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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来制订。
１０、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
１）修正条件及修正幅度
在可转债存续期内，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２０个交易日中至少有１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８５％时，公
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
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２０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调整后
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
２）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和暂停转股期间；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
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１１、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１股的可转债部分，公司将在转股日后的５个交易日内以
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面金额以及利息。
１２、赎回条款
（
１）到期赎回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１０５元（
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债。
（
２）提前赎回条款
含当期利息）赎回全部或部分未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的１０５％（
转股的可转债：
１） 在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３０个交易日中至少有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１３０％
（
含１３０％）；
２）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３，０００万元时。
若在前述３０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调整后
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１３、回售条款
（
１）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３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的７０％时，可转债持
含当期计息年度利息）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
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的１０３％（
转股价格因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和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而增加
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
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
连续３０个交易日”须从转股
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 若在首次满足回售
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
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
２）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 根据
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
售的权利。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１０３％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持有
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
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ＩＡ＝Ｂ×ｉ×ｔ／３６５
ＩＡ：指当期应计利息；
Ｂ：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ｉ：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算头不算尾）。
ｔ：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
１４、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 在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
有普通股股东（
含因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１５、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可转债的具体发行方式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确定。 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对象为持
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
国
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１６、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全额向公司原股东实行优先配售。 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后的可转债余额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
者发售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余额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１７、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董事会应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１）拟变更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２）公司不能按期支付可转债本息；
（
３）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
４）其他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事项。
公司将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保护债券持有人权利的办法，以及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利、程序和决议生效条件。
１８、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１６亿元， 公司拟使用该资金建设深圳市天然气储备与调峰库工程及天然气
高压管道支线项目，项目总投资额为１６．７３亿元。
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不含发行费用）低于拟投入项目的资金需求额，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本次募集资金
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或其它方式筹集的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１９、担保事项
本次可转债无担保。
２０、本次发行可转债方案的有效期限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方案的有效期为一年，自发行方案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之日起计算。
（
十一）债券评级和担保情况
１、资信评级
公司聘请了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进行资信评级， 中诚信给予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信用评
级为ＡＡ＋级，评级展望为稳定，该级别反映了受评主体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小，违约风险很低。
中诚信将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每年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跟踪评级。
２、担保
本次可转债无担保。
（
十二）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人会议
１、债券持有人的权利与义务
债券持有人的权利与义务为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督促其合理履行义务，发行人和债券持有人一致同意债券持
有人的下述权利和义务：
（
１）债券持有人的权利
①依照其所持有可转债数额享有约定利息；
②根据约定条件将所持有的可转债转为公司股份；
③根据约定的条件行使回售权；
④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可转债；
⑤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⑥按约定的期限和方式要求公司偿付可转债本息；
⑦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作为公司债权人的其他权利。
（
２）债券持有人的义务
①遵守公司发行可转债条款的相关规定；
②依其所认购的可转债数额缴纳认购资金；
③除法律、法规规定及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之外，不得要求公司提前偿付可转债的本金和利息；
④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可转债持有人承担的其他义务。
２、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１）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在债券存续期内，公司发生下列事项之一的，公司应当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①拟变更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②公司不能按期支付可转债本息；
③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④其他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事项。
下列机构或人士可以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①债券发行人董事会提议；
含１０％）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持有人书面提议；
②单独或合计持有１０％以上（
③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机构或人士。
（
２）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职权：
①就公司变更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作出决议；
②当公司不能按期支付可转债本息时，就通过法律途径强制公司偿还可转债本息的事宜作出决议；
③当公司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的情形时，就债券持有人应采取的债权保障措施及其依法行使有关
权利的方式作出决议；
④当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构成其他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时，就债券持有人依法行使有关权利的方式作出决议；
⑤行使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赋予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其他职权。
（
３）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和通知
①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和主持；
②公司董事会应自其知悉该等事项或收到相关书面提案之日起３０日内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公司董事会应于会议召
开前１５日以书面形式向全体债券持有人及有关出席对象发送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应至少在证监会指定的一种报刊或／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予以公告。 会议通知应注明开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内容、方式等事项，上述事项由公司董事会确定。
（
４）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出席人员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在债券持有人会议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出席或者委托代理人出席债券持有人
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下列机构或人员可以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也可以在会议上提出议案供会议讨论决定，但没有表决权：
①债券发行人；
②其他重要关联方。

