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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低效无效资产处置

国电电力密集抛售水电站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北京产权交易所获

悉，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同时转

让旗下庆丰电站、三间房电站、红山电站三

个水电站产权，转让价格均为面议。

公开资料显示，从2014年开始，国电集

团加快了低效无效资产处置，集中发展大型

高效煤电、大型优质水电和风电主业，资产

结构持续优化。

两项目正在建设

庆丰电站位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松花

江一级支流汤旺河下游， 为河床式电站，设

计水头5.42米， 总装机容量为14.32 （4×

3.5+0.32）MW，年利用小时数3312小时，年

平均发电量4744万千瓦时。 电站出线电压等

级为110kV， 一回出线到浩良河变电所，线

路总长约4.5km。

庆丰电站项目概算动态总投资为2.28亿

元。截至2015年7月，项目完成投资额为9051

万元。 电站左六孔闸室底板混凝土已经全部

浇筑完毕，工程淹没及占用林地、土地共163

公顷，林地、土地征用审批工作已全部完成，

正在进行土地证办理工作。 耕地占用税缴纳

及土地证办理工作已相继开展。 庆丰电站无

库区移民， 影响区五户移民均已完成搬迁补

偿工作。

三间房水电站地处牡丹江干流， 流域面

积1.67万平方公里。电站为径流式开发，以发

电为主，兼顾旅游等综合利用功能。电站设计

水头5.9米，装机容量12（4×3）MW� ，多年

平均发电量为4497万千瓦时，年利用小时数

为3748小时。 送出工程以单回35kV输电线

路接入温春变电所，送出线路长7.4km。

三间房水电站项目概算动态总投资为

2.42亿元。 截至2015年7月，项目完成投资额

为1.40亿元。

红山电站前期项目转让

红山水电站枢纽工程位于黑龙江省伊

春市上甘岭区，是汤旺河干流梯级规划中首

批开发的水电站。 项目设计装机0.82万千

瓦，年发电量2285.3万千瓦时,� 年利用小时

为2787小时。红山电站是伊春市上甘岭区重

要的水利枢纽工程,� 项目建成后，除水力发

电外，还将兼顾城市供水、水产养殖以及生

态旅游等功能，成为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项

目之一。

考虑伊春市相关优惠政策后测算工程动

态总投资为2.34亿元。 截至2015年7月，已完

成前期费用投资1760万元。 红山电站已与地

方政府签订供水协议， 年供水量约712万立

方米，水库供水年收益约1000万元，可有效

提高电站效益。

红山电站属于前期项目， 项目现场目前

已完成三通一平、导流明渠开挖等临建工程，

征占林地可研报告也已完成， 待项目公司注

册后可履行审批手续。

上述3个项目均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

支持，能够享有免征、返还部分税收等优惠政

策。其中，三间房水电站还享受电气化项目国

家和政府无偿投资专项资金2000万元，已到

位资金470万元。

对于受让方条件， 国电电力并没有过多

要求。 只须为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或具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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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条件。

加快处置低效无效资产

国电电力是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在资本市

场的直接融资窗口和实施整体改制的平台。

截至2014年底， 公司控股装机容量4083.60

万千瓦， 其中新能源和清洁可再生能源装机

占总装机容量的28.5%。 公司“大火电+大水

电” 布局优势明显，公司清洁能源占比持续

增高。

从2014年开始， 国电集团加快了低效

无效资产处置， 并多次召开座谈会部署低

效资产剥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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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电集团坚定不移地处置低效

