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亦庄国投拟退出京信世纪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记者从北京产权交易所获悉，京信世纪（北京）控股有限公司46.12%股权以54625万元挂牌。挂牌方为公司二

股东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通过本次挂牌，二股东拟出清全部股权，原股东或将接盘。

京信世纪（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注册资本10.3亿元，是一家国有参股型电子工业类公司。 德信

世纪 （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持有50.97%股权， 为公司控股股东， 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6.12%，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剩余的2.91%的股权。

二股东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拟通过本次挂牌，抛售全部持股，而其他股东表示不放弃行使优先购

买权，或将成为接盘方。

京信世纪盈利状况不佳。 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1亿元，净利润亏损28万元，2014年前5月，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947万元，净利润亏损额扩大到47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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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亿元和10亿元。 本次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46135万元。

折价一成转让亏损资产

*ST海化甩包袱聚焦主业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ST海化再次挂牌转让其持有的山东海化氯碱树脂有限公司51.98%股权以及

山东海化华龙硝铵有限公司100%股权，挂牌价分别为1.07亿元和8880.07万元，相较于7月18日首次挂牌价格均下

降一成。

*ST海化此前曾披露，控股股东山东海化集团有意参与上述标的竞买。此次折价一成再次转让亏损资产，公司

拟突出主业的决心可见。

折价一成再次转让

资料显示，氯碱树脂成立于2004年，主要生产销售氢氧化钠、盐酸、稀硫酸、次氯酸钠、聚氯乙烯等产品。 华龙

硝铵成立于1999年，注册资本1.12亿元，为*ST海化的全资子公司，主要生产销售合成氨、硝酸钠、亚硝酸钠、硝酸、

粗甲醇、工业用液体二氧化碳等产品。

两家公司近年来均连续亏损。 氯碱树脂注册资本1945万美元，去年的净利亏损达1.8亿元，今年上半年又亏损

2719.21万元。 截至6月底公司总资产8.01亿元，总负债6.60亿元；华龙硝铵2013年净利润亏损1.68亿元，今年上半

年亏损1879.15万元，截至6月底公司总资产3.27亿元，总负债2.79亿元。

以2013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氯碱树脂净资产账面值为1.68亿元，评估值为2.29亿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

值为1.19亿元；华龙硝铵净资产账面值为6645.37万元，评估值为9866.74万元。

此次挂牌价氯碱树脂为1.07亿元，华龙硝铵8880.07万元，相较于7月18日首次挂牌价格1.19亿元和9866.74万

元均下降了一成。

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应为中国境内注册成立的内资企业法人，注册资本不低于5亿元。 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

的商业信用和支付能力。意向受让方在递交受让申请的同时，须提交其在挂牌期间合计不低于2.2亿元的银行存款

余额证明。 本项目不接受委托、信托或联合方式受让。

甩包袱聚焦主业

此次转让只是*ST海化打包转让旗下亏损资产的一部分。公司除了转让持有的华龙硝铵、氯碱树脂股权外，还

将转让旗下天祥化工厂的权益。 根据公告，天祥化工厂同样是亏损企业，去年实现营业收入5.98亿元，亏损2.73亿

元，今年前5个月亏损901.64万元。 同时，*ST海化还将其持有的山东薛焦化工有限公司6.27%股权、山东潍焦集团

薛城能源有限公司20%股权进行转让，转让价格分别为1元和6180.7万元。

*ST海化表示，近年来受经济环境、生产规模等因素影响，上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产品竞争力下降。 此次交

易，有利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优化资源配置，集中精力做强公司优势产业。 本次交易所获

取款项，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流动资金，发展当前重点业务。

根据*ST海化披露的财务数据，*ST海化2012年和2013年连续两年亏损，2012年亏损额达到5.2亿元，2013年

亏损扩大到11.29亿元。 *ST海化2014年上半年实现盈利2507.23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ST海化打包甩卖旗下亏损资产，其突出盐碱主业的做法越发明晰。 同时，通过转让上述企业

