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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勃湾电力23%股权再度折价挂牌

国投电力频繁转让旗下资产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

示， 内蒙古海勃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9338.54万股股份（占总股本23.41%）

挂牌转让， 挂牌价格为9810万元，出

让方为第二大股东国投电力有限公

司。 这已不是国投电力首次挂牌发布

海勃湾电力项目， 而海勃湾电力也不

是国投电力近年来首次拟出清的电力

公司。 国投电力从2013年起成为各大

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的“常客” 。业内

分析认为与公司转型提速存在密切关

联， 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很可能定位

在水电。

挂牌价下滑两成

海勃湾电力1992年成立， 主要从

事火力发电、 电力供应和电力设备经

营。公司总股本近3.99亿股。其中，蒙电

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

持有股份46.36%， 第二大股东国投电

力持有23.41%， 乌达矿务局和武汉鼓

风机厂分别持有3.96%和1.32%。 值得

注意的是， 海勃湾电力公司内部职工

持股比例高达24.95%。 本次股权转让

完成后，国投电力将退出海勃湾电力。

从财务数据来看， 海勃湾电力经

营业绩近来呈下滑趋势。 2012年公司

实现净利润816万元，但截至2013年8

月31日， 公司累计实现净利润仅为

18.7万元。以2012年9月30日为评估基

准日， 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为4.5亿

元，评估价值为5.9亿元，转让标的对

应评估值为14014万元。

但该项目本次挂牌价格只有9810

万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该项目

并非首次挂牌。 国投电力也提示说，项

目为第三次信息发布。 以2013年11月

19日的挂牌为例，当时挂牌价12613万

元， 较评估值下浮10%， 挂牌截止日

2013年12月17日。 而本次挂牌价格不

仅继续远低于评估值， 较上次挂牌价

格而言再度下浮约22%。

甩手态度坚决

业内人士表示， 国投电力屡次大

幅折价挂牌， 表明其拟出清海勃湾电

力的决心非常坚决。

国投电力拟甩手海勃湾电力的决

心不仅体现在挂牌折价， 其对意向受

让方也未提出任何苛刻要求， 只需意

向受让方须为依法设立的法人单位，

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 财务状况和

支付能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海

勃湾电力属于一家中型国有控股企

业， 但是转让方对于转让标的企业职

工继续聘用要求和标的企业存续发展

方面有无要求均表示“否” 。

在重要信息披露中， 国投电力表

示，标的企业发电机组2007年已经关

停，至今尚未清算。 2012年审计数据

为2012年9月30日审计数。 2007年停

产时，职工在职1324人，退休23人。

记者发现，当时海勃湾电力关停

机组与国家节能减排政策有关。 内蒙

古发电产业一直以风电和煤电并重，

为了落实国家节能减排，海勃湾电力

所属的2×10万千瓦机组于2007年5

月31日及7月14日实施关停。 当时，为

了维护个人股东的利益，公司还决定

委托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继续对公

司全体个人股东股权回购并予以注

销。 回购采取自愿原则，当时的回购

价格为1.375元/股 （税前）， 扣税后

1.3元/股。

或将集中发展水电

国投电力从2013年开始频繁转

让资产。 根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

统计，国投电力先后将旗下张家口风

电、淮北国安电力有限公司35%股权、

曲靖发电股权等一众项目挂牌于各

大产权交易所。 频繁转让资产的原因

众说纷纭， 但业内较为一致的观点

是，国投电力调整战略谋转型的脚步

或在提速。

在国投电力转让的上述资产中，

除淮北国安以外， 张家口风电已连续

两年亏损， 曲靖发电盈利状况更是逐

年恶化， 本次再度挂牌的海勃湾电力

经营也有明显下滑迹象。

为了甩手不看好的资产，国投电

力一直以来均对挂牌项目采用“逐次

降价” 的手段。以曲靖发电55.4%的股

权项目为例，该项目自2012年12月24

