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产权交易所 北京产权交易所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www.cbex.com.cn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010-66295546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先生 联系电话：

021-61213011

*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关于征集会员单位的

公告

为实现产权资本与体育产业的深度融合， 加快体育产业资源的快速流

转、优化配置，充分发挥体育产业内外所有相关从业单位或意向合作单位及

个人的优势，共同建设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竞争、有序的生态化、开放化体

育发展环境，北京产权交易所与北京华奥星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建的体育

产业资源交易平台现公开征集体育平台会员单位。

体育平台诚邀各界精英一起，为体育领域提供产业规划、设计、咨询、代

理、投融资、人才服务以及其他各类增值服务，满足市场需求，助力体育产业

发展。

详情请登陆北交所或体育平台网站。

联系人： 蒋海东 010-66295650� 15010900183� � hdjiang@cbex.com.

cn

2015CKF功夫王者联盟系列赛事招商意向公告

受CKF功夫王者联盟(澳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KF功夫王者联盟” )委

托， 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为CKF功夫王者联盟系列赛事商业权益公开招

商，所有权益以挂牌内容为准。

CKF中国功夫搏击联赛自2013年7月在CCTV5《武林大会》栏目开播，

收视率跃升至0.35%以上，周播保有500万户。 名列CCTV5各大栏目前茅(含：

《篮球公园》、《足球之夜》、《赛车时代》、《冠军中国》、《谁是球王》、《体育

人间》等)。 优酷点击播放累计突破6300万人次，综合评分高达9.1。 CKF已成

为中国功夫搏击(MMA)运动的第一品牌。

此次CKF功夫王者联盟精心打造了2015CKF中国功夫搏击联赛 (第四

届)、2015CKF中外对抗赛和2015CKF国际搏击快乐季等系列赛事，已形成一

个多层次的赛事体系。开创了互联网+CCTV的全媒体联播平台。为广大的中

国武术爱好者们带来更加专业、精彩的比赛，更为赞助商带来更加丰厚的价

值回报。

详细内容请登录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网站查询。

欢迎社会各界来电垂询。

联系人：

范雪威 15910649093� fanxw@sports.cn

吴昊天010-83143006� htwu@cbex.com.cn

平台网址：sports.cbex.com.cn/

北京·昌平山水林间骑游活动暨第二十六届

杨桂林家庭自行车嘉年华招商挂牌公告

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对北京·昌平山水林间骑游活动暨第二十六届杨

桂林家庭自行车嘉年华公开征集独家冠名赞助商、 单项冠名指定赞助商、赞

助单位。

1984年10月在北京昌平举办了“首届杨桂林家庭自行车邀请赛” 。 此项

比赛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北京市体育局、昌平区人民政

府、 成都市体育局等部门的支持及辅导下，2015年9月26日将在北京昌平举

办第26届杨桂林家庭自行车嘉年华。比赛是中国唯一由家庭发起并组织的比

赛、中国自行车界最高届数的比赛。 权益以挂牌内容为准。

联系人：

邓 宇 13810577698� � � dengy@sports.cn

张娅迪 010-66295683� � � ydzhang@cbex.com.cn

拍卖公告

受攀枝花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于2015年10月12日10时00分， 通过北京产

权交易所指定的网络竞价平台，以网络竞价方式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腾冲腾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所属的位于云南省腾冲县腾

越镇观音塘社区玉泉小区2号、3号的商业、住宅、车库在建工程房地产。 建筑

面积40609.77平方米及其所分摊土地使用面积14003.39平方米，建筑装饰装

修面积15174.67平方米。 参考价：30767.72万元， 保证金：200万元。

二、拍卖地点：攀枝花市新开源拍卖公司拍卖大厅（攀枝花市仁和区迤沙

拉大道577号，新开源二手车市场三楼），（竞买人可到拍卖现场，亦可通过互

联网参与竞价）。

三、展示时间及地点：09月21日起至10月09日止，在标的物所在地展示。

四、办理竞买手续事宜：

1、竞买人于2015年10月09日16时前将保证金缴纳指定账户（保证金以

到账时间为准）：（账户户名：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业银

行攀枝花炳草岗支行，银行账号：2213� 2101� 0400� 09505）

2、竞买人于2015年10月09日17时前凭保证金付款凭证在攀枝花市新开

源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或北京产权交易所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对审核通过的竞