收回资金，可用于偿还贷款或进行主业升级改造，降低运营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后续发展。

拟引进战投谋求上市

广州银行12.65%股权40亿元挂牌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记者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获悉，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10.5亿股股权8月20日起挂牌转让，股权对应总

股本股比为12.65%，挂牌价格为40.0365亿元，折合每股价格3.8元左右。 这是加拿大丰业银行表态收回2011年9月

发出的收购要约之后，广州金控再度挂牌广州银行相关股权。 值得注意的是，区别于前次面向境外战略投资者，广

州金控本次对受让方资格条件锁定在境内内资企业法人。 业内分析认为， 随着广州银行相关股权挂牌的再度启

动，其上市之路或将再度提速。

前6月大赚17亿元

广州银行1996年成立，注册资本为83亿元人民币，其是在原来的46家广州城市信用合作社基础上组建起来的

股份制商业银行，前身为广州城市合作银行。 2009年，广州市政府帮助其剥离不良资产，获准更名为“广州银行” 。

公司官网数据显示，近年来，广州银行各项业务发展速度远高于广州地区同业平均水平。截至2013年底，公司

资产总额3047亿元，资本充足率12.26%，核心资本充足率11.51%，不良贷款率0.03%，不良资产率0.01%，拨备覆盖

率超过300%，是国内资产质量最好的银行之一。

从挂牌信息看，广州银行的经营业绩也较为稳健。 公司2012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49亿元和27亿元，到

了2013年分别增长到56亿元和31亿元。截至2014年6月30日，广州银行实现营业收入31亿元，净利润17亿元，所有

者权益提升至157亿元。以2013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公司资产总计3047亿元，负债总计2896亿元，净资产账

面价值为150亿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40.026亿元。 挂牌价格较此评估价值略高。

挂牌信息显示，本次转让标的总股数为10.5亿股，单一受让方最少受让3000万股，增幅为1000万及其整数倍。

由于本次转让标的总金额为40.0365亿元，折合每股单价为3.813元，该单价即为最低出让价格，意向受让方报价不

得低于该价格。

广州金控“二进宫”

广州银行为国有控股的大型金融机构，广州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63.99%的持股比例牢牢把握控股权，广

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股26.16%，远远高于第三名以后的股东。

除了前述两大股东外，其余股东所持股份比例均较低，广州市广永经贸有限公司持股1.89%，广州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持股0.6%，其余诸如佛山市华银集团有限公司、广州汇华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市越秀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广州市东山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等持股比例均在0.1%到0.3%附近。

根据交易提示，本次交易转让方“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广州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于2013

年12月23日通过工商变更登记更名。 亦即本次广州银行的股权转让方为控股股东广州金控。 通过本次转让，广州

金控的持股比例将下降到5成附近。

公开资料显示，早在2011年8月，广州金控就曾挂牌转让广州银行19.9%的股权，意在挑选优秀的战略投资者

助力广州银行“引资、上市” 。 挂牌时间不长，加拿大丰业银行通过对广州银行尽职调查，以46.67亿元的价格高调

摘牌，然后等待中国相关部门的审批。 然而，时隔三年，丰业银行却于近期在官网透露说，因情况发生变化，收回

2011年9月发出的收购要约。这也就意味着，上次股权挂牌并没有成交，从而直接导致了广州银行的引资之路就此

折返。 于是才有了本次广州金控“二进宫”再度挂牌广州银行股权。

区别于前次面向境外战略投资者，在本次挂牌中，广州金控对受让方资格条件锁定在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

境内内资企业法人。 如受让方为境内金融机构，应当治理良好，内部控制健全有效，最近3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社

会声誉良好，最近两年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因内部管理问题导致的重大案件，还需要满足银监会规定的其他审

慎性条件。

广州金控也同时允许境内非金融机构接盘，但需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或有效的组织管理方式，具有较强

的经营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财务状况良好，最近3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年终分配后，净资产达到全部资产的

30%（合并会计报表口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权益性投资余额原则上不超过本企业净资产