日首次挂牌， 当时挂牌价格为8.75亿

元，不想未能成交。 第2次挂牌发生在

2013年4月，挂牌价格降至7.87亿元，

下浮10%；2013年6月， 曲靖发电第3

次挂牌， 价格较首次挂牌价已下调

40%，挂牌价格为5.28亿元。 2014年3

月，国投电力公告显示，经过长达1年

多的挂牌和4次降价， 公司持有的国

投曲靖发电55.4%股权以1.5亿元出

手，接盘方为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旗下的云南东源煤业集团有限公

司。 东源煤业希望通过收购曲靖发电

建立煤、电、铝一体化产业链，并谋求

上市。

对于本次海勃湾电力项目， 业内

则认为即便短期不能成交， 价格降幅

也不会如此“凶猛” 。不过在中国能源

转型的大背景下，要想找到合适买家，

依然要看“机缘巧合” 。

“国投电力持续转让风电、 火电

资产， 表明公司未来的发展重点或在

水电领域。 ” 有业内人士指出，水电上

网价格不受“煤电联动” 的火电上网

定价方式影响， 而且水电价格在光伏

发电、天然气发电、风能发电、核电、火

电和水电这六种发电方式中成本最

低，在未来的电价市场化时，具有价格

竞争比较优势。

据最新业绩快报， 国投电力预计

2013年度净利润同比增长200%左

右。 公司的解释为，雅砻江水电官地、

锦屏一级、 锦屏二级等水电站新投机

组实现效益，水电业绩同比大幅提高。

公司将于2014年4月15日披露年报，

届时公司战略规划有望浮出水面。

茂霖高科挂牌上海股交中心

□本报记者 官平

3月28日， 首家具有台资背景的

企业上海茂霖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茂霖高科）在上海股权托管交

易中心E板挂牌，一同挂牌的还有其

他三家企业。 至此，上海股交中心E

板企业总数达到164家， 融资总额近

30亿元。

据上海股交中心相关负责人透

露， 茂霖高科是国内第一家有台资

背景在上海股交中心OTC市场挂牌

的企业， 开创了内资企业同时向境

内外自然人增发股份的先河， 为未

来同类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开辟了新

途径。

茂霖高科曾是鼠标球的全球最大份

额制造商， 目前主要产品为半导电胶辊

与导电胶辊，占据国内第二市场份额。

茂霖高科总经理钟大正介绍，挂

牌上海股交中心是公司产业化、 集团

化的既定战略， 公司希望以挂牌为路

径驱动企业以“准上市公司” 的模式

运作。

合肥东怡酒店49%股权挂牌

□本报记者 钟志敏

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信息显示，

安徽安粮地产有限公司拟以9806万

元挂牌转让合肥东怡酒店有限公司

49%股权，原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合肥东怡酒店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为10080万元， 经营范围为房地产

开发、销售，房屋租赁等。 安徽安粮地

产有限公司持股65.9%， 广州市君立

置业有限公司持股33.9%， 安徽子光

轮胎有限公司持股0.2%。

财务指标显示，2013年标的公司

营业收入为87416.59万元， 净利润为

9745.79万元。 以2013年10月31日为

评估基准日， 标的公司资产总计

47762.25万元， 评估值为52586.62万

元；净资产为14941.98万元，评估值为

19766.35万元。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

9685.51万元。

转让方要求，受让完成后，意向受

让方按比例承继标的企业债权债务，接

续标的企业职工劳动关系。标的企业欠

工商银行合肥分行滨湖支行6760万元

借款本金及利息，受让方应在签订《产

权交易合同》 五个工作日内代标的企

业全额偿还全部本息。解除转让方对标

的企业的连带保证责任。

上海国资拟退出新迎园集团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

示，上海市嘉定区国有资产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新迎园（集

团） 有限公司10%股权日前挂牌转

让，挂牌价格为5750.91万元。

上海新迎园注册资本为5100万

元，经营范围包括实业投资、投资管

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证券咨询

等。目前上海新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50%，上海星阳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持股30%，上海市嘉定区国有

