元，

业务包括避雷器、熔断器、电瓷、绝缘子、储能保

温箱、防雷保护装置及技术、输配电智能化电器

开关及配套设施的设计开发、制造、检测、销售和

服务等。

主要财务指标方面，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

10301.74万元，净利润483.84万元；2015年一季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05.72万元，净利润亏损373.72

万元。

以2014年8月31日为评估标准日， 公司资产总

计账面价值9817.96万元， 评估价值10203.19万元，

净资产账面价值4708.64万元， 评估价值5093.87万

元。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5093.8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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