的50%（合并会计报表口径）。

引援或意在上市

今年5月，广州社科院发表蓝皮书指出，广州将加快做强做大广州银行、广州农商行两家银行，通过提高资本

充足率、优化股权结构、优化治理结构等措施，并力争五年内实现公开上市。 其中尤其提出，对广州银行来说，要在

绝对控股的前提下降低国有资本控股比例、扩大控股规模，进一步增强竞争实力。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阻拦在广州银行上市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则是高度集中的国有股权。

“目前广州银行的前三大股东中，广州金控、广永经营、广永经贸分别持有广州银行63.99%、26.16%和1.89%的股

权。这三家公司均为广州市政府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按照相关规定，股份制银行要成功上市，政府单一股权原则

上不得高于30%。比如，南京银行前十大股东中，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股份占比仅为12.73%。这

就要求广州银行在上市之前需要将政府持股稀释到30%以下，同时引进财务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

广州银行此前也曾公开表示，股权结构的目标是形成广州市政府相对控股、一至两家战略投资者和众多财务

投资者共同组成均衡的股权结构。 随着丰业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计划的落败，此次挂牌广州金控也有意向战略、

财务两方投资者抛出“橄榄枝” 。

前述人士称，从这次挂牌信息来看，一方面持续增长的业绩为股权的顺利转让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不再严

苛的受让方资格也为成功转让创造了条件。 随着相关股权挂牌转让的再度启动，广州银行谋求上市的脚步或将提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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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引进战投谋求上市

广州银行12.65%股权40亿元挂牌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记者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获悉，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10.5亿股股

权8月20日起挂牌转让，股权对应总股本

股比为12.65%， 挂牌价格为40.0365亿

元，折合每股价格3.8元左右。 这是加拿

大丰业银行表态收回2011年9月发出的

收购要约之后， 广州金控再度挂牌广州

银行相关股权。值得注意的是，区别于前

次面向境外战略投资者， 广州金控本次

对受让方资格条件锁定在境内内资企业

法人。 业内分析认为，随着广州银行相关

股权挂牌的再度启动， 其上市之路或将

再度提速。

前6月大赚17亿元

广州银行1996年成立， 注册资本为

83亿元人民币， 其是在原来的46家广州

城市信用合作社基础上组建起来的股份

制商业银行，前身为广州城市合作银行。

2009年， 广州市政府帮助其剥离不良资

产，获准更名为“广州银行” 。

公司官网数据显示，近年来，广州银

行各项业务发展速度远高于广州地区同

业平均水平。截至2013年底，公司资产总

额3047亿元，资本充足率12.26%，核心

资本充足率11.51%，不良贷款率0.03%，

不良资产率0.01%， 拨备覆盖率超过

300%， 是国内资产质量最好的银行之

一。

从挂牌信息看， 广州银行的经营业

绩也较为稳健。 公司2012年营业收入和

净利润分别为49亿元和27亿元， 到了

2013年分别增长到56亿元和31亿元。 截

至2014年6月30日， 广州银行实现营业

收入31亿元，净利润17亿元，所有者权益

提升至157亿元。 以2013年12月31日为

评估基准日，公司资产总计3047亿元，负

债总计2896亿元，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50亿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40.026

亿元。 挂牌价格较此评估价值略高。

挂牌信息显示， 本次转让标的总股

数为10.5亿股， 单一受让方最少受让

3000万股， 增幅为1000万及其整数倍。

由于本次转让标的总金额为40.0365亿

元，折合每股单价为3.813元，该单价即

为最低出让价格， 意向受让方报价不得

低于该价格。

广州金控“二进宫”

广州银行为国有控股的大型金融机

构 ， 广州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63.99%的持股比例牢牢把握控股权，广

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股

26.16%，远远高于第三名以后的股东。

除了前述两大股东外， 其余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均较低， 广州市广永经贸有

限公司持股1.89%，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持股0.6%， 其余诸如佛山市华银集团