资产经营 （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

10%， 上海定福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此次股权转让方为上海市嘉定

区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完成后其不再持股。标的企业原

股东上海新睿、上海星阳表示不放弃

优先受让权。

主要财务数据方面， 标的企业

2011年实现营业收入22190.85万元，

净利润900.51万元；2012年实现营业

收入23105.66万元，净利润1550.72万

元； 今年前两个月实现净利润6.56万

元。以2013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标的企业资产总计账面值为22368.42

万元，评估值为71584.29万元；净资产

账面值为8293.27万元， 评估值为

57509.15万元，溢价高达5.9倍。

需要注意的是， 新迎园集团长期

投资上海迎园饭店有限公司， 由于嘉

定老城规划的原因， 迎园饭店3、4号

楼和梅园路商铺将有可能面临拆迁，

截至评估日， 政府并未对此工作做出

明确的规划和具体的时间安排， 故本

次评估未考虑其对公司房地产价格造

成的影响。

武汉凯迪水务公司寻买家

□本报记者 钟志敏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信息显示，

武汉凯迪水务有限公司100%股权拟

以788万元挂牌转让。 受让方或其主

要股东（持股20%以上）须具有工程

行业从业经验（须提供相关政府部门

颁发的资质或资格证书）。

武汉凯迪水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

年2月，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为

工业水处理、废水处理、中水回用、海水淡

化、 自动化控制系统及其工程总承包等。

股权结构显示，SIIC�ENVIRONMENT�

HOLDINGS� LTD.持股75%，上实环境

控股（武汉）有限公司持股25%。

标的公司经营业绩不佳。 2011年

和2012年营业收入分别为4228.12万

元和4327.39万元， 净利润分别为

-107.62万元和9.9万元。 截至2013年

12月31日， 标的公司营业收入为

4291.61万元，净利润为-333.28万元。

以2013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标

的公司资产总计为7090.96万元，评估

值为7172.2万元； 净资产为676.75万

元，评估值为788.21万元。

转让方要求，本次交易完成后，不改

变标的企业的主营业务， 不增加与标的

企业主营业务无关联的经营范围， 不将

标的企业注册地迁移到湖北省武汉市以

外的地区。 此外，上实环境控股（武汉）

有限公司与标的企业在2014年2月就关

联交易事宜签订了《后续工作及在建项

目执行的委托协议》，转让完成后，须保

证标的企业全面履行该协议。

拟7362万元转让20%股权

营口港集团分步退出上海霄龙投资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

示，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

霄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0%股权日前

挂牌转让，挂牌价格为7362.19万元。营

口港集团原持有上海霄龙67.15％股

权， 此前已先后转让 30%股权和

17.15%股权，此次转让完成后，营口港

集团将退出上海霄龙。

而上海霄龙原股东表示不放弃行

使优先购买权，鉴于谢庭翔、上海泉营

模具有限公司两股东此前均有接盘行

为，此次再次受让的可能性比较大。

标的企业业绩不佳

上海霄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

于2010年7月， 注册资本为36814.8万

元，为大型国有参股企业，经营范围包

括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管理，

企业营销策划，金属材料、矿产品、贵

金属等。

股权结构方面，上市公司营口港控

股股东营口港集团持股20%，冯文华持

股13.14%，冯佰炎持股9.855%，谢庭翔

持股27.005%，上海泉营模具有限公司

持股30%。

主要财务数据方面， 上海霄龙的

经营业绩一直不佳，刚刚成立的2010

年实现营业收入3亿元，净利润176.74

万元，2011年开始出现亏损， 且亏损

额度逐渐扩大。 根据公开资料，上海

霄龙2011年上半年净利润亏损403万

元 ，2011 年 全 年 亏 损 额 扩 大 到

1081.86万元；2012年前10月即亏损

1539.51万元。转让方未提供标的企业

2012年全年和2013年的经营数据。

2014年1月， 标的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544.44万元， 净利润亏损173.51万

元。以2013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资产总计账面值为34262.10万元，评

估值为37277.86万元； 净资产账面值

为33795.19万元， 评估值为36810.95

万元。

对于受让方条件， 转让方要求颇

为宽松。 挂牌公告显示，目前标的企业

职工人数为23人， 对转让标的企业职

工没有继续聘用要求， 标的企业存续

发展方面也没有要求。 意向受让方须

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 商业信用和支

付能力。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或信

托、委托等方式。

分步退出之路

公开资料显示， 营口港集团原持

有上海霄龙67.15％股权，2011年10

月，营口港集团以11032.79万元的价格

挂牌转让其持有的上海霄龙30%股权。

彼时其他股东持股情况为自然人冯文

华、冯佰炎、谢庭翔分别持有上海霄龙

13.14%、9.855%、9.855%的股权。 三位

自然人股东表示放弃行使优先购买

权， 营口港集团的第一大股东之位得

以维系。

2012年12月， 营口港集团再次以

6318.76万元的价格转让上海霄龙

17.15%的股权。 彼时股权结构为营口

港集团持股37.15%、 上海泉营持股

30%，冯文华、冯佰炎、谢庭翔持股比例

未变 ， 仍分别为 13.14% 、9.855% 、

9.855%。 对比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前次

营口港集团转让的30%股份接盘方为

上海泉营。 对比2012年12月与现如今

的股权结构， 谢庭翔接手上海霄龙

17.15%股份， 持股比例升至27.005%。

此次17.15%股权转让完成后， 营口港

集团持股比例降至20%，上海泉营接替

营口港集团， 成为上海霄龙的第一大

股东。

对于营口港集团此次转让 的

20%股权， 老股东表示不放弃行使

优先购买权，此前曾接盘的上海泉

营和谢庭翔再次受让的可能性比

较大。

北京城建集团拟退出北京实创科技园

□本报记者 李香才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北京城建集团持有的北京实创科技

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14.4388%

股权挂牌转让，转让完成后，北京城

建不再持有标的企业股份。 北京实创

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先后

承担上地北区、中关村创新园等开发

建设任务。

接盘方门槛颇高

项目信息显示， 北京实创科技园

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14.4388%股

权挂牌价格为20921.21万元。

股权结构方面， 北京实创高科技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持股44.4912%，北

京能源投资 （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

3.4558%， 北京北大科技园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持股0.1728%， 北京海淀科