公司董事会应当聘请律师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对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等事项出具见证
意见。
（
５）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程序
①首先由会议主持人按照规定程序宣布会议议事程序及注意事项，确定和公布监票人，然后由会议主持人宣读提案，
经讨论后进行表决，经律师见证后形成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②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 在公司董事长未能主持大会的情况下，由董事长授权董事主持；如果公司董事
长和董事长授权董事均未能主持会议，则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以所代表的债券面值总额５０％以上（
不含５０％）选举产生
一名债券持有人作为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主持人；
或单位名称）、身份证号码、住所地址、持有
③召集人应当制作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 签名册载明参加会议人员姓名（
或者代表有表决权的债券数额、被代理人姓名（
或单位名称）等事项。
（
６）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与决议
①债券持有人会议进行表决时，以每一张债券面额为一表决权；
②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③债券持有人会议须经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过半数未偿还债券面值的债券持有人同意方能形成有
效决议；
④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各项提案或同一项提案内并列的各项议题应当分开审议，逐项表决；
⑤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后生效，但其中需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权机构批准的，自批准之日或相关批准另行
确定的日期起生效；
⑥除非另有明确约定对反对者或未参加会议者进行特别补偿外，决议对全体债券持有人具有同等效力；
⑦债券持有人会议做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以公告形式通知债券持有人，并负责执行会议决议；
⑧债券持有人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代表和记录员签名，并由公司保存。
（
７）债券持有人认购或以其他方式持有本期可转债，即视作同意债券持有人会议安排。
三、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
一）发行人
名
称：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真
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６０２１号喜年中心Ｂ座１０１
住
电
话：０７５５－８３６０１１３９
传
真：０７５５－８３６０１１３９
联 系 人：杨光、谢国清
互联网网址：ｗｗｗ．ｓｚｇａｓ．ｃｏｍ．ｃｎ
电 子 邮箱：ｘｇｑ＠ｓｚｇａｓ．ｃｏｍ．ｃｎ
（
二）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
名
称：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磊
住
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２号高科大厦四楼
电
话：０２７－８７６１０８７６
传
真：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６３
保荐代表人：吴卫华、王育贵
项目协办人：夏韬
项目组其他成员：王虹、张磊、郭雪莹、李雪松、胡开斌
（
三）联席主承销商
名
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住
所：深圳市红岭中路１０１２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至二十六层
电
话：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５８１
传
真：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６２０
项目经办人：周伟纳、陈进、程思思、杨亮亮、刘派
（
四）发行人律师
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名
负 责 人：吴明德
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花旗集团大厦１４楼
住
电
话：０７５５－８２８１６６３９
传
真：０７５５－８２８１６８９８
签 字 律师：蒋毅刚、宋晏、陈长红
（
五）审计机构
名
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卢伯卿
住
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０１号华润大厦１３楼
电
话：０７５５－３３５３８３５５
传
真：０７５５－８２４６３１８６
签字注册会计师：李渭华、金洁
（
六）资信评级机构
名
称：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关敬如
住
所：青浦区新业路５９９号１幢９６８室
电
话：０２１－５１０１９０９０
传
真：０２１－５１０１９０３０
经办人：邵津宏、罗庆、吴楚斯
（
七）股票登记机构
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名
住
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１６６号中国保险大厦３６楼
电
话：０２１－５８７０８８８８
传
真：０２１－５８８９９４００
（
八）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名
称：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
所：上海市浦东南路５２８号上海证券大厦
电
话：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传
真：０２１－６８８０４８６８
（
九）收款银行
收款银行：广发银行武汉分行
账户名称：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１４０００１５９８０１０００００５５
大额支付系统代码：３０６５２１００６３２２
联行行号：３０６５２１００６３２２
第二章 主要股东情况
截至２０１３年６月３０日，公司总股本为１９８，０４５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７，５８７．０７３５万股，占总股本的３．８３％；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１９０，４５７．９２６５万股，占总股本的９６．１７％。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深圳市国资委
中华煤气投资
港华投资有限公司
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国家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其他
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境内非国有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
中华煤气（深圳）
境外法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 公 司－中 欧 新 趋 势 股 票
其他
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其他
产品

持股数量
（万股）

１０１ ，００２．９５
３３ ，０００．００
１８ ，４８４．１２

１６．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３３

３ ，６３４．１２

０．００

１４ ，８５０．００

７．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７９９．９６

０．９１

０．００

未知

１ ，６５０．００

０．８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６５０．００

０．８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８０．９３

０．３９

０．００

未知

７２６．１２

０．３７

０．００

未知

６９９．９７

０．３５

０．００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
其他
险产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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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售条件股份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数量
（万股）
（股）
５１．００
３ ，９５２．９５
０．００

持股比例（％ ）

财务会计信息

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
本公司２０１０年度、２０１１年度和２０１２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留的审计意见，２０１３年半年度报表未经审计。
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２日公布２０１３年第三季度报告，投资者若需了解相关信息，请阅读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２０１３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６－３０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２ ，８７４ ，４２０ ，０９９．８６
２ ，８９２ ，０８７ ，２０５．２０
３ ，９３７ ，６３０ ，５０２．７８
３ ，２１７ ，０２８ ，５５９．４６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７ ，３４５ ，７４２ ，０７８．２４
６ ，７８７ ，３７８ ，２７１．０３
５ ，３１３ ，２６１ ，１７６．２６
４ ，０４７ ，３６１ ，８２９．７９
资产总计
１０ ，２２０ ，１６２ ，１７８．１０
９ ，６７９ ，４６５ ，４７６．２３
９ ，２５０ ，８９１ ，６７９．０４
７ ，２６４ ，３９０ ，３８９．２５
流动负债合计
４ ，９３７ ，７５４ ，７３８．８７
４ ，７９２ ，０４４ ，９６３．９４
５ ，００９ ，１６９ ，２２７．０５
４ ，３９３ ，３７４ ，８８３．９６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５３０ ，４０２ ，０１８．７８
４００ ，００１ ，８４１．００
１２６ ，３７２ ，７８９．６８
－
负债合计
５ ，４６８ ，１５６ ，７５７．６５
５ ，１９２ ，０４６ ，８０４．９４
５ ，１３５ ，５４２ ，０１６．７３
４ ，３９３ ，３７４ ，８８３．９６
少数股东权益
３０８ ，５９９ ，０３２．８１
２９２ ，３３２ ，００１．２７
２９１ ，５８８ ，６１８．８９
２３９ ，３８９ ，３８２．４０
股东权益合计
４ ，７５２ ，００５ ，４２０．４５
４ ，４８７ ，４１８ ，６７１．２９
４ ，１１５ ，３４９ ，６６２．３１
２ ，８７１ ，０１５ ，５０５．２９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１０ ，２２０ ，１６２ ，１７８．１０
９ ，６７９ ，４６５ ，４７６．２３
９ ，２５０ ，８９１ ，６７９．０４
７ ，２６４ ，３９０ ，３８９．２５