有限公司、广州汇华投资有限公司、广州

市越秀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广州市

东山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等持股比例

均在0.1%到0.3%附近。

根据交易提示，本次交易转让方“广

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原名“广州

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于2013年12

月23日通过工商变更登记更名。 亦即本

次广州银行的股权转让方为控股股东广

州金控。 通过本次转让，广州金控的持股

比例将下降到5成附近。

公开资料显示，早在2011年8月，广

州金控就曾挂牌转让广州银行19.9%的

股权， 意在挑选优秀的战略投资者助力

广州银行“引资、上市” 。挂牌时间不长，

加拿大丰业银行通过对广州银行尽职调

查，以46.67亿元的价格高调摘牌，然后

等待中国相关部门的审批。然而，时隔三

年，丰业银行却于近期在官网透露说，因

情况发生变化， 收回2011年9月发出的

收购要约。这也就意味着，上次股权挂牌

并没有成交， 从而直接导致了广州银行

的引资之路就此折返。 于是才有了本次

广州金控“二进宫” 再度挂牌广州银行

股权。

区别于前次面向境外战略投资者，

在本次挂牌中， 广州金控对受让方资格

条件锁定在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

内资企业法人。 如受让方为境内金融机

构，应当治理良好，内部控制健全有效，

最近3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社会声誉良

好， 最近两年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因

内部管理问题导致的重大案件， 还需要

满足银监会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广州金控也同时允许境内非金融机

构接盘， 但需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

或有效的组织管理方式， 具有较强的经

营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财务状况良好，

最近3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年终分配

后，净资产达到全部资产的30%（合并会

计报表口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

和控股公司外， 权益性投资余额原则上

不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50%（合并会计

报表口径）。

引援或意在上市

今年5月，广州社科院发表蓝皮书指

出，广州将加快做强做大广州银行、广州

农商行两家银行，通过提高资本充足率、

优化股权结构、优化治理结构等措施，并

力争五年内实现公开上市。 其中尤其提

出，对广州银行来说，要在绝对控股的前

提下降低国有资本控股比例、 扩大控股

规模，进一步增强竞争实力。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 阻拦在广州银

行上市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则是高度

集中的国有股权。

“目前广州银行的前三大股东中，广

州金控、广永经营、广永经贸分别持有广

州银行63.99%、26.16%和1.89%的股权。

这三家公司均为广州市政府设立的国有

独资公司。 按照相关规定，股份制银行要

成功上市， 政府单一股权原则上不得高

于30%。 比如，南京银行前十大股东中，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

股份占比仅为12.73%。 这就要求广州银

行在上市之前需要将政府持股稀释到

30%以下， 同时引进财务投资者和战略

投资者。

广州银行此前也曾公开表示， 股权

结构的目标是形成广州市政府相对控

股、 一至两家战略投资者和众多财务投

资者共同组成均衡的股权结构。 随着丰

业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计划的落败，此

次挂牌广州金控也有意向战略、 财务两

方投资者抛出“橄榄枝” 。

前述人士称，从这次挂牌信息来看，

一方面持续增长的业绩为股权的顺利转

让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不再严苛的受

让方资格也为成功转让创造了条件。 随

着相关股权挂牌转让的再度启动， 广州

银行谋求上市的脚步或将提速。

亦庄国投拟退出京信世纪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记者从北京产权交易所获悉，京信世纪（北京）控股有限公司

46.12%股权以54625万元挂牌。 挂牌方为公司二股东北京亦庄国际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通过本次挂牌，二股东拟出清全部股权，原股东

或将接盘。

京信世纪（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注册资本10.3亿

元，是一家国有参股型电子工业类公司。 德信世纪（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持有50.97%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持股比例为46.12%，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剩

余的2.91%的股权。

二股东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拟通过本次挂牌，抛

售全部持股，而其他股东表示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或将成为接

盘方。

京信世纪盈利状况不佳。 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1亿元，净利

润亏损28万元，2014年前5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47万元，净利润亏

损额扩大到47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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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亿元和10亿元。 本次转让标的对