技 园 建 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29.4182%，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持股14.4388%，北京中关村生命科

学 园 发 展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持 股

5.3488%， 北京市海淀区永丰农工商

总公司持股2.6744%。 此次股权转让

方为北京城建集团， 标的企业原股东

表示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主要财务指标方面， 标的企业

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37445.74万元，

净利润1768.79万元；今年前两月未实

现营业收入，净利润亏损277.91万元。

以2013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资

产总计账面值为878384.35万元，评估

值为941117.72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

82161.9万元， 评估值为144895.27万

元，评估值溢价高达76%，对于溢价原

因，挂牌公告中并未说明。

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须为在

中国境内依法注册并有效存续的企业

法人， 且注册资本金不低于10亿元。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

标的企业承担海淀山后资源开发

公开资料显示， 标的企业成立于

2001年， 主要从事高科技园区的开

发、建设和运营，先后承担上地北区、

中关村创新园等开发建设任务。

2009年，标的企业承担了中关村

核心区北部研发服务和高新技术产业

聚集区部分区域， 即中关村翠湖科技

园和中关村永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

开发建设、产业促进、运营管理等。 海

淀区政府积极推动海淀北部地区规划

整体调整工作。

2010年2月26日， 根据北京市及

海淀区政府对北部产业园区资源整合

的具体要求， 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中关村永丰产

业基地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实创环保

发展有限公司三家园区开发企业合并

重组， 重组后的公司名称为北京实创

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

企业整合重组后， 主要承担海淀山后

地区优质资源的开发建设任务， 对海

淀核心区建设整体产业导向、 创新要

素聚集、重大项目落地、促进产业发展

等予以推动。

长城担保拟出清深圳国融100%股权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天津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长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深

圳市国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100%股

权日前以25913.47万元价格挂牌。 转

让方表示，意向受让方须一同受让港

丰房地产开发（深圳）有限公司债权

项目。

营业外收入暴增

深圳国融投资成立于2007年，是

一家国有独资的小型投资与资产管理

企业。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投资兴办实

业、房地产经营等。

公司唯一的股东是长城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长城担保是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公司在深圳经济特区设立的担保平

台，成立于2009年3月，注册资本7.39亿

元，是一家具有中央金融企业背景的全

国性专业担保公司。

深圳国融2013年营业收入为2800

万元，净利润却亏损5721万元；2014年

1月，虽然公司营业收入为0，净利润却

已经高达7401万元， 或表明公司取得

不菲的营业外收入。 以2013年12月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公司净资产的账面价

值和评估价值分别为 18628万元和

25913万元，本次挂牌价格与净资产评

估价值完全一致。

接盘方面临诉讼风险

转让方提示说，意向受让方须一同

受让港丰房地产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债权项目。

记者查阅公司运营介绍发现，深圳

国融主要资产为所持港丰房地产 （深

圳）有限公司100%股权，该股权资产

系公司为港丰地产代偿其所欠深圳发

展银行的债务15228.75万元形成。

深圳国融于2011年12月和2012年1月

分别为港丰地产代偿所欠深圳发展银

行3000万元和12228.75万元债务，港

丰地产股东港丰集团为此将所持港丰

地产100%股份过户给深圳国融，并约

定到2012年11月30日港丰集团或其指

定的第三人回购该股权， 回购价款按

年息20%计算固定收益，逾期则丧失回

购权。

然而到期后， 港丰方面并未支付

回购价款行使回购权。 此外，港丰集团

因担心深圳国融处置所持港丰地产

100%股权，于2012年底以过户时仅支

付一元转让价格显失公平为由起诉转

让无效并查封了该股权。 本次项目转

让方也提示， 买受人收购深圳国融股

权后将面临败诉并返还港丰地产股权

的风险。

长城担保提示说， 如果该股权纠

纷败诉，则买受人可就此主张代偿所

形成的债权本息，同时注意诉讼时效

风险； 如该案深圳国融终审胜诉，国

融公司仍应遵照《股权及债权重组协

议书》履行相关义务。依据相关协议，

2012年5月9日起，深圳国融承担对港

丰地产的监管责任，2013年8月底港

丰地产员工将深圳国融所控制的港

丰地产印章强行夺取，目前港丰地产

的经营暂不在控制之下，深圳国融所

持港丰地产的股权价值由买受人自

行评判。

港房地产员工抢走港丰地产印章

后， 原法定代表人王艳利用控制的公

章以港丰地产名义向深圳市罗湖区人

民法院起诉长城担保和国融公司，要

求长城担保返还7700万元前期收取港

丰地产的担保费和财务顾问费等，深

圳国融负有连带偿还责任。 不过，深圳

国融公司此后撤销了王艳的法定代表

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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