与多彩贵州城合作，积极布局内地文化产业
2013 年 10 月底，寰宇国际宣布与贵州多彩签订合作框
架协议，在多彩贵州城建设及营运阶段，由集团提供设计、
规划及管理、人员培训服务予贵州多彩，同时研究在多彩贵
州城内投资兴建高级电影院。
多彩贵州城毗邻贵州省首府贵阳市内贵阳龙洞堡国际
机场， 将发展为集主题公园、 影城、 高档剧院、 休闲中
心、 酒店及航天城等商务、 休闲及旅游项目。 整个项目总
面积约 7,696 亩(约 512.6 万平方米)，相当于 4 个香港迪斯
尼乐园大小，总投资额约人民币 420 亿元。 首阶段占地约 2,
022 亩(约 134.7 万平方米) ，预期于 2015 年中竣工，投资额
约人民币 64 亿元。
贵州多彩大股东为持股 48%的贵州产业投资集团 （以
下简称“
贵州产投” ），贵州产投是经贵州省政府批准，由贵
州省国资委组建。 据网站数据显示，贵州产投于 2011 年底
成立，注册资本逾人民币 600 亿元，旨在为贵州省国资委监
管企业重大项目投融资及推动资产资本化等。

以兑换价 0.5 港元向多彩贵州项目主要股东发
行可换股票据
其后寰宇国际于 11 月 14 日公布配售安排， 以每股初
步兑换价 0.5 港元，向合共拥有贵州多彩 52%股权的贵州光
大能源及贵州丰瑞投资(分别持有 15%及 37%)，配售本金总
额港币 9,500 万元可换股票据，藉此引入策略投资者巩固贵
州项目。 集资净额港币 9,470 万元，将用作一般营运资金及
发展新的投资机会。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净利润
其中：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４ ，０７１ ，１００ ，７２４．９７
５２１ ，４７３ ，４５９．１３
６５１ ，２７９ ，１７３．２４
５１４ ，２４９ ，５５９．０４

２０１２ 年
８ ，９６７ ，８８１ ，７１０．６６
６６７ ，７７６ ，０７６．０７
６９１ ，６１５ ，９６５．２８
５４３ ，９６９ ，２２６．７７

２０１１ 年
８ ，１１２ ，４５２ ，９０８．６６
５０６ ，７８３ ，３８１．５６
５１５ ，１０３ ，９２３．４１
４２１ ，９５３ ，４３１．８１

２０１０ 年
６ ，５５８ ，８９１ ，５６９．５４
３９３ ，１５６ ，１７１．９６
３９８ ，４９９ ，２３６．６４
３３４ ，９０８ ，７５１．１６

５０３ ，０４４ ，００７．５９

５２８ ，４００ ，７２１．２０

４０５ ，３０４ ，２７６．８５

３２０ ，０４７ ，３５２．１１

１１ ，２０５ ，５５１．４５

１５ ，５６８ ，５０５．５７

１６ ，６４９ ，１５４．９６

１４ ，８６１ ，３９９．０５

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项目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２０１３－６－３０
１ ，９９０ ，３６６ ，５００．０４
６ ，０１４ ，２１４ ，２３０．５６
８ ，００４ ，５８０ ，７３０．６０
３ ，３９４ ，８２８ ，６０９．０１
４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３ ，７９４ ，８２８ ，６０９．０１
４ ，２０９ ，７５２ ，１２１．５９
８ ，００４ ，５８０ ，７３０．６０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 ，１１６ ，７７２ ，９８６．３７
４００ ，１８６ ，８８２．６１
５２９ ，８０３ ，０４０．６１
４２３ ，０２３ ，５７０．４１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净利润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６９５ ，００３ ，６９８．８５
３８７ ，９３６ ，４３９．３１
－８０９ ，８６９ ，１４６．５０ －１ ，８１０ ，９４０ ，２３１．８３
１ ，４２８ ，１０７ ，５５５．５１
７４０ ，９２９ ，３６８．５２
１ ，３１３ ，２４２ ，１０７．８６
－６８２ ，０７４ ，４２４．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４１４ ，９３６ ，８７２．６０
６１６ ，９０５ ，２２１．４５
－３５６ ，４６５ ，６３９．８０ －１ ，０４５ ，１７７ ，１３５．５７
－１７ ，９４９ ，６４１．０１
－３８５ ，９３３ ，９２７．３９
４０ ，５２１ ，５９１．７９
－８１４ ，２０５ ，８４１．５１
简要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 ，８２７ ，７０４ ，０１６．５３
５ ，７１６ ，６９９ ，５８２．６７
７ ，５４４ ，４０３ ，５９９．２０
３ ，０９９ ，２８１ ，８７９．９１
４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３ ，４９９ ，２８１ ，８７９．９１
４ ，０４５ ，１２１ ，７１９．２９
７ ，５４４ ，４０３ ，５９９．２０
简要母公司利润表