买人凭北京产权交易所发放的竞买帐号登录指定系统参与竞价。

3、标的的税、费缴纳及瑕疵等相关问题到攀枝花市新开源拍卖有限公司

或北京产权交易所咨询。

4、标的的当事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其他优先权人如参加竞

买，请按本公告规定的事项、条件、时间，办理竞买登记、缴纳保证金、参加拍

卖会，逾期视为放弃其相关权利。

五、特别事项说明：

1、上述资产按现状拍卖，本次购买应交纳税费及相关资料、文件，按法律

规定交纳、办理。

2、涉及标的当事人和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须按上述要求办理竞买

报名手续，并于拍卖会当日参加竞买，否则视为弃权。

六、联系方式：

（一）攀枝花市新开源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12-3340595� � 13808140028� � �董先生

（二）北京中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联系电话：13438131108� �夏女士

（三）四川天府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18982067980� �刘女士

（四）北京产权交易所

联系电话： 18581842375� �陈女士

详细信息可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 及“北

京产权交易所网站(� www.cbex.com.cn)” 查询。

项目编号：CF15GJ000154

项目名称：武汉钢电股份有限公司2787.5万股股份

项目概况：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99153.03万元。

经营范围：发电、供电。 兼营治金原材料及副产品、金属材料、机械、电器

成套设备、五金交电、电器机械及器材批发兼零售；发电、供电、冶金废次资源

的综合开发。 （主兼营中国家有专项的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评估价值：人民币4530.3万元。

挂牌价格：人民币1951.25万元。

挂牌期限：2015年9月21日至2015年10月22日。

详情见北金所网站www.cfae.cn。

交易所联系人：程先生：010-57896517；苏先生：010-57896538。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15BJ1006830

昌吉市雪羚生物

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51%股权

5675.8 1493.12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

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生物技术

推广服务；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牲畜的饲养（奶牛除外）；饲料作

物的种植；牛羊皮、毛的收购、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进出口项目除外）#。

765.000000

G315BJ1006831

北京北方专用车

新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40%股权

1197.76 199.75

注册资本：200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汽车（仅限商用车及九座以

上乘用车）、汽车配件、机械设备及配件、机电产品及配件、五金

交电、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仪器仪表；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79.900000

G315BJ1006692-2

驻马店市弘毅实

业有限公司100%

股权

8935.12 8920.12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及化工原料（不含危

险化学品）销售等。

10398.000000

G315BJ1006828

山西晋东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20%

股权

77976.08 71594.31

注册资本：63000万元 经营范围：煤炭勘查、开发、洗选的投资

等。

14318.862000

G315BJ1006829

上海民航置业有

限公司35%股权

99364.52 97249.21

注册资本：14182.4761万元 经营范围： 在受让地块内从事房地

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及配套服务设施的开发经营，停车场收

费，大型饭店（含熟食卤味）、客房、咖啡馆、酒吧、公共浴室、美

容、游艺室（健身房）、游泳池、迪斯科舞厅、卡拉喔凯包房、本经

营场所从事卷烟、雪茄烟的零售（限附属华美达大酒店经营），

附设分支机构。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34037.230000

*G315BJ1006827

葛洲坝伟业（湖

北）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55%股权

/ 1289.04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在全国区域内（港、澳、台除

外）为投保人拟订投保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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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至2017年4月27日）

710.000000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15BJ1006661-2

河南中石油昆仑

金源燃气有限公

司51%股权

4238.89 4224.63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天然气加气站的投资，天然气

城市气化的投资，压缩天然气汽车改装的投资；与压缩天然气相

关的技术咨询及服务；销售：天然气加气设备及零部件。

2154.561300

G315BJ1006824

嫩江绿芳化工有

限公司100%股权

/ 837.98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在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生产销