无效资产，资产结构持续优化，完成资产处

置44项。

国电集团公司党组书记、 董事长乔保

平在今年年中会议表示， 一要注重投资需

求和投资能力、主业与相关产业、传统发电

与新能源发电的平衡，合理确定开发时序，

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 二是抓好

下半年重点发展工作， 抓住国家协调推进

重大项目建设的机遇，加强沟通协调，尽快

解决项目前期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三

是继续强化投资管控； 四是加快处置低效

无效资产。

国电电力因此成为产权交易所的常客。

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以来，

国电电力下属企业共转让17家公司股权，包

括风电、热电、水电等多种类型公司。未来，国

电电力可能会持续加快对非主业资产及非盈

利资产的剥离。

东方明珠拟出售风行网63%股权

□本报记者 王荣

东方明珠日前公开挂牌转让北京风行

在线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行网” ）

63%股权。 据了解，东方明珠拟让出控股权，

主要是为风行网引入战略投资人。

将引进硬件厂商

此次选择出让控股权，东方明珠除了

要求意向受让方需要净资产不低于人民

币30亿元 （以2014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

告为准）， 最近3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

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15亿元 （以经审

计的财务报告为准）外，还要求意向受让

方要有家庭视听消费类电子产品的研发、

设计、制造能力，而且，在互联网电视业务

领域，意向受让方及其关联企业所有自主

品牌互联网电视终端产品（含机顶盒、一

体机等） 须与转让方的互联网电视集成

播控平台形成对接，在相应平台上的所有

增值服务必须通过转让方的互联网电视

集成播控平台实现。 分析人士指出，这意

味着，东方明珠为风行网引入的战略投资

人很可能是硬件厂商。

对于接盘者，市场传言是兆驰股份。 6月

18日晚，兆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12.36元/

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97亿股， 募集资金

36.71亿元。 其中，东方明珠、上海文广集团、

青岛海尔拟分别认购22亿元、11亿元及3.71

亿元。通过此次增发，东方明珠将成为兆驰股

份第二大股东。 此次兆驰股份募集资金将主

要用于包括高端互联网智能超级电视的研

发；视频、游戏、教育和电商等在内的内容品

台的构建。 东方明珠将与兆驰股份共同聚焦

家庭和个人消费业务， 联手打造互联网电视

生态圈闭环模式。

如果此次兆驰股份再受让风行网， 东方

明珠及上海文广将与兆驰股份有更深的合

作， 也意味着东方明珠并非要放弃对风行网

的控制。分析人士指出，新组建的东方明珠已

经成功构建 “内容生产+终端制造+销售渠

道+平台运营” 全产业链布局，随着公司未来

资源整合的推进，其在人才、技术、内容、版

权、用户、全牌照运营等方面将具备其他上市

公司不可比拟的资源优势。

曾经三度增持

继2012年3月与2013年8月先后入资

3000万美元及3.07亿元后，2015年3月6日，

东方明珠又宣布再度增持旗下互联网视频企

业风行网，交易对价为6462万美元，交易完

成后，将持有82.76%风行股权。

风行网成立于2005年9月，目前用户数

超过9000万， 每日播放文件数超过2700

万， 是当今全球最大的影视点播平台。 不

过，视频行业普遍没有盈利，风行网也不例

外。 2014年风行网营业收入为32713.63万

元，亏损8598.02万元；今年1-5月，风行网

营业收入13904.58万元，亏损5386.1万元。

东方明珠当时曾称， 增强风行网的控股

权和主导权， 主要目的是为上市公司大力发

展互联网电视业务和渠道， 做大互联网电视

平台，打造互联网电视第一入口，提供相关人

才和技术支撑。

昆仑利用拟转让子公司

中石油天然气版图调整不断

□本报记者 汪珺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信息显示，中石油

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拟以1000万元的

价格，转让所持北京昆鹏恒通天然气有限公

司100%股权。

分析人士表示，近来中石油旗下“昆仑

系” 天然气业务整合动作不断，是剥离不盈

利资产回收现金流，还是为下一步板块间的

合并重组作铺垫，值得持续关注。

尚欠昆仑燃气2041万元

北京昆鹏恒通天然气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

年9月，注册资本1000万元，主要经营燃气业务

（富含甲烷的天然气除外），现有职工15人。

2014年标的公司营业收入为零，营业利

润和净利润均为385.9万元；2015年1-5月，

营业收入依然为零，营业利润和净利润均为

亏损99.47万元。 基准日为2014年8月31日的

评估报告显示， 标的公司总资产的账面价值

和评估价值分别为2029.66万元和2628.36万

元， 净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分别为

177.55万元和776.25万元。 转让标的对应评

估值为776.25万元， 转让价格较评估值溢价

28.82％。

标的企业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经济开发区

东区、证号为京通国用（2011出）第012号的

土地，已经取得3年多，因7.8KM进站管道路

未获得政府批复而致使土地闲置。 该土地是

否会面临收回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此外，标

的企业还欠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

2041.531821万元。

对于受让方， 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

限公司要求， 一次性付款并缴纳300万元保

证金，须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不接

受联合受让， 此外受让方需同意代标的企业

向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偿还欠款