２０１２ 年度
３ ，７３３ ，７２９ ，１２４．８３
５３３ ，８５１ ，４６９．０３
５３７ ，２３２ ，９３８．４１
４３６ ，２１１ ，７８９．８６
简要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１１９ ，９６０ ，２０１．３４
－１１７ ，０４４ ，４７２．３９
－８６ ，００７ ，７９７．６６
－８３ ，０９２ ，０６８．７１

单位：元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 ，１５０ ，８０３ ，１９８．２２
３ ，４４８ ，３３４ ，４８２．４３
４ ，５９９ ，１３７ ，６８０．６５
１ ，９７２ ，４２９ ，４９８．０７
－
１ ，９７２ ，４２９ ，４９８．０７
２ ，６２６ ，７０８ ，１８２．５８
４ ，５９９ ，１３７ ，６８０．６５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 ，１８８ ，０９５ ，６９９．２５
４ ，７８３ ，０８０ ，３７０．９８
６ ，９７１ ，１７６ ，０７０．２３
３ ，１９８ ，２１４ ，２７７．９０
－
３ ，１９８ ，２１４ ，２７７．９０
３ ，７７２ ，９６１ ，７９２．３３
６ ，９７１ ，１７６ ，０７０．２３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度
２ ，０７７ ，４６７ ，５９８．６１
３７５ ，２５２ ，５５９．１９
３８１ ，９７２ ，５２１．３１
３３５ ，９７４ ，３８９．８７

２０１１ 年度
３ ，１９３ ，０６９ ，４６６．６４
４１６ ，２７９ ，６５１．０３
４２３ ，３７８ ，３６２．１４
３５５ ，５２５ ，９７９．７５

２０１２ 年
１９７ ，１５３ ，５５４．９０
－８６１ ，５９６ ，５９８．２９
１６ ，１６８ ，９８９．７７
－６４８ ，２７４ ，０５３．６２

２０１１ 年
４２５ ，１６１ ，４０８．５２
－１ ，１３２ ，６３３ ，３１８．１０
１ ，６０９ ，４５１ ，００２．８２
９０１ ，９７９ ，０９３．２４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３５ ，０２９ ，６６４．０６
－６９６ ，７５２ ，２６４．９２
－４７ ，２７３ ，８７６．６７
－６０８ ，９９６ ，４７７．５３

三、主要财务指标
（
一）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３－６－３０ ／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流动比率
１
０．５８
０．６０
０．７９
０．７３
速动比率
０．５２
０．５２
０．７３
０．６３
２
资产负债率（％ ）（母公司）
３
４７．４１
４６．３８
４５．８８
４２．８９
资产负债率（％ ）（合并）
４
５３．５０
５３．６４
５５．５１
６０．４８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１１．５０
３０．９２
２５．８１
２５．２５
５
存货周转率（次）
６
８．８７
２０．６４
１７．６４
１２．１４
每股净资产（元）
２．２４
２．１２
２．９０
２．１４
７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元）
０．２１
０．３１
０．５３
０．３２
８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０．０２
－０．４１
０．９９
－０．５５
９
（
二）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０９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
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年修订）的要求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披露如下：
２０１３－６－３０ ／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
项目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基本
０．２５
０．２７
０．３３
０．２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股
收益（元）
稀释
不适用
０．２７
０．３３
０．２６
序号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资
产收益率 ％

加权平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
收益（元）

基本
稀释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
产收益率 ％

加权平均

１１．４１

１３．２９

１４．７３

０．２０
不适用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２２
０．２２

１２．７１
０．１６
０．１６

９．２０

１２．３７

１４．４９

１１．８２

第四章 管理层讨论和分析
一、盈利能力分析
公司的经营成果主要来源于管道天然气、石油气的销售及液化石油气的批发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盈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项目

金额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润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利润总额
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４０７ ，１１０．０７
３１４ ，５５３．７２
５２ ，１４７．３５
１３ ，３１１．８２
３３１．２５
６５ ，１２７．９２
５１ ，４２４．９６

