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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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千信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100%股权

-- 92855

标的企业主要以资源综合利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为主业，专业从事余热余气综

合利用项目、光伏电站项目、分布式能源站项目、工业废水与环境治理项目的投

资、建设、运营。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92855

2

重庆市佐能化工有限公司

90%股权及5085万元债权

19604.37 9458.48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粗苯精制生产和产品销售， 拥有5万吨/年的粗苯加工能力，公

辅设施(包括环保设施)均按10万吨/年规模配套建设。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12746.369

3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 256311.92

标的企业是中国最早的钢铁企业，至今已有128年历史，是集钢铁生产、矿产资源

开发、钢结构及工程建设、房地产、现代物流等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56311.92

4

重庆市万盛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90%股权及42.284222万元债权

3643.44 3595.97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坐落于重庆市万盛区万东北路42号的万盛宾馆。 该宾馆建成

于1995年， 万盛宾馆占地面积为3036平方米， 房地证上证建筑面积为6592平方

米，实际建筑面积为7861.4平方米总楼层为9层，其中地下1层为车库，地上8层为

客房及设备用房。 拥有客房90间，大会议室和小接见厅各一间。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3278.857222

5

重庆巨能建设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42852.88 2286.43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市彭水县靛水新城的两宗总计306.85亩的土地。 土

地性质为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总计容面积为502896.6平方米，折算楼面地价

评估值仅为852元/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出让年限50年，商业用地出让年限40年。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286.43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公开拟募集资金总额

公开拟募集资金对应

持股比例

1

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增资项

目

增资企业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现拥有公路行业甲级、水运行业甲级、工程勘察（岩土工

程、水文地质勘察、工程测量）专业甲级、工程资信（公路、水运）专业甲级、（建筑）专业乙

级、市政行业（道路工程）专业甲级、（桥梁工程）专业乙级、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丙级、公

路交通工程公路安全设施）专业承包壹级、公路工程检测综合乙级资质，是目前重庆集公

路、水运、市政、建筑勘察设计于一体的综合勘察设计院。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不低于130420.892831万元 66%

重庆市双虎矿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债权竞价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将于2020年6月10日10时在重庆产权

交易网（http://www.cquae.com）对重庆市双虎矿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公开

竞价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资产描述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拟通过公开竞价方

式转让重庆市双虎矿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详见下表：

借款人/债务人 债权本金余额（元） 累计欠息（元） 本息合计（元）

重庆市双虎矿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债权 10，000，000 3，152，800 13,152,800?

（实际金额、到期时间、担保情况等以合同约定和法律文书为准）

竞价起始价为520,000元，竞买保证金150,000元，加价幅度：1,000.00元/次，无保留

价。

二、重大事项披露

该笔债权担保措施为保证担保，债权项下无抵质押物，债权清收存在一定的困难性，同

时债权存在部分或全部不能回收的风险。

三、竞买人应具备的条件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债务人、担保人或债务人与

担保人的关联方、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

人员除外）。 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咨询与看样时间

有意者请自行多方位了解该债权资产情况，长城资产重庆市分公司仅提供部分参考资

料。 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6月9日17时止接受咨询

（节假日休息），请拨打咨询电话或直接来长城资产重庆市分公司现场咨询。

五、挂牌时限及注意事项

1、该户债权实际金额、到期时间、担保情况等以合同约定和法律文书为准。

2、竞价标的物以现状为准，长城资产重庆市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瑕疵担保责任，具

体债权情况最终以借据、合同、催收通知书、法院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相关部门产权登

记、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等有关法律文书为准。请慎重决定竞买行为，竞买人一旦作出竞买决

定，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

3、该户债权已进入执行程序；

4、本次债权转让挂牌公示期为2020年6月3日至2019年6月9日，意向受让方须在挂牌

期内向重庆联交所递交《受让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并交纳保证金至重庆联交所指定账户

（挂牌截止日24时前到账，以到账为准）后方能取得竞买资格。

5、本次债权项目的转让，不接受联合受让和代理受让。若只有一人报名并完成报价，将

补登7个工作日的公告后确认是否成交。

6、意向受让方须在挂牌期内向重庆联交所递交《受让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同时交纳

相对应的竞买保证金至重庆联交所指定账户（须在挂牌期内到账，交款账户及方式以报名

时重庆联交所通知为准）。 《受让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鲜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鲜章）、授权委

托书原件（加盖鲜章）、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鲜章），同时提供原件核对。

B、《受让申请书》（加盖鲜章）。

C、签订《互联网竞价实施方案》（加盖鲜章）。

7、竞买人被确定为受让方后，其交纳的竞买保证金直接转为本次交易价款组成部分。

其他竞买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在受让方被确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原路无息返还。

8、竞买人须在被确定为受让方之日（即重庆联交所公布交易结果日）起1个工作日内

到重庆联交所领取《交易结果通知书》， 并在领取后1个工作日内， 持重庆联交所出具的

《交易结果通知书》与转让方签署《债权转让协议》。

9、债权购买价款支付方式：一次性付款，于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后五个工作日内支

付。如未能按照约定支付转让价款，债权转让方可解除转让协议，竞买保证金在扣除重庆联

交所交易服务费后作为受让方的违约金（具体付款方式以最终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为

准）。

10、本项目成交后可能产生一切税、费均由受让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印花税、债权关

系及债权主体和抵押关系变更税费、债权关系变更通知公告费、受让方实现债权的其他费

用等）。

六、报名联系人：方兴

报名电话：023-63621526� 17783117915

报名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清风北路6号渝兴广场B9栋19楼

公告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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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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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20-098)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20年06月01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0年06