2041.531821万元。

调整天然气业务版图

2008年9月1日，中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发布 “关于组建中石油昆仑天然

气利用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通知” 。 昆仑

利用成立的初衷是逐步整合集团公司其

他单位的CNG业务， 成为中国石油从事

CNG业务的专业化公司。昆仑利用曾制定

雄心勃勃的战略目标，拟定在2015年CNG

（压缩天然气） 加气站总量达到2000座，

年销售量超过100亿立方米， 市场份额接

近70％。

为拓展天然气市场， 中石油曾相继组建

了三个“昆仑” ：昆仑能源有限公司、昆仑天

然气利用有限公司、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分别

负责公司的LNG业务、CNG业务、 城市燃气

业务。 但自2012年开始爆发的“中石油腐败

案” ，令“昆仑” 系经历了一场巨大的人事动

荡：2012年， 原昆仑利用总经理陶玉春落马；

2013年，原昆仑能源董事局主席李华林落马。

目前已很难觅得昆仑利用的公开报道。

据悉，尽管昆仑利用尚未在工商登记中注销，

但其主要业务已经划入昆仑燃气管理， 事实

上已经成为昆仑燃气的华南分公司。 剩下的

两个“昆仑”里，昆仑燃气的天然气业务主要

集中在城市燃气板块及CNG业务，昆仑能源

则主要侧重LNG业务。

过去一年来， 昆仑燃气也在不断整合旗

下业务。 2014年，昆仑燃气先后挂牌出售下

属甘肃、广西、山东等地多个子公司；今年5

月，昆仑燃气又以2550万元的价格，拟挂牌

转让所持河南中石油昆仑金源燃气有限公司

51%的股权。

两个“昆仑” 是否要进一步整合？ 一年

前，曾有消息称，中石油有意将昆仑燃气注入

在港股上市的昆仑能源， 组建一家单一的天

然气公司。不过，中石油方面尚未对中国证券

报记者证实此事。

无锡中科微电子研究院近半股权挂牌转让

□本报记者 傅嘉

江苏产权交易所公告显示，江苏中科物

联网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拟以550万元的

价格，转让无锡中科微电子工业技术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48.88%股权，从而实现退出。

江苏中科物联网欲退出

无锡中科微电子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22.88万元， 经营范围

为：集成电路设计及相关产品开发、销售；面

向物联网及相关行业的系统集成产品研发、

销售；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利用自有资产对

外投资。目前，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持有

51.12%股权，江苏中科物联网科技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48.88%股权。

标的公司以射频无线通信芯片和全球卫

星导航芯片作为主要科研和产品开发目标及

突破点，自2010年8月成立以来，逐步完成了

研发团队的扩充和完善， 主要产品开发流程

执行顺利，攻克了多项关键技术难题，在重大

技术上实现了重点突破， 主要产品之一的低

功耗无线通信芯片按计划在2011年内完成

量产，并申请专利8项以上，预期销售额200

万片/年。

根据挂牌公告， 若此次股权成功实现转

让， 江苏中科物联网创投将彻底退出无锡中

科微电子工业技术研究院。

南京中科微电子或接盘

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须在挂牌期间

内按要求递交举牌资料，并于挂牌期满日16

时前按挂牌价的30%向无锡产权交易所有限

公司递交意向受让保证金 （以到账时间为

准）。 若被确定为最终受让方，则该保证金转

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 由无锡产权交易所有

限公司直接支付给转让方。

公告显示，标的企业管理层拟参与此次

收购。 即：标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肖时茂间接

投资的南京中科微电子有限公司拟参与本

次受让。

南京中科微电子表示， 若被确定为受让

人，将不改变标的企业的主营业务，不对标的

企业进行重大重组。

一拖股份溢价3倍转让亏损叉车公司

□本报记者 汪珺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信息显示，一拖股

份拟以3100万元的价格，转让所持一拖（洛

阳）叉车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价格较标

的评估值溢价3.05倍。

一拖（洛阳）叉车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

年1月，注册资本2860万元，主要经营叉车、

拖拉机、发电机组、工程机械及配件的制造、

销售、维修等，现有职工470人。

财务报告显示，一拖（洛阳）叉车有

限公司 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 4461.16万

元， 营业利润和净利润分别亏损1234.52

万元和1158.34万元。 2015年1-5月，实现

营业收入77.51万元， 营业利润和净利润

仍然亏损，分别亏损710.55万元和710.86

万元。

基准日为2014年6月30日的评估报告

显示，一拖（洛阳）叉车有限公司总资产的

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分别为5340.39万元和

7202.58万元， 净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

值分别为-1096.45万元和765.74万元。转让

标的的对应评估值为765.74万元，与3100万

元的转让价格相比， 转让价较评估价溢价3

倍多。

一拖股份是我国最大的专业农用拖

拉机、农用柴油机生产和销售企业。 公司

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89.3亿元和1.68亿元，2015年第一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29.9亿元和

9071万元。

对于受让方，一拖股份要求一次性付款，

缴纳930万元保证金。 此外，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4年6月30日， 标的企业尚欠转让方及其

