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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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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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产权交易所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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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16BJ1007126

上海东嘉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100%股权

9581.04 753.63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

车、汽车零部件、机电设备销售等。

753.630000

G316BJ1007127

北票市盛祺矿

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人

民币2393.59万

元债权

71438.14 69121.61

注册资本：1428.57万元 经营范围：金矿石收购、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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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603.040000

SW1603BJ00021

(GR2016BJ1000510)

国电石横发电

有限公司部分

报废资产

/ 222.470000

转让资产为【国电石横发电有限公司】拥有的【国电石

横发电有限公司部分报废资产】

222.4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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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2016BJ1000380-2 京N7TZ01 / 56.718

中铁资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宝马WBAYE410

(京N7TZ01)�一辆对外转让。

56.718

GR2016BJ1000512

中国国际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持

有的报废电子

产品、家具等资

产一批

/ 0.2868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所持有的报

废电子产品、家具等资产一批对外转让。

0.2868

GR2015BJ1001910-4

中国国电集团

公司南方分公

司处置的办公

设备资产

/ /

该批标的报废固定资产为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打印

机等办公设备，目前存放于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0.4095

2016

年中欧全明星足球嘉年华

招商挂牌公告

体育平台为2016年中欧全明星足球嘉年华招商项目公开征集意向合作

方。

2016年4月17日，中欧足球嘉年华盛大开幕，欧冠全明星足球队VS“伯

乐计划” 中国明星队，此番AC米兰历史上第一次携手国际米兰共同征战，欧

冠明星队将由萨内蒂、马尔蒂尼、舍甫琴科、维埃里、塞尔吉尼奥等人组成，

中国明星队将由范志毅和李彦领衔， 另外还将由演艺界人士曾志伟、 谭咏

麟、黄日华等人加盟。 本次的赛事由上海驰骋体育经纪有限公司主办，上海

足协、上海旭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协办。

此次比赛将会由CCTV-5和上海五星体育直播， 届时将成为各大媒体

体育板块的关注焦点，3月3日新闻发布会已经召开，网易、搜狐、新浪、爱奇

艺等知名媒体网站进行了专题报道。

详细内容请登录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网站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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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产权交易所

变卖公告

受攀枝花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于2016年05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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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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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不影响酒店运行功能好办理过户手续前提下， 可分拆变卖）。 参考价：

21414.33312万元， 保证金：1100万元。

二、变卖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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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买人可到变卖现场，亦可通

过互联网参与竞价）。

三、展示时间及地点：2016年03月21日起至2016年05月17日止，在标的

物所在地展示。

四、办理应买手续事宜：

1、应买人于2016年05月17日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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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买人于2016年05月17日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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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卖登记手续, 对审核通过

的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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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拍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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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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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变

卖会，逾期视为放弃其相关权利。

五、特别事项说明：

1、变卖公告发布后，有两个及以上应买人报名的，变卖将以公开竞价变

卖会的形式进行；若低于两个应买人登记的，则采用转让的方式进行变卖。

2、上述资产按现状应卖，本次变卖应交纳税费及相关资料、文件，按法

律规定交纳、办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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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名手续，并于变卖会当日参加变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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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枝花市新开源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中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四川天府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03月21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

2016

年

第

2016010

号拍卖公告

北京瑞平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产权单位委托，北京瑞平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将于2016年4月6日上

午10：30对首钢总公司运输、铁区管理处20台混铁车资产进行公开拍卖。

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预展时间：2016年3月23日至3月24日 （首钢厂东门华夏银行门口集

合）

拍卖地点：北京市顺义区府前街56号院1号楼2层2-214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的程序：

有意竞买者须于2016年4月5日下午14:00时前将拍卖保证金人民币壹

佰伍拾万元整汇入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同

时于当日持有效身份证明到北京产权交易所办理受让登记手续， 经北交所

确认具有竞买资格的竞买人， 携带北京产权交易所开具的保证金收据及有

效证件到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拍卖公司咨询电话：13811379776� �联系人：赵先生

拍卖公司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府前街56号院1号楼2层2-214

北交所咨询电话：010-66295555� �联系人：徐先生

北交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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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9)仅反映投资

账户截止 2016 年 3 月 17 日的投资

单位价格, 下一公告日为 2016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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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912

19.78731

29.52013

13.66100

10.38077

12.93996

10.45552

13.18221

8.94260

� 5.62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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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

002735

股票简称：王子新材 公告编号：

2016-004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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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相关重大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

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6年3月14日开市起停牌,并于同日发布了《重

大事项停牌公告》。

目前，公司筹划的相关重大事项为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公司股票（股票简称：王子新材，股票代码：002735）自2016年3月21