售农药。 生产销售水溶肥料、种子包衣剂。（需要取得许可证或

批准文件的经营项目在取得许可证或批准文件后方可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37.980000

G315BJ1006826

廊坊开新城市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

51%股权

280457.62 97036.7 注册资本：68545.349万元 经营范围：城市建设用地开发整理等。 49488.720000

*G315BJ1006825

北京航天空间文

化有限公司40%

股权

/ 50.14

注册资本：5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技术开

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文化用品、电子产品；电脑动画设计。（未取得行政

许可的项目除外）

21.000000

GR2015BJ1001096

运城市夏县新建

北路晋新双鹤印

刷包材车间院落

内和培训楼院落

内的房屋建筑物

类固定资产

/ 1257.340000

转让资产为山西晋新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运城市夏县

新建北路晋新双鹤印刷包材车间院落内和培训楼院落内的房屋

建筑物类固定资产

1257.340000

GR2015BJ1001095

中国交通物资有

限公司454,464,

700.00元资金债

权

/ 45446.470000

转让资产为中国交通物资有限公司拥有的中国交通物资有限公

司454,464,700.00元资金债权

45446.470000

股票代码：

002769

股票简称：普路通 公告编号：

2015-27

号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1、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半年度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获 2015�年 9�月 10�日召开的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已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2、本次转增股本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和转增股本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1、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4,0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

转增10股，共计转增股本74,000,000�股，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48,000,

000�股。

2、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红。

3、本次转增股本的资本公积金来源于股本溢价所形成，不涉及扣税。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9月24日

2、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9月2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9月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五、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法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份于2015年9月25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

（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

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六、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5年9月25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48,000,000�股。股本结构变动

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5,500,000 75% 55,500,000 55,500,000 111,000,000 75%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其他内资持股 55,500,000 75% 55,500,000 55,500,000 111,000,000 75%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16,481,164 22.27% 16,481,164 16,481,164 32,962,328 22.27%

境内自然人持股 39,018,836 52.73% 39,018,836 39,018,836 78,037,672 52.7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8,500,000 25% 18,500,000 18,500,000 37,000,00 25%

1、人民币普通股 18,500,000 25% 18,500,000 18,500,000 37,000,00 25%

2、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4、其他

三、股份总数 74,000,000 100% 74,000,000 74,000,000 148,000,000 100%

八、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148,000,000股摊薄计算，2015年半年度，每股净

收益为0.7146元。

九、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A栋21楼公司证券事务办

公室

咨询联系人：倪伟雄

咨询电话：0755-82874201

咨询传真：0755-82874231

十、备查文件：

1、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

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8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http://www.cquae.com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

101

号交易大厦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电话：（

023

）

02363622638

、

02363622380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15CQ1001638

浙江航天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

司51%股权

/ 14755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经营范围:�经营增值电信业务（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

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5月29日），支付业务（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支付业务许可证》有效

期至2017年6月26日）。 计算机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期货、证券咨询），电子充值券（缴费券）

的销售。 （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评估净资产为14755万元，该

51%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协议或竞价转让。 联系方式：鹤先生 18610612559

15000

G315CQ1001625-2

云南浩鑫铝箔有限公司13.08%

股权

75803.14 67347.96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9564.32万元，经营范围:�生产7微米或薄于7微米规格的铝箔、光箔衬纸产品及其

他铝箔产品，并销售公司自产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经评估

总资产75803.14万元，净资产为67347.96万元，该13.08%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协议或竞价转让。 联

系方式：鹤先生 18610612559

7928.208

G315CQ1001636

重庆重邮信科（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0万股股份(持股比例

2.73%)

40933.81 2343.67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7326.538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通信系统、通信设备及应用软件技术开发；通信技术咨询

服务；销售通信设备（不含发射和接收设备）、仪器仪表、计算机。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方式：（010）

51085023-8005

1053.52

G315CQ1001637

重庆卡马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15%股权

10285.64 9139.25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1424.72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制造、销售摩托车零部件、汽车零部件（不含摩托车、汽车