应评估值为46135万元。

方正集团拟转让方正东亚信托12.5%股权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方正集团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

转让其持有的方正东亚信托12.5%股权，

方正集团旗下中国高科此前曾表示拟通

过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方正东亚信托12.5%

的股权。此次方正东亚信托原股东东亚银

行、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表示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但方正集团

对意向受让方条件要求甚高，中国高科接

盘可能性较大。

12.5%股权要价5.8亿元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方正

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12.5%股权8月22日

开始挂牌转让，挂牌价格为57982.85万元。

方正东亚信托成立于1991年，注册资

本为12亿元，注册地在湖北武汉，经营范

围包括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

有价证券信托、 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

等。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127888.87万元，

净利润70191.26万元；今年上半年实现营

业收入65454.95万元，净利润34651.91万

元。 以2013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净

资产账面值为217893.19万元， 评估值为

463862.83万元。

目前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方

正东亚信托70.01%股权， 东亚银行持股

19.99%，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10%。 此次转让方为方正集团，

标的企业原股东表示不放弃行使优先购

买权，但转让方提出近乎苛刻的条件。

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需为存续10

年以上的境内企业法人。意向受让方或其控

股股东需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意向受让方

或其控股股东2013年12月31日的账面净资

产不低于200亿元。 意向受让方或其控股股

东需具有丰富的金融行业管理经验。意向受

让方或其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合计拥

有商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中至少两个金

融许可证。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也不得

采用委托或信托方式举牌。东亚银行在香港

成立，不符合“境内企业法人”的条件；武汉

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2005年8

月8日注册成立，成立时间不足10年，不符

合“存续10年以上”的条件。

中国高科欲接盘

对于方正集团转让方正东亚信托，方

正集团旗下中国高科表露出受让意向。 根

据国有资产转让的相关规定，方正集团转

让所持有的方正东亚信托12.5%股权需履

行国有产权挂牌交易手续，中国高科拟用

不超过6亿元的自有资金通过公开竞拍的

方式购买。

对于此次收购的用意， 中国高科表

示，公司将通过参股方正东亚信托间接进

入信托行业，可以有效规避房地产行业宏

观调控以及土地储备短缺对公司经营业

绩造成的不利影响，降低公司整体经营风

险，同时公司可以享受未来非银行金融机

构快速发展带来的益处。

中国高科7月31日-8月1日召开的第

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已经审核通过了

这一议案，方正东亚信托2014年度上半年

审计工作也已经完成并予以披露。根据安

排，公司将于9月3日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审议这一收购议案。

实际上，中国高科此前曾筹划通过向

方正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购买其

持有的方正东亚信托40%股权，交易价格

不高于20亿元。 不过，中国高科控股方正

东亚信托的目的并未实现，重组事宜最终

被终止。 对于终止的原因，中国高科称，受

政策因素影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实施存在障碍。

折价一成转让亏损资产

*ST海化甩包袱聚焦主业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ST

海化再次挂牌转让其持有的山东海化氯

碱树脂有限公司51.98%股权以及山东海

化华龙硝铵有限公司100%股权， 挂牌价

分别为1.07亿元和8880.07万元，相较于7

月18日首次挂牌价格均下降一成。

*ST海化此前曾披露， 控股股东山东

海化集团有意参与上述标的竞买。此次折

价一成再次转让亏损资产，公司拟突出主

业的决心可见。

折价一成再次转让

资料显示， 氯碱树脂成立于2004年，

主要生产销售氢氧化钠、盐酸、稀硫酸、次

氯酸钠、聚氯乙烯等产品。 华龙硝铵成立

于1999年，注册资本1.12亿元，为*ST海化

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生产销售合成氨、硝

酸钠、亚硝酸钠、硝酸、粗甲醇、工业用液

体二氧化碳等产品。

两家公司近年来均连续亏损。 氯碱树

脂注册资本1945万美元， 去年的净利亏损

达1.8亿元， 今年上半年又亏损2719.21万

元。截至6月底公司总资产8.01亿元，总负债

6.60亿元；华龙硝铵2013年净利润亏损1.68

亿元，今年上半年亏损1879.15万元，截至6

月底公司总资产3.27亿元，总负债2.79亿元。

以2013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氯碱树脂净资产账面值为1.68亿元，评估

值为2.29亿元，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

1.19亿元； 华龙硝铵净资产账面值为

6645.37万元，评估值为9866.74万元。

此次挂牌价氯碱树脂为1.07亿元，华龙