关联企业债务共计3998.10万元，意向受让方

须代替标的企业偿还该笔债务； 评估基准日

之后新发生的欠转让方及其关联企业债务，

须由意向受让方代替标的企业偿还给转让方

及其关联企业债权人。

华银电力拟转让石煤开采公司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信息显示， 华银电力拟以

17140万元的价格， 转让所持大唐华银怀化石煤资

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煤开采” ）100%股

权及全部债权。标的企业还处于项目前期阶段，暂时

没有营业收入、净利润，却有16606.1万元的债权。

根据挂牌公告，石煤开采成立于2012年7月，注

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主营石煤开采及衍生产品

的开发、生产、销售火力发电等，现有职工3人。

石煤是一种含碳少、发热值低的劣质无烟煤。我

国石煤资源的主要利用途径是石煤发电、 石煤提钒

及用于建材工业。 我国同时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

有石煤资源的国家之一。 湖南省的石煤资源优势明

显，其中怀化市的石煤储量高达83.6亿吨，约占湖南

省的1/2。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煤价上涨，石煤开

采的经济价值凸显，但也导致许多非法开采、安全事

故等。 随着煤炭“黄金十年” 的消逝，以及国家打击

各种无证、非法开采石煤行为，石煤开采的生意已经

不再诱人。 石煤开采2014年全年和2015年1-6月均

没有实现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 挂牌公告称，2012

年10月、12月和2015年6月，标的企业土洞井田石煤

露天矿工程、 五氧化二钒工程和石煤资源综合利用

发电项目相继获得湖南省发改委核准， 但由于标的

企业处于项目前期阶段，所以无营业收入、净利润等

财务数据。

基准日为2014年7月31日的评估报告显示，石

煤开采总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分别为

18606.1万元和17131.35万元，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和评估价值分别为2000万元和525.25万元。 转让

标的对应评估值为17131.35万元，根据公告，这一

价格包含了533.9万元的股权挂牌价格和16606.1

万元的债权挂牌价格。 （汪珺）

沪总企业拟退出和润置业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西安和润

置业有限公司49%股权及转让方对和润置业1.84亿

元债权打包转让，挂牌价为2.08亿元，转让方为上海

沪总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和润置业成立于2010年，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 转让方上海

沪总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49%股权， 上海舜

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33%股权， 西安印象工贸

有限公司持有10%股权，唐和平持有8%股权。

合润置业近年来连续亏损，2014年和今年前

4个月分别亏损 550.75万元和 156.86万元。 以

2014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合润置业净资

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分别为2661.15万元和

5045.76万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2472.42万

元。 （欧阳春香）

南纺融资担保大股东拟退出

广州产权交易所公告显示， 广东西樵轻纺城有

限公司拟转让所持广东南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35%

股权。

广东南纺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

亿人民币， 广东西樵轻纺城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35%，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财务数据显示，南纺融

资担保2014年收入187万元， 净利润127万元；今

年上半年，实现收入126万元，净利润45万元；公

司总资产1.04亿元。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3594.61

万元。

根据公告，意向受让方须为我国境内注册成立、

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或联合体（联合体需提供联合

协议），且意向受让方需满足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及广东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关于受让金融

性担保公司股权的条件要求。（傅嘉）

中空能源30%股权寻买家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中国空分

设备有限公司公开挂牌转让中空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30.06%股权，挂牌价为2092.35万元。

中空能源设备公司注册资本为8000万元，经

营范围包括：承包空分设备、低温液化及储运设备、

环保设备成套工程；上述工程和设备的设计、咨询、

制造、销售、施工、监理和技术服务；承包境外机电

工程等。

转让方中国空分设备有限公司持有标的公司

36.25%股权， 常州盈得气体有限公司持有15%股

权，浙江欧钛能源有限公司持有11.25%股权，其他4

家公司及3个自然人持有37.5%股权。

标的公司近年来连续亏损，2014年实现营业

收入2457.65万元，净利润亏损1320.86万元，今年

前5个月营业收入、 净利润分别为1116.74万元和

-359.71万元。 以2014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标的公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分别为

5969.28万元和6950.3万元，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

为2089.43万元。 （欧阳春香）

华盛保险经纪公司挂牌出售

北京产权交易所日前公告称，罗旭、周家红、沈

阳星海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拟以1200万元出让其

持有的辽宁华盛保险经纪有限公司100%股权。

华盛保险2003年设立，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万元，主营为：在全国区域内（港澳台除外）为

投保人拟定投保方案，选择保险人，办理投保手续，

协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进行索赔； 再保险经纪业

务；为委托人提供防灾、防损或风险评估、风险管理

咨询服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目前公司

在岗员工9人。

转让公告要求， 意向受让方应为依法成立并有

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

人；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具有良好的

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条件。（王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