发动机的制造）、家用机械、普通机械、电器机械、仪表、电线电缆及其零部件；提供以上经营项目的售后服务

及技术咨询，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公司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部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

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方式：（010）

51085023-8005

171.96

G315CQ1001635

四川攀钢华益房地产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4558.52443万元债

权

1551.54 -3019.62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14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

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 联系方式：（010）51085023-8006

7000

G315CQ1001632

重庆瀚语图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40%股权

64.87 56.39

注册资本30万元、经营项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招牌、字牌、灯箱广告，计算机平面设计等、联系方式：杨捷

023-63621719、陈勇023-63622738

22.556

G315CQ1001634

重庆新课堂教育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75%股权

771.38 196.63

注册资本100万元、经营项目为中国公民出国定居、探亲、访友、继承财产和其他非公务活动提供信息介绍、

法律咨询、沟通联系、境外安排、鉴证申办基线管的服务（按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文化艺术

交流；设计、制作、销售文化用品、玩具、工艺美术品（以上法律范围，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

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联系方式：杨捷023-63621719、陈勇023-63622738

147.4725

渝北区龙溪街道红石路126号亚太大厦AB幢A-8-5房产项目竞价公告 标的位于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红石路126号亚太大厦AB幢A-8-5房产，建成年代2004年，房地证编号：201房地证2005字第30752号，土地使用权类型：

出让，土地用途：住宅用地，土地使用面积：7.53㎡，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2045年6月23日，房屋结构：钢混，房屋用途：住宅，楼层：第8层（共18层），房屋建筑面积：102.76㎡，套内建筑面积：88.56㎡。 该项目经评估值为人民币53.23

万元，按现状以不低于53.23万元竞价转让。 其他披露事项等产权转让相关详情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cquae.com)公告。 联系电话：023-63623095唐先生

内蒙古自治区额齐纳旗乔伦恩格次金银多金属矿等3处探矿权 标的分别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旗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 探矿权人： 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 探矿权证号分别为：

T15520101102042706、T15520101102042708、T15520101102042733，勘查面积分别为83.32、83.34、24.87平方公里，有限期限分别为：2013年9月22日至2015年9月21日、2014年11月15日至2016年11月14日，矿种分别为：铅、

锌；金、银。 转让探矿权无担保、抵押、质押等情形，矿产无查封、扣押、司法拍卖等情形，无正在进行的重大诉讼、仲裁和其他行政程序，无已签署和正在签署的对矿权价值有重大影响或与矿权主营业务相关的合同或协议。 经乌鲁木

齐西源矿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评估，3处探矿权评估值合计：2989.1万元。 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3020万元整体协议或竞价转让3处探矿权，保证金906万元。 欲了解以上项目详情，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

cquae.com，并到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报名手续。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方式：010-51085023转8005、18623330833�报名（文件快递）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1室

云南省思茅市南屏镇小庙尖山等8处林地使用权及地上林木所有权 标的系位于思茅市南屏镇小庙尖山等8处林地使用权及地上林木所有权，有林地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证，其中编号G104、G103地块无《林木所有权证》，无抵押、

无质押、无租赁，证载林地面积合计86383亩，林地类型主要为用材林，主要树种为思茅松。 核查面积系引用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思茅红塔木业有限公司清算所涉及森林资源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和评报

字（2014）第KMF1014号】，数据仅供参考。 拟按现状整体以不低于挂牌价14173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保证金4000万元。 欲了解以上项目详情，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并到重庆联合产权交易

所办理报名手续。 报名电话：010-51085023-8009、18610612559�鹤先生。 报名（文件快递）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1室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

四川巴蜀江油燃煤发电有限公司33#、34#机凝汽器胶球清洗装置等废旧机器设备一批 转让标的系四川巴蜀江油燃煤发电有限公司33#、34#机凝汽器胶球清洗装置等废旧机器设备一批。 标的明细以《实物资产转让清单》为参

考，资产完整性以实物现状为准，《实物资产转让清单》以外的资产不在本次转让范围内；标的评估值56.53万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56.53万元整体竞价转让。 受让方资格条件和与转让相关的其他条件、及其他披露事项等产