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有明确进展后，公司将及时予以公告。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的媒体披露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073

证券简称：软控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23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2016�年2月15日出具的《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60107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的要求，软控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6年3月10日在证监会指定网站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的公告》，并向证监会报送了反馈意见回复材料。现根据公司的实际

情况，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了修订，《软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

回复（修订稿）》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373

证券简称：千方科技 公告编号：

2016-037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华泰联

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 ）出具的《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函》。 原持续督导

保荐代表人王正航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 自2016年3月17日将不再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工

作。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华泰联合现委派保荐代表人李金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自

2016年3月18日起接替王正航先生继续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为李金虎先生、白岚先生，持续督导责任截止至

2016年 12月31日。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1日

附：李金虎先生简历

李金虎先生，华泰联合证券董事，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参与或负责投行

项目主要有：万邦达、金利科技、中亦科技等IPO项目，以及伊利股份、林州重机、安徽水利等再融资

项目。

证券代码：

000736

证券简称：中房地产 公告编号：

2016-26

债券代码：

112263

债券简称：

15

中房债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中房地产，股票代码：000736）自2016年2

月22日开市起停牌。 2016年2月29日，因明确该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发布了《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15），公司股票自2016年2月2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已分

别于3月7日、3月14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17、2016-18）。

目前，有关各方在继续研究论证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进

行中。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

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本次重组事项进展情况，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法律法

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

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

000725

证券简称：京东方

A

公告编号：

2016-024

证券代码：

200725

证券简称：京东方

B

公告编号：

2016-024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在中国境内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

额不超过100亿元（含100亿元）的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469号文

核准，首期基础发行规模50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50亿元（含50亿元）。首期债券的期限为5年，债券

存续期第3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2016年3月18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网下向合格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利率询价区间为

2.80%-4.00%。 根据网下向合格投资者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

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3.15%，发行规模为100亿元。

本期债券仅采取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的发行方式。 发行人将按上述

票面利率于2016年3月21日至2016年3月22日面向合格投资者网下发行，具体认购方式请参见2016年

3月17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大公报》、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的《京东方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发行公告》（公告编号：

2016-021）。

特此公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票面利率公告》之盖章页）

发行人：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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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002586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26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5年9月

23日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聘请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向中国证监会

报送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并于2015年11月20日获受理。 中国证监会在审

查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报告》的行政许可申请过程中，因本公司拟变更保

荐机构原因于2016年3月10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2016年3月18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2016]

237号），决定终止对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本公司将于聘请新的保荐机构后再次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

请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86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27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机构

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2月完成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事宜，公司聘请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 ）担任公司

2014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 因公

司前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信达证券对公司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仍履行持续督

导义务。

2016年3月20日，公司聘请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 ）担任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并签署了《保荐协议》和《承销协议》。 根据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

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

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因此，信达证券未完成的对公司2014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浙商证券承接。 浙商证券已委派保荐代表人郭峰先生

和罗云翔先生负责公司具体的保荐工作。 保荐代表人郭峰先生和罗云翔先生简历见附

件。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附件：新保荐机构与保荐代表人简介

1、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杭大路1号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业务简介：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

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

中间介绍业务

2、保荐代表人简介

郭峰：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和保荐代表人资格，曾负责或参与安纳达2011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向日葵2012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锦龙股份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等项目，具

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

罗云翔：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和保荐代表人资格，注册会计师，曾负责或参与江特电机

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三川股份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兴源环境2015年重大资产重

组等项目，具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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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16CQ1001694

江苏帕洛阿尔托环保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17.39%股权

941.34 939.90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1150元。经营范围：环保新产品的技术研发；HDS水动力分离装置、水处理设备、水工金属

结构、垃圾渗滤液处理设备、污物分离及浓缩设备的制造、销售；环保设备、通用机械设备及配件、五金、塑料

异型材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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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

023-63622738��18983368896（陈先生）

023-63622182（郑先生）

218.375

G316CQ1001693

重庆六零七建材有限公司65%

股权

4340.15 4304.89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 销售矿产品 （国家有专项管理规定的产品除外）。 联系方式: 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熊靛楠023-63606252,18680845183

2798.18

G315CQ1001669-3

重庆市永川区佳和自来水有限

责任公司10%股权 830.99

746.64 注册资本350万元、经营项目：自来水生产、销售；联系方式：023-49820073 44.3545

G316CQ1001691-2

重庆远达催化剂综合利用有限

公司45%股权

99.82 99.82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经营项目:�催化剂及其原材料粉体的研发、设计、回收、储存、再生、处理、提