硝铵8880.07万元，相较于7月18日首次挂牌

价格1.19亿元和9866.74万元均下降了一成。

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应为中国境

内注册成立的内资企业法人，注册资本不

低于5亿元。 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的商

业信用和支付能力。 意向受让方在递交受

让申请的同时，须提交其在挂牌期间合计

不低于2.2亿元的银行存款余额证明。本项

目不接受委托、信托或联合方式受让。

甩包袱聚焦主业

此次转让只是*ST海化打包转让旗下

亏损资产的一部分。 公司除了转让持有的

华龙硝铵、氯碱树脂股权外，还将转让旗下

天祥化工厂的权益。根据公告，天祥化工厂

同样是亏损企业， 去年实现营业收入5.98

亿元， 亏损2.73亿元， 今年前5个月亏损

901.64万元。 同时，*ST海化还将其持有的

山东薛焦化工有限公司6.27%股权、山东潍

焦集团薛城能源有限公司20%股权进行转

让，转让价格分别为1元和6180.7万元。

*ST海化表示，近年来受经济环境、生

产规模等因素影响， 上述企业生产经营困

难，产品竞争力下降。 此次交易，有利于加

快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优

化资源配置，集中精力做强公司优势产业。

本次交易所获取款项， 主要用于补充公司

日常经营流动资金，发展当前重点业务。

根据*ST海化披露的财务数据，*ST

海化2012年和2013年连续两年亏损，

2012年亏损额达到5.2亿元，2013年亏损

扩大到11.29亿元。*ST海化2014年上半年

实现盈利2507.23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ST海化打包甩卖旗下

亏损资产，其突出盐碱主业的做法越发明晰。

同时，通过转让上述企业收回资金，可用于偿

还贷款或进行主业升级改造，降低运营成本，

提高产品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后续发展。

宏泽水务3092万元寻买家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重庆中节能隆安实业开发

有限公司和重庆中节能民安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联合转让重庆市宏泽

水务技术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挂牌价格为3092.72万元。

重庆市宏泽水务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 注册资本

1430万元，经营范围为供水技术及水处理技术开发、相关设备制造、

销售等。

此次转让方隆安实业和民安实业均为重庆中节能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全资子公司。 而重庆中节能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的区域性

二级子公司。

财务数据显示，宏泽水务2013年营业收入1314.46万元，净利润

为272.91万元。截至今年5月底，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1.54万元，净利

润为48.8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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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7.72万元和3092.72万元， 转让标的对

应评估值为3092.72万元。

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必须为境内注册并合法续存的投资公

司，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商业信用；近三年内无重大诉讼，经营行为

无不良记录。

中国钢研

拟退出吉林工程技术公司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吉林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71%股权公开挂牌转让， 转让方为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和通化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价格为7597万元。

中国钢研吉林工程技术公司前身为吉林省冶金设计院，1993年

与通钢集团实体联合，主要经营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及其计算机

应用、电气传动及仪器仪表集成系统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设计、

服务和设备配套等。

股权结构方面，中国钢研集团持有51%股权，通化钢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20%股权。

财务数据显示， 中国钢研吉林工程技术公司2013年营业收入

6281.73万元，净利润为427.01万元。 截至今年7月底，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3141.72亿元，净利润为212.77万元。 以2014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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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4.57万元和

1.07亿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7588.49万元。

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须为中国境内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

内资企业法人，注册资本金在5亿元以上；应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

支付能力；此项目不接受委托、信托或联合受让。

中石化集团退出河南华诚房地产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河南华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5.17%股权及