８９６ ，７８８．１７
７４６ ，３９９．７２
６６ ，７７７．６１
３ ，０１４．８８
６３０．８９
６９ ，１６１．６０
５４ ，３９６．９２

１０．５４
９．３３
３１．７７
１１３．６４
８．９３
３４．２７
２８．９２

８１１ ，２４５．２９
６８２ ，７２４．９３
５０ ，６７８．３４
１ ，４１１．２１
５７９．１６
５１ ，５１０．３９
４２ ，１９５．３４

２３．６９
２４．２０
２８．９０
４４．１９
３０．３２
２９．２６
２５．９９

６５５ ，８８９．１６
５４９ ，７０３．０３
３９ ，３１５．６２
９７８．７１
４４４．４０
３９ ，８４９．９２
３３ ，４９０．８８

６９．７３
９４．３６
１９．７４
１９．３８
２８．７０
１９．６４
１４．８５

５０ ，３０４．４０

５２ ，８４０．０７

３０．３７

４０ ，５３０．４３

２６．６４

３２ ，００４．７４

１８．８４

随着公司的管道天然气业务的快速发展，盈利能力得到较大提升，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成果稳步增长。
（
一）营业收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管道燃气和石油气批发业务。 从上表可以看出，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度、２０１３年１－６月，
管道燃气和石油气批发业务收入合计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８０．１４％、７９．４９％、８１．９７％和８１．２０％，是公司主要的收入来
源。
报告期内，公司管道天然气的销售收入逐年上升。 随着深圳市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的实施，深圳地区逐步完成天然气
转换，以及西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的逐步实施，公司将充分利用天然气更具安全、环保、经济等优势，大力拓展管道燃
气用户尤其是工商业用户，使得管道居民用户数量持续稳定的增长，管道工商业用户用气量大幅增加，预计管道天然气的
营业收入比重会进一步上升。
（
二）营业成本情况
公司营业成本主要为天然气与石油气的采购成本。
（
三）营业毛利及毛利率变化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毛利分别为１０４，９７０．１６万元、１２８，７４４．５８万元、１５０，４７８．６９万元及９０，５８５．３９万元，呈逐年上升趋势。
报告期内，管道燃气业务对公司营业毛利的贡献均在６２％以上，而其中管道天然气业务是发行人营业毛利的主要贡献
来源。 随着管道石油气向管道天然气转换的逐步完成，管道石油气业务逐步被管道天然气业务所取代，使得管道石油气业
务毛利贡献逐步下降，而管道天然气的毛利贡献则逐步上升。
液化石油气批发业务营业毛利贡献逐年有所下降，主要因为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使得毛利率有所下降所致。
瓶装石油气、燃气工程及材料业务和天然气批发业务对公司营业毛利的贡献基本稳定，合计在２８％左右。
（
四）期间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期间费用逐年稳定增长，期间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的销售费用持续较
大，主要原因有：
１、公司是城市燃气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企业经营活动中，除将发生的采购支出以及天然气输气管网的
折旧费用、摊销费及维修费进入成本核算外，其他各项经营支出须进入销售费用。
２、公司配气管网、气站等固定资产规模大，计入销售费用的折旧费用、摊销费及维修费等金额较大。
３、公司拥有燃气用户超过２５０多万户、燃气管网６，０００多公里，需要聘用较多员工为这些用户提供服务，对管网进行巡
查、维护，所以计入销售费用的职工薪酬金额较大。
公司管理费用相对平稳，金额随着公司的经营发展逐年平稳上升。
二、财务状况分析
（
一）资产状况
截至２０１３年６月３０日，公司资产总计为１，０２２，０１６．２２万元。 其中，流动资产为２８７，４４２．０１万元，占总资产的２８．１２％；非流
动资产为７３４，５７４．２１万元，占总资产的７１．８８％。 公司是专业从事城市管道燃气的运营商，行业特点决定了其资产规模较大。
报告期内， 随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深圳市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和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深圳市天然气高压输配
系统工程（
西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项目的逐步投入，公司的管道天然气业务、液化石油气业务的持续增长，资产规模
也与之相适应的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结构较为稳定，其中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较高，符合燃气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较大的特点。
（
二）负债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结构稳定，流动负债占总负债比重在９０％以上。 公司的流动负债主要由短期借
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其他应付款、其他流动负债等构成。
公司目前资产负债率为５３．５０％，处于行业合理水平，仍存在较大的债务融资空间。 目前公司短期债务比例较大，而长期
债务比例较小，为优化财务结构，公司在２０１２年发行４亿元５年期中期票据，并在本次拟发行１６亿元６年期可转债，以满足公
司未来的流动资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需求。
（
三）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三年一期的偿债能力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２０１３－６－３０ ／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流动比率
０．５８
０．６０
０．７９
０．７３
速动比率
０．５２
０．５２
０．７３
０．６３
资产负债率（％ ）（母公司）
４７．４１
４６．３８
４５．８８
４２．８９
资产负债率（％ ）（合并）
５３．５０
５３．６４
５５．５１
６０．４８
利息保障倍数
８．８８
４．６７
３．７５
４．７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５０ ，３０４．４０
５２ ，８４０．０７
４０ ，５３０．４３
３２ ，００４．７４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偿债指标与可比公司平均水平基本一致，符合行业特点。 公司资产负债率２０１１年下降幅度较大，主
要是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原因。
（
四）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接近可比公司平均水平。 燃气行业产品最终用户包括居民用户、工商用户，大部分销售款项按月
结算，通过银行托收扣款，收费成功率高、现金流稳定，应收账款周转率也相对较高。
除２０１１年外，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周转率均低于可比公司平均水平，主要由于业务结构的差异所致。 公司的液化石油气
批发业务占比较大，为保障正常供应，相应需要液化石油气的储量较大，期末存货的余额会较主要经营管道天然气的运营
商大。
总体来看，公司的存货和应收账款周转较快，与燃气产品消费及结算方式的特点相适应。
三、现金流量分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稳定增长，显示公司稳定的购销状况及良好的货款回收能力，为公
司生产经营及支付能力提供有力保障。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大于净利润，公司利润质量良
好，有充足的现金保障。
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是用于深圳市天然气利用工程、西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以及梅林天然气生产调度大
厦工程投资建设资金和投资支付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是银行短期借款和发行短期融资券产生的现金流入，主要为保障公司营运资金，以及天然气利
用工程、西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和梅林天然气生产调度大厦工程投资资金的需要，通过短期银行借款和发行短期融资
券融入资金。
四、资本性支出分析
报告期内， 公司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金额分别为９２，５５９．７０万元、１２９，０６５．４１万元、１５１，
３６７．２６万元和６７，７９７．００万元。 上述资本性支出主要用于深圳市天然气利用工程、西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和梅林天然气
生产调度大厦的项目建设。
深圳市天然气利用工程及西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建成投产后，能大幅提高公司的营业收入及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分别为１３，６２１．９８万元、２，４８５．５０万元、２，９４０．００万元和３，４４０．２０万元，上述对外
投资支出主要用于公司子公司。
公司未来可预见的重大资本性支出主要包括正在建设的西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深圳市
天然气储备与调峰库工程及天然气高压管道支线项目。
五、影响公司盈利能力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
一）天然气气源供应的保障程度
公司已与广东大鹏公司签订２５年照付不议合同。 在合同期内，依照合同约定气量和价格照付不议，广东大鹏公司依照
合同约定气量和价格照供不误。 ２５年期天然气的稳定供应，能有效保障深圳市居民及部分商业用户的用气需求。 管输天然
气现货主要是面向国际市场进行采购，气量有保证，且供应周期长。 广东大鹏公司自２００７年开始在国际市场采购天然气现
货，现货气源将有效保障公司工业和商业用户的用气需求。
公司与中石油于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０日签订《
西气东输二线天然气购销协议》，协议约定在西气东输二线向深圳供气达产之日
起至协议期满（
２０３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每年向中石油采购４０亿立方米天然气，照付不议气量３６亿立方米。 ２０１２年５月，西气东
输二线开始供气。
因此，公司天然气供应将在较长时间内进一步得到有效保障，可以满足深圳市工商业用户的长期用气需求。
（
二）管道天然气的销售价格
城市管道天然气属于特许经营，其销售价格实行政府定价。 管道天然气的销售价格是影响公司盈利能力稳定性和连续
性的重要因素。
深圳市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及相关政策由物价主管部门根据全成本定价机制制定。 公司从事管道燃气供应业务的异
地子公司的定价机制与深圳市基本相同。根据深圳市物价局《
关于我市管道天然气正式销售价格及相关政策的通知》（
深价
管函［
机关事业单
２００８］６６号），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起，深圳市管道天然气按居民生活用气、学校教学及学生生活用气、公福（
位和企业职工食堂）用气、商业用气及工业用气分类实施确定的销售价格及相关政策。其中，工业和商业用气价格实行价格
联动机制，物价主管部门在核定天然气现货采购成本的基础上，每半年对工业和商业用气价格调整一次。
公司天然气气源主要来自西气东输二线、广东大鹏公司与现货市场。 公司与广东大鹏公司签订２５年“
照付不议”合同，
并锁定采购价格；西气东输二线价格由国家发改委制定；现货气价格随行就市。 若物价主管部门对深圳市管道天然气定价
政策发生变化或工商业用气销售价格联动调整不及时，将会对发行人管道天然气业务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第五章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概况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总额为１６亿元，拟全部用于深圳市天然气储备与调峰库工程及天然气高压管道支线项目。
项目的总投资额约为１６．７３亿元，本次拟募集资金数额不超过项目需要量。 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１４７ ，７９５