权转让相关详情请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cquae.com）公告。 联系电话：18623069884��景先生

泸州宏鑫包装有限公司增资200万元 融资方泸州宏鑫包装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印刷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年11月23日）；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酒类产品）（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

期至2017年2月6日止）。 生产、销售：包装材料；销售：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评估总资产2256.46万元,净资产为938.02万元，现拟协

议或竞价对融资方泸州宏鑫包装有限公司增资200万元，挂牌价为200万元。

增资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请详见网站(www.cquae.com)公告。 联系方式：唐先生 023-63623095

证券代码：

600189

证券简称：吉林森工 编号：临

2015-046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8月24日披露了《吉林森林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停牌公告》。因本公司拟对关联方企业出资参股，同时向关联方企

业出售资产，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该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

组。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

自2015年8月24日起停牌不超过30日。

截止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近日正在组织相关中介机构有序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法律等

方面工作。有关各方对重组方案及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事项正在进一步协商沟通中。停牌期间，公

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

进展情况，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

特此公告。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45

证券简称：金浦钛业 公告编号：

2015－079

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吉林金浦钛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目前各项工作正

在积极有序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介机构牵头单位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因募集资金

拟投资项目涉及新设融资租赁公司及商业保理公司, 上述两个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商

业保理公司的经营资质现场审查工作已完成， 融资租赁公司相关经营资质手续正在核准过程中，

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金浦钛业，股票代码：000545）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

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股票代码：

000042.SZ

公告编号：

2015-103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029号文核准，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13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13亿元，为3年期品种，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5.50%-6.50%，票面

利率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利率询价结果在预设利率区间内协商

确定。

2015年9月18日，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

据网下机构投资者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协商一致，最终确定本

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6.30%。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15年9月21日和2015年9月22日面向合格投资者网下

发行，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见2015年9月1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深交所网站（http://www.

szse.com.cn）上的《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21日

江西省海济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增资扩股公开挂牌征集意向投资者

江西省海济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海济公司”或“公司” ）拟通过江西省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

牌交易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为实现“新三板” 挂牌做好准备，现特向社会公开征集投资者。

海济公司是我省第一家获得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的具有融资租赁资质的公司。 公司股东为

江西省招标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和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 有限公司， 分别占股51%和

49%，注册资本人民币2亿元，实收资本2亿元。 2014年底公司总资产42,723.88万元，2014年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3,259.98万元，实现利润总额1,602.91万元。 2015年6月30日，公司净资产20669.37万元。

海济公司主营融资租赁业务,目前已形成了医疗设备、大型企业、政府公益事业和民营中小企业

设备融资租赁四大业务板块。 公司2007年改制运营以来，一直盈利，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保持在10%以

上。

为实现“新三板” 挂牌，海济公司拟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2亿元增至4亿元，其中：新

引入战略投资者2-3个，合计占总股本的48%；实行骨干员工持股，持股比例约占总股本的2%。 本次增

资扩股后，现有第一、第二大股东地位保持不变，即新增单一投资人或同一实际控制人名下的多个投

资人合计持有标的企业的股权比例不高于24%。

欢迎对融资租赁业有一定认知度，特别是所从事业务与融资租赁业有协同、支撑作用、信誉好、实

力强的投资者参与投资洽谈。

以上信息仅为向社会征集意向投资者之用，最后实施方案待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完成后，结合投

资者意向，再行制订，并在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后另行发布。

联系人：江西省海济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詹志勇

联系电话：0791-86201703；13576081179

江西省海济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9月16日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本次公告(2015-173)仅反映投

资账户截止 2015 年 9 月 17 日的投

资单位价格, 下一公告日为 2015 年

9 月 22 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

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

及公司网站公告， 如遇节假日则顺

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寿全国服务电

话：4008-838-838�或登陆公司网

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

cn。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优势领航投资账户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18.25480�

19.42497�

29.93363�

13.43852�

10.21564�

12.48631�

10.50137�

12.89703�

8.39136�

6.13461�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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