炼、检测、综合利用及其副产物的利用、销售；再生催化剂研发、设计、制造、检测、销售；催化剂再生技术服

务；货物进出口等业务。

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方式023-63622508

44.919

G316CQ1001692

西安博润泰兴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100%股权及转让方享有的

12057万元权益

25291.14 13234.14

房地产、高新技术、工程项目、文化旅游、商业服务、农业产业投资及投资管理咨询；对能源、交通、科技行业

的投资及投资管理咨询；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化工产品、日用百货、金属矿产品、机械电器设备、建筑

材料、装饰材料、金属材料、橡胶制品、木材、家具、钢材、水泥、高速公路设施设备的销售：室内外装饰装修工

程的设计、施工；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生物技术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承办展览展销；汽车零配件的加工、生产、销售；汽车相关信息的咨询服务。

26533.51

G315CQ1001667-2

国投云南风电有限公司10%股

权

/ 18930.72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8500万元，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风力、太阳能发电项目投资、建设及项目管

理；风力、光伏发电技术开发咨询、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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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徐先生，13627655767

1703.7648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青山变速器分公司剃齿机、铣床等一批废旧设备

标的1：剃齿机、铣床等废旧设备一批，评估值347.19162万元，挂牌价312.5万元，保证金30万元；标的2：钻床清洗机等废旧设备一批，评估值149.79088万元，挂牌价135万元，保证金14万元；标的3：搬运车普通车床等废旧设备一批，

评估值15.519646万元，挂牌价14万元，保证金1.5万元。 标的4：天然气锅炉一台，评估值26.01453万元，挂牌价23.5万元，保证金2.5万元。 以上标的详见清单，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公开分零竞价转让。 特别告知等详见网站公

告（www.cquae.com）。 报名电话：18623330833���颜珂（节假日除外） 查看标的联系电话：18623624407��罗女士 报名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2楼

四川广安众信杆塔有限公司25%股权转让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1600万元，经营项目:�电杆生产、销售；预制构件生产、销售；机电设备、水管、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建材批发、零售；汽车配运、货运。 经评估净资产为人民币4120万元。 该25%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1030万元协

议或竞价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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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023-63622508���刘女士

重庆市舜天西投实业有限公司破产资产

受重庆舜天西投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定于4月7日14:00开始对以下标的按现状依法在重庆联交所以互联网竞价方式公开分零拍卖，公告如下：一、本次拍卖标的物（以下简称标的物）：1、债权-城口县大巴山环保服务公司渣

场款，拍卖保留价：114.304万元，竞买保证金：11万元。 2、舜天西投所享有的高燕孙家坝110KVA变电站中40.8%，即44.88KVA、电负荷2.819万KW，拍卖保留价：962.3616万元，竞买保证金：96万元。 3、机器设备和电子设备（设

备详情附后），拍卖保留价：0.44352万元，竞买保证金：0.04万元。 4、债权———城口县东联铁合金有限公司借款及利息等和对外股权投资权益———城口县东联铁合金有限公司，股权比例为70%，拍卖保留价：880.837809万元，竞买

保证金：88万元。 5、债权———重庆市城口县恒源铁合金有限公司借款及利息等和对外股权投资权益———重庆市城口县恒源铁合金有限公司往来款，股权比例为85%，拍卖保留价：616.824863万元，竞买保证金：62万元。 6、债

权———城口县金盛裕铁合金有限公司借款及利息等和对外股权投资权益———城口县金盛裕铁合金有限公司，股权比例为80%，拍卖保留价：854.071834万元，竞买保证金：85万元。 7、债权———城口县通利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借

款及利息等和对外股权投资权益———城口县通利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比例为：80%，拍卖保留价：1768.12158万元，竞买保证金：177万元。 8、债权———重庆市城口县平风锰矿有限公司借款及利息等和对外股权投资权

益———重庆市城口县平风锰矿有限公司，股权比例为：75%，拍卖保留价：818.052872万元，竞买保证金：82万元。 二、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标的物所在地现场展示。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人可通过线上（通

过互联网方式）或线下（到重庆联交所）两种方式报名，竞买人应在4月5日（到账为准）前将保证金缴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联付通账户，并于4月6日（法定工作时间）前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签订竞买协议等）方可取得竞买

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其他详细事宜请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联系电话及联系人：023-63622130??63625166??彭老师QQ：774056784重庆联交所地址：渝中区民族路101号交易大厦5楼 管理人电话：

黄程 13983716708��曹勇 13752914831�市高院监督电话：023-67673247??67673497���6年3月18�日

广安思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100%股权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经营项目:�人才中介服务、职业中介、建筑劳务分包。 经评估总资产为人民币126.60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89.58万元。 该100%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89.58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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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023-63622508���刘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