天然气高压管道支线项目

１９ ，４８９

账户类别

若可换股票据全部行使， 将占集团已扩大股本 9.97%，
而寰宇国际主席林小明的持股量将摊薄至 18.84%， 届时上
述两位贵州多彩股东将晋身集团第二大股东。

组建合营公司发展网游
为进一步巩固多元化业务发展，12 月 5 日寰宇国际又
与骏科网络(HK8081)合组合营公司，双方各占 50%权益，投
资总额港币 4,000 万元，按持股比例摊分，共同开发及销售
计算机及手机游戏业务。

此外，研究机构艾瑞咨询于最新报告亦指出，今年第三
季度国内网游市场规模达人民币 224 亿元， 同比增长达
41.4%。加上在互联网越见普及的环境下，相信网游增长潜力
仍然巨大。 集团相信发展电影与网游联机，将可开拓新电影
题材，同时加快业务多元化的步伐。

年度大片叫好叫座
以电影起家的寰宇国际， 今年重点投资两出年度大制
作《逃出生天》及《扫毒》均叫好叫座。
压轴大片《扫毒》早前于内地率先上映，首 5 天已录得
逾亿元人民币票房。 12 月 3 日于九龙站圆方包场举行首映
礼，逾 1,500 个座位全部爆满，一众演员亦到场支持，场面盛
大星光熠熠。
至于在国庆黄金档期上映、香港首部 3D 火灾题材年度
大片《逃出生天 3D》亦大收旺场，两地票房逾 1.5 亿，成绩
彪炳。

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情况
该项目已经深圳市发改委深发改核准［２０１１ ］０３３８
号文核准， 该项目的项目名称变更已经深圳市发
改委深发改函［２０１２ ］５７４ 号文核准
该项目已经深圳市发改委深发改核准［２０１３ ］０２０８
号文核准