16291.805541万元债权正在挂牌转让， 挂牌价格为16291.805641

万元。 河南华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5.17%股权对应挂牌价格仅

为1元。

华诚房地产成立于1997年，注册资本为8018.17万元。 中国石化

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股25.17%，浙江新钱塘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持股 24.9433% ， 上海珠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持股

18.7075%，浙江元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18.7075%，开封华美

家居发展有限公司持股12.4717%。

华诚房地产2012年净利润亏损8752.5万元，2013年实现盈利

1769.73万元，今年上半年再度亏损1471.79万元。 以2014年4月30日

为评估基准日，资产总计账面值为27689.84万元，评估值为66360.25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40753.24万元，评估值为-2082.83万元。

需要注意的是， 华诚房地产郑州大上海城项目四五区的拆迁投

入及相关权利义务已转让给河南省长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合同总

价9100万元，已按合同约定收到价款8645万元。

东航投资退出青岛流亭机场公司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上海东航投资有限公司持

有的青岛流亭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25%股权正在挂牌转让， 挂牌

价格为1.72亿元。

青岛流亭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0年，注册资本为4.5

亿元，主要负责流亭国际机场的改、扩建工程。 目前青岛市企业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持股75%，上海东航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5%。 青岛流亭

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实现净利润3470.74万元，2013年实现

净利润4292.15万元，今年前7月亏损47.5万元。 以2013年12月31日为

评估基准日，资产总计账面值为134128.44万元，评估值为136114.84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65312.92万元，评估值为67299.32万元。

需要注意的是，标的公司因经营条件及管理团队的原因，将主要

固定资产交付由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一并混用。

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应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企业

法人。 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最近五年

（2009-2013年度）连续盈利。 意向受让方净资产不低于10亿元，应

具有经营管理年吞吐量1400万及以上旅客的机场经验。

CFP图片

宏泽水务3092万元寻买家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重庆中节能隆安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和重庆中节能民安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联合转让重庆市宏泽水务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100%股权。 挂牌价格为3092.72万元。

重庆市宏泽水务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注册资本1430万元，

经营范围为供水技术及水处理技术开发、相关设备制造、销售等。

此次转让方隆安实业和民安实业均为重庆中节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全

资子公司。 而重庆中节能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的区域性二级子公司。

财务数据显示，宏泽水务2013年营业收入1314.46万元，净利润为272.91

万元。 截至今年5月底，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1.54万元，净利润为48.8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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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7.72万元和3092.72万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3092.72万元。

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必须为境内注册并合法续存的投资公司，具有

良好的财务状况、商业信用；近三年内无重大诉讼，经营行为无不良记录。

中国钢研

拟退出吉林工程技术公司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吉林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71%股权公开挂牌转让，转让方为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通化钢铁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价格为7597万元。

中国钢研吉林工程技术公司前身为吉林省冶金设计院，1993年与通钢

集团实体联合，主要经营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及其计算机应用、电气传动

及仪器仪表集成系统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设计、服务和设备配套等。

股权结构方面，中国钢研集团持有51%股权，通化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20%股权。

财务数据显示， 中国钢研吉林工程技术公司2013年营业收入6281.73万

元，净利润为427.01万元。 截至今年7月底，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41.72亿元，

净利润为212.77万元。 以2014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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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4.57万元和1.07亿元，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

7588.49万元。

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须为中国境内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内资企业

法人，注册资本金在5亿元以上；应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此项目

不接受委托、信托或联合受让。

中石化集团退出河南华城房地产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持有的河南华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5.17%股权及16291.805541万元债

权正在挂牌转让，挂牌价格为16291.805641万元。 河南华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25.17%股权对应挂牌价格仅为1元。

华诚房地产成立于1997年，注册资本为8018.17万元。中国石化集团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股25.17%， 浙江新钱塘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24.9433%，上海珠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持股18.7075%，浙江元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持股18.7075%，开封华美家居发展有限公司持股12.4717%。