月04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

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8647�

21.5220�

39.0574�

15.2811�

12.8252�

17.2549�

14.0407�

13.8465�

12.5687�

5.8265�

10.7914�

10.6625�

股票代码：

002382

股票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

2020-069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710号文核准。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

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或“联席主承销商” ）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简

称为“蓝帆转债” ，债券代码为“128108”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314,404万元，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7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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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

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一、本次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5月28日（T日）结束，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21,210,805张，

即2,121,080,5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7.46%。

1、因发行可交换债券等原因导致无法通过交易所系统配售的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发行人因发行可交换债券等原因导致无法通过交易所系统配售的原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127,353,700元（1,273,

537张）；最终向上述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蓝帆转债总计为127,353,700元（1,273,537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5%，配售

比例为100%，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有效认购数量（张） 实际获配数量（张）

1 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 1,273,537 1,273,537

合计 1,273,537 1,273,537

2、其他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根据深交所提供的网上优先配售数据，最终向发行人其他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蓝帆转债为1,993,726,800元（19,937,

268张），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3.41%，配售比例为100%。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6月1日（T+2

日）结束。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可转债网上发行的最终认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10,125,20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12,520,800.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104,38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0,438,200.00

三、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承销团协议约定，本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全部由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此外，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中规定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网上申购

每10张为1个申购单位， 因此所产生的余额5张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联席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 包销数量合计为

104,387张，包销金额为10,438,700.00元，包销比例为0.33%。

2020年6月3日（T+4日），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将依据承销协议将可转债认购资金划转至发行人，发行人

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债券登记申请，将包销的可转债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75楼75T30室

联系电话：021-20336221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2、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10-60836367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日

证券代码：

601158

证券简称：重庆水务 公告编号：

2020-021

债券代码：

163228

债券简称：

20

渝水

01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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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57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6/9 － 2020/6/10 2020/6/10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13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800,00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57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233,600,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6/9 － 2020/6/10 2020/6/10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由公司直接发放现金红利。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不代扣代缴

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57元。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股东持股期限计算

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内划付公司，本公司收到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持股期限 （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

持有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

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每股0.2313元人民币。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

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自行缴纳其取得现金红利所应承担的税

款，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257元人民币。

（4）对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

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

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0.2313元人民币。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3-63860827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日

证券代码：

000409

证券简称：

ST

地矿 公告编号：

2020-049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北斗天地股份有限公司

53.89%

股权暨关联交易完成交割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20年6月2日，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与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兖矿集团” ）及北斗天

地股份有限公司（“北斗天地” ）就收购北斗天地53.89%股权事项签署《北斗天地股份有限公司53.89%

股权之交割确认书》（“《交割确认书》” ），完成股权交割手续。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28日和2020年5月1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斗天地股份有限公司53.8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兖矿集

团签订《兖矿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斗天地股份有限公司53.89%股权之股权转

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 ）， 以现金14,622.87万元收购兖矿集团持有的北斗天地53.89%股权

（59,276,978股股份）。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披露的 《关于收购北斗天地股份有限公司

53.8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及于2020年5月20披露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等相关公告。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2020年6月2日，公司与兖矿集团、北斗天地签署了《交割确认书》，各方确认，2020年6月2日为本次

交易的交割日，公司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兖矿集团一次性支付全部交易价款14,622.87万元，

公司成为持有北斗天地59,276,978股股份（占北斗天地总股本的53.89%）的股东，依法享有法律和公

司章程规定的各项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股东义务。

北斗天地为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权交割无需履行工商变更程序，北斗天地已向公司出具交割后的

股东名册和股份凭证。

三、后续事项安排

公司与兖矿集团确认，由双方认可的审计机构以2020年5月31日为过渡期损益审计基准日对北斗天

地出具过渡期损益专项审计报告，并以专项审计报告结果确认过渡期损益金额。

四、备查文件

（一）北斗天地股份有限公司53.89%股权之交割确认书；

（二）交易价款支付凭证；

（三）北斗天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

（四）北斗天地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凭证。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日

证券代码：

002706

证券简称：良信电器 公告编号：

2020-042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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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1项发明专利证

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16�1�0283929.9 断路器电动操作机构电路 发明 2016-4-29 20年 第3805640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我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挥我公司的自主

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日

证券代码：

000978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

2020-031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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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2020年6月1日起搬迁至新址办公，公司办公地址

由“桂林市七星区自由路5号（七星景区花桥大门旁）” 变更为“桂林市象山区翠竹路35号天之泰大

厦”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注册地址、网址、投资者咨询电话、传真、电子邮箱等其他方式均保持不变。现

将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办公地址：桂林市象山区翠竹路35号天之泰大厦

邮政编码：541002

投资者咨询电话：0773-3558976（董事会秘书）

0773-3558955（证券事务代表）

电子邮箱：gllyzqb@163.com（董事会秘书）

glly000978@163.com（证券事务代表）

传真：0773-3558955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日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证券代码：

000900

公告编号：

2020-021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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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今日收到董事靳勇先生

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靳勇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相关职务。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靳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5,000�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靳勇先生的辞职未导致董事会成员低

于法定最低人数，因此其辞职自公司董事会收到其书面辞职报告之日起生效。 公

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完成董事的补选工作。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日

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上海黄浦天津路营销服务部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理管理委员会上海

监管局批准， 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于2020年06月01日领取了《经营保险业务许

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 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上海黄浦天津路营销服务部

成立日期：2013年2月19日

机构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天津路155号

1303室（名义室号为1503室）、1306室（名义

室号为1506室）

联系电话：021-20676730

邮政编码：200010

负责人：陈松乐

机构编码：000169310101001

业务范围：（一）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

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二）上述业务的

再保险业务

颁发许可证日期：2020年06月01日

发证机关：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海监管局

特此公告

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