合计
１６７ ，２８４
１６０ ，０００
深圳市天然气储备与调峰库工程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在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下洞建设一座８万立方米的液化
天然气（
ＬＮＧ）储罐、气化能力为２４万标准立方米／小时的气化系统及相应配套设施，项目投资总额为１４７，７９５万元。
天然气高压管道支线项目主要建设６公里天然气高压管线，是深圳市天然气储备与调峰库工程项目的出站管，是连通
深圳市天然气储备与调峰库与深圳市天然气输配管道的重要工程，项目投资总额为１９，４８９万元。
深圳市天然气储备与调峰库工程及天然气高压管道支线项目两个项目紧密相连，共同发挥作用。 两个项目投资总额合
计为１６７，２８４万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不足项目资金需求的部分，公司将通过其他方式自筹解决。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
一）项目实施的必要性与市场前景
本次可转债募投项目深圳市天然气储备与调峰库工程及天然气高压管道支线项目主要建设ＬＮＧ储备、 调峰及接收设
施，并建设高压管线链接西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的高压管线，可为城市天然气用户提供调峰、应急的保障。本项目建成
后将具备２４万ｍ３／ｈ的气化调峰能力、８万立方米的ＬＮＧ储备能力，储备用气量由原来的不足半天大幅度提升到了１０天，在上
游管线出现事故或者供应紧缺的情况下，发挥气源作用，保障深圳市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
同时，本项目建成后公司将拥有自己的ＬＮＧ接受及储存设施，可以实现在国际市场上自主采购ＬＮＧ，公司可以在国际
ＬＮＧ价格相对较低时采购ＬＮＧ，在补充气源、调峰和应急的情况需要时使用，可以避免为保障城市天然气的供应而采购昂
贵的现货气，可以降低公司成本，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另外，公司已与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合资开展ＣＮＧ／ＬＮＧ汽车加气业
务。 项目建成后公司将可实现ＬＮＧ采购、储存、销售一体化，实现从城市燃气供应商向清洁能源运营商的战略转变，实现产
业链延伸。
（
二）项目的投资概算和建设进度
深圳市天然气储备与调峰库工程及天然气高压管道支线项目两个项目投资总额为１６７，２８３万元，拟用全部本次募集资
金净额投资，不足部分公司自筹解决。
根据工程建设进度安排，建设期为４年，建设投产期为４年。 拟定第一年投入建设投资的２０．００％，第二年投入建设投资的
３７．００％，第三年投入建设投资的３３．００％，第四年投入建设投资的１０．００％。 第四年项目建成后投入运营。
（
三）投资收益
经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对本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本项目建成后，预计项目能新增年销售收入约３０亿元，达
产后新增年利润总额２．０５亿元，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税后）１０．８２％，项目投资回收期（
税后）１１．３３年。 项目投资经济效益良
好。
第六章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
一）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报告及最近三年的审计报告；
（
二）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保荐工作报告；
（
三）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
四）注册会计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五）资信评级机构出具的资信评级报告；
（
六）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
七）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方式
查阅地点：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康北路深燃大厦
联系人：杨光、谢国清
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６０１１３９
传真：０７５５－８３６０１１３９
互联网网址：ｗｗｗ．ｓｚｇａｓ．ｃｏｍ．ｃｎ
电子邮箱：ｘｇｑ＠ｓｚｇａｓ．ｃｏｍ．ｃｎ

单位价格

账户设立日

14.96977
16.63239
25.50368
12.02941
9.61140
11.38011
9.48910
9.76681
8.2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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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3-224)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3年12月9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3年12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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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４５

集团看好近年海外市场游戏软件及电影间的合作蓬勃
发展， 其中美国 8 大电影企业已陆续成立游戏部门， 直接
参与游戏开发， 显示电影产业结合游戏产业发展已成为大
趋势。

募集资金使用量

１６０ ，０００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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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总投资

深圳市天然气储备与调峰库工程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引入贵州多彩 寰宇开拓文化产业
寰宇国际(HK1046)早前宣布与贵州多彩计划合作发展
“多彩贵州城” 文化产业项目，其后寰宇再向贵州多彩主要
股东配售合共港币 9,500 万元的可换股票据，变相引入策略
股东，可望加快落实多彩贵州城项目合作细节，实践成为中
港两地影视娱乐文化产业领导者的发展远景。

简要合并利润表
项目

股票简称：金浦钛业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年第１２期）
投资组合构建情况说明的公告
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２０１３年第１２期
已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开始正式运作，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基金２０１３年第１２期的运作期为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 本基金
管理人已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４日完成对本期产品的投资组合构建， 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４日
基金资产中各大类资产比例如下：
本 基 金 ２０１３ 年 第 １２ 期 投 资 组 合 构 建 情 况
资产类别

占 基 金 总 资 产 的 比 例 （％ ）

银行定期存款

５５．５０％
４４．２２％
０．２８％
１００．００％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其他各项资产
合计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本
公告中的投资组合构建情况及其他相关信息不构成对基金运作期实际收益的承诺
或保证。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６３

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铁路装卸站土地收储及搬迁补偿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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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
以
下简称“
南京钛白”）于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２日召开２０１２年度第二次董事会及２０１２年
度第二次股东会，审议通过土地收储事项，同意将南京钛白位于江苏省南京市
雨花台区丁树村７２号厂区土地， 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宁雨国用（
２００４）
０１１２２号１８５５９．５㎡土地面积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宁雨国用（
２００４）０１１２３
号３７８２．７㎡土地面积，由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储。 土地收储及搬迁补偿总价
以江苏苏信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提供的评估报告测算的相关土地使用权
和资产的价值作为确定依据，合计金额预计不低于人民币９９９０万元。 （
详细内
容请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６日披露的中通评报
字〔
资产评估报告》及致同专字（
备考合并
２０１２〕２５６号《
２０１２）第３２０ＺＡ０１５９号《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０日披露的《
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关于全资子公司铁路装卸站土地收储及搬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８日，公司发布了《
迁补偿事项的进展公告》（
详见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８日《
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公告）， 公司收到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首期土地收储费用２４００万元。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公司又收到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支付的剩余土地补偿
款人民币１５９０．２９万元，土地补偿款合计已收到人民币３９９０．２９万元，土地补偿
款已全部执行完毕。 土地补偿款与该宗土地的帐面摊余价值及地上附着物的
净值之间的差额约为３２００万元，将计入２０１３年当期损益。 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
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鉴于土地收储及搬迁补偿总价合计金额预计不低于人民币９９９０万元，根
据本公司收到土地补偿款的情况， 公司预计该块土地的搬迁补助款不低于人
民币６０００万元，公司将在收到搬迁补助款后及时公布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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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唐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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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４４３