华诚房地产2012年净利润亏损8752.5万元，2013年实现盈利1769.73万

元，今年上半年再度亏损1471.79万元。 以2014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资

产总计账面值为27689.84万元， 评估值为66360.25万元； 净资产账面值为

-40753.24万元，评估值为-2082.83万元。

需要注意的是，华诚房地产郑州大上海城项目四五区的拆迁投入及相关

权利义务已转让给河南省长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合同总价9100万元，已按

合同约定收到价款8645万元。

东航投资退出青岛流亭机场公司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上海东航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青岛

流亭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25%股权正在挂牌转让，挂牌价格为1.72亿元。

青岛流亭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0年，注册资本为4.5亿元，主

要负责流亭国际机场的改、扩建工程。 目前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

股75%，上海东航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5%。 青岛流亭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2012年实现净利润3470.74万元，2013年实现净利润4292.15万元， 今年前7

月亏损47.5万元。 以2013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资产总计账面值为

134128.44万元，评估值为136114.84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65312.92万元，评

估值为67299.32万元。

需要注意的是，标的公司因经营条件及管理团队的原因，将主要固定资

产交付由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一并混用。

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应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企业法人。 意

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最近五年（2009-2013年度）

连续盈利。 意向受让方净资产不低于10亿元，应具有经营管理年吞吐量1400

万及以上旅客的机场经验。

方正集团拟转让方正东亚信托12.5%股权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方正集团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方正东亚信托12.5%

股权，方正集团旗下中国高科此前曾表示拟通过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方正东亚

信托12.5%的股权。 此次方正东亚信托原股东东亚银行、武汉经济发展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表示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但方正集团对意向受让方条

件要求甚高，中国高科接盘可能性较大。

12.5%股权要价5.8亿元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12.5%股权

8月22日开始挂牌转让，挂牌价格为57982.85万元。

方正东亚信托成立于1991年，注册资本为12亿元，注册地在湖北武汉，

经营范围包括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

财产权信托等。 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127888.87万元，净利润70191.26万元；

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65454.95万元，净利润34651.91万元。 以2013年12

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值为217893.19万元，评估值为463862.83

万元。

目前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方正东亚信托70.01%股权， 东亚银行

持股19.99%，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 此次转让方为

方正集团，标的企业原股东表示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但转让方提出近乎

苛刻的条件。

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需为存续10年以上的境内企业法人。 意向受让

方或其控股股东需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 意向受让方或其控股股东2013年

12月31日的账面净资产不低于200亿元。 意向受让方或其控股股东需具有丰

富的金融行业管理经验。意向受让方或其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合计拥有

商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中至少两个金融许可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

也不得采用委托或信托方式举牌。 东亚银行在香港成立，不符合“境内企业

法人” 的条件；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2005年8月8日注册成

立，成立时间不足10年，不符合“存续10年以上”的条件。

中国高科欲接盘

对于方正集团转让方正东亚信托，方正集团旗下中国高科表露出受让意

向。 根据国有资产转让的相关规定， 方正集团转让所持有的方正东亚信托

12.5%股权需履行国有产权挂牌交易手续， 中国高科拟用不超过6亿元的自

有资金通过公开竞拍的方式购买。

对于此次收购的用意，中国高科表示，公司将通过参股方正东亚信托间

接进入信托行业，可以有效规避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以及土地储备短缺对公

司经营业绩造成的不利影响，降低公司整体经营风险，同时公司可以享受未

来非银行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带来的益处。

中国高科7月31日-8月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已经审核通

过了这一议案， 方正东亚信托2014年度上半年审计工作也已经完成并予以

披露。 根据安排，公司将于9月3日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审议

这一收购议案。

实际上，中国高科此前曾筹划通过向方正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购

买其持有的方正东亚信托40%股权，交易价格不高于20亿元。不过，中国高科

控股方正东亚信托的目的并未实现，重组事宜最终被终止。对于终止的原因，

中国高科称，受政策因素影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实施存在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