秦皇岛佳骏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转让

４２６１５．９４

２２７５．９４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４４２

昆明中宇集装箱运
输有限公司 ２８％ 股
权

２９７．４９

２２１．２２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４３９

阳泉煤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５．５５％
股权转让

＼

＼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１０１号交易大厦

挂牌价格
项目简介
（万元）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 （项目中属于 禁止经营 和许可经
营的除外）；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园林绿化建设工程施工。 经评估总
资产为 ４２６１５．９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２７５．９４ 万元，该 ６０％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 １７００ 万元协议
１７００
或竞价转让。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请详见网站（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公告。联系方
式：徐先生 １５８１１２２１１７８
标的公 司 注 册 资 本 ６００ 万 元 ，经 营 项 目 ：集 装 箱 汽 车 运 输 服 务 ；普 通 货 物 运 输 ；货 物 仓
储、中转、搬运、装卸；货运代理；金属材料，日用百货、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的销售。 经评
估总资产为人民币 ２９７．４９ 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２２１．２２ 万元。 该 ２８％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 ６１．９４１６
低于 ６１．９４１６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请详见网站（ｗｗｗ．
ｃｑｕａｅ．ｃｏｍ）公告。 联系方式：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３８０ 颜先生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７５８０３７．２３ 万元，经营项目： 原煤开采（限分支机构）及加工。 煤层气
开发。 建筑安装。 勘察设计。 物资供销。 铁路公路运输。 煤气、电力生产（仅限分支机
构）。 仓储服务。 房地产经营。 矿石开采，加工。 饮食、住宿、文化娱乐服务（仅限分支机
构）。 机械制造。 加工木材、建材、钢材、磁材、化工产品、金属制品、服装、劳保用品、矿 ５７８５０
灯、广告制作等等。 该５．５５％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５７８５０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产权转
让 相 关 详 情 及 资 料 信 息 ， 请 详 见 网 站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公 告 。 联 系 方 式 ： 李 女 士

１３６５８３６９１９０
成都田园世界景华
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４４０
２５０１７．５１７８７４万元
债权转让

位于贵阳市的“多彩贵州城” 是贵州省重点发展的旅游综合项目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 币 ８００ 万元，经营 范围： 房地产 开发经营；房 地产中介 服务；销
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器设备、仪器仪表（法律、法规禁 止或有专项 规定
的除外）。 经评估总资产为人民币 ２４９９６．８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４７４．２３ 万元，该项目 １００％ 股 ２７４６２．７１８
２４９９６．８７
１４７４．２３
权及 ２５０１７．５１７８７４ 万元债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人民币 ２７４６２．７１８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项目详情见？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网站公告联系方式：黎先生 １３９９６３０２４０５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１２３４．９３６９ 万元，经营范围： 板方材、刨花板、家俱及其部件、
中密度纤维板的生产销售；化工原材料（专营除外）的销售。 （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
可证经营）。 经评估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４８４０．３８ 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２６３２．９７ 万元，该
海南亚龙木业有限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４３１ 责任公司４３．７％ 股
１４８４０．３８
１２６３２．９７
４３．７％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人民币 ５５２１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项 目详情见 ？ （ｗｗｗ．
５５２１
权
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网站公告。 联 系方式： 唐先 生？ １８６９６６７６９１２ 咨询电话 ： 史 先 生 ０８９８－
６８６６７３１５ ／ １８９７６３２２５９１； 陈 先 生 ０８９８－６８６６５０２５ ／ １３３２２０３０３０３ ； 监 督 电 话 ： 惠 先 生
０８９８－６８６５６２２８ 财政部驻海南省专员办电话：０８９８－６６７１９２８６
重庆市渝中区新华路左营街 ４ 号鑫龙花园（鑫龙大厦）２０ 套住宅 标的系重庆市渝中区新华路左营街 ４ 号鑫龙花园（鑫龙大厦）２０ 套住宅（房号 １３－９ ，１４－９ ，１５－９ ，１６－１ ，１６－２ ，１６－
４，１６－９，１７－１，１７－２，１７－３，１７－４，１７－６，１７－９，２３－６，２３－７，２４－４，２４－６，２４－７，２４－８，２４－９），证载建面约 ２７５９．６ ㎡，１０１ 房地证 ２００９ 字第 ２２５８０ 号；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出让
期限至：２０４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房屋用途住宅，钢混结构。 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 １３４６．５６ 万元协议或竞价整体转让。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东方洋西区南丰别墅 Ｂ１ 幢 标的系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东方洋西区南丰别墅 Ｂ１ 幢，证证载建面约 ５７４．５８ ㎡，房产证号为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１９５４９ 号，
土地证号为海口市国用（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５９９１ 号，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出让期限至：２０５８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土地面积 ３８７．２２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业服务业用地；房屋用途住宅。 拟按
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 ２９８．５５ 万元协议或竞价整体转让。
中冶东方置业有限公司对秦皇岛佳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４２０６ 万元债权转让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项目中属于禁止经营和许可经营的除
外）；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园林绿化建设工程施工。 该债权拟按现状以不低 ２４２０６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请详见网站（ｗｗｗ．
ｃｑｕａｅ．ｃｏｍ）公告。 联系方式：徐先生 １５８１１２２１１７８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