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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拟10亿元退出海康人寿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正在收

缩保险业的战线。 中国证券报记者

从北京产权交易所获悉，中海油下

属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正

在挂牌转让其持有的海康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50%股权，转让完成后，

中海石油投资将不再持有海康人

寿股权。

受让门槛颇高

项目信息显示， 海康人寿50%

股权挂牌价格为10亿元。 目前中海

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AEGON

保险国际有限公司分别持股50%，

此次股权转让方为中海石油投资，

AEGON保险表示不放弃行使优先

购买权。 不过，转让方要求意向受

让方不得持有境内外寿险公司的

5%以上（含5%）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方面，海康人寿

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106151.55万

元，净利润亏损9252.33万元；今年

1-7月实现营业收入77464.95万

元， 净利润亏损854.41万元。 以

2013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资

产总计账面值为821862.09万元；净

资产账面值为64403.79万元， 评估

值为157663.97万元。转让标的对应

评估值为78831.985万元，挂牌价格

却达到10亿元。

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应书

面承诺具备支持标的企业资本需

求的实力，具备持续向标的企业出

资的能力，有能力为标的企业未来

的发展持续补充资本，承诺在保监

会批准其成为标的企业股东后的

两年内， 向标的企业增资不少于3

亿元。 意向受让方应承诺利用自身

财务资源实现对标的企业的长期

资本支持。

中海石油投资提出， 意向受让

方应具有较强的财务实力。 意向受

让方的注册资本应不低于20亿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根据

其最近一期合并口径下的审计报

告，其净资产不低于100亿元，资产

负债率不超过80%。 最近三年合并

口径下的审计报告所显示的累计盈

利应不低于15亿元。 本项目不接受

联合受让，不接受信托或委托受让

等隐名受让安排。

致力主业发展

海康人寿为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由中海油和AEGON保险合资

设立，2003年5月正式获得营业执

照，在中国开展寿险业务。 海康人

寿总部位于上海， 目前注册资本

为18亿元，迄今已在北京、江苏、

山东、浙江、广东、天津、青岛、河

北、湖北、福建与四川等地建立了

分公司。

根据中海油2014年半年报，中

海油上半年实现净利润336亿元，

同比下降2.3%。 在中期业绩发布会

上， 公司表示正在不断优化资产结

构，原则是突出主业，发挥优势，经

营好优势项目和优良资产。 此次出

售海康人寿也被解读为突出主业的

一个举措。

实际上，中海油集中力量做大

主业的措施还包括新能源领域战

线的收缩。 公司相关人士此前曾

表示， 要以勘探开发为龙头谋划

产业发展， 以做强做大油气主营

业务为纲， 形成油气并举，“两海

（国内海域、海外）” 并重；择优发

展新能源时， 要选择和主业关联

度高、具备经济性、规模性优势的

新能源业务。

泰康人寿3500万股近6亿元挂牌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中国仪器进出口（集团）公司

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其

持有的 泰康人 寿 1.2271% 股权

（3500万股）。 今年6月，中仪集团

已经挂牌转让泰康人寿6693.75万

股股权。 此次转让完成后，中仪集

团仍持有泰康人寿1.1198%股权。

每股作价17.02元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

示，泰康人寿3500万股股份（占总

股本的1.2271%）挂牌价格为59570

万元，折合每股17.02元。 泰康人寿

成立于1996年，注册资本为28.52亿

元。 前三大股东方面，中国嘉德国际

拍卖有限公司持股18.884%为第一

大 股 东 ，The� Goldman� Sachs�

Group,Inc.持股12.0204%，新政泰

达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8979%。 其

余股东持股比例均不超过10%。 此

次股权转让方为中国仪器进出口

（集团） 公司， 其持有泰康人寿

2.3469%股权，此次转让完成后仍持

有泰康人寿1.1198%股权。

财务指标方面，泰康人寿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8410321.41万元，

净利润372336.7万元； 今年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5113270.76万元，净

利润233055.6万元。

根据标的公司章程有关条款规

定， 标的公司现有境内股东对本次

转让标的享有优先购买权。 标的公

司部分股东的股权变动正在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中。

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需为境

内企业。 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

要求，意向受让方（含关联方）如受

让本次股份后导致其所持标的股权

合计超过15%的，还需要符合条件包

括：具有持续出资能力，最近三个会

计年度连续盈利；具有较强的资金实

力，净资产不低于两亿元；信誉良好，

在本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本项目可

以采取联合受让方式，但不得采取委

托或者信托的方式举牌。如采用联合

受让方式，则联合受让体中每个主体

均需满足受让方资格条件要求。由原

股东及非原股东组成的联合受让体，

不享有优先购买权。

陈东升的收购之路

泰康人寿的上市计划被市场高

度关注，股权分散成为上市的一个障

碍。 近来，泰康人寿股权频频在交易

所挂牌，接盘方因而成为关注焦点。

今年5月，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

限公司挂牌转让其持有的泰康人寿

4.11%股权，挂牌价格为199484.375

万元。 接盘方为泰康人寿第一大股

东嘉德拍卖和第四大股东北京物虹

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泰康人寿法定

代表人为陈东升， 嘉德拍卖为陈东

升在1993年创办， 嘉德拍卖也是泰

康人寿的发起人股东。

根据中交建9月4日发布的公

告，公司已通过挂牌出售，以14.24

亿元转让所持有的泰康人寿2.93%

股份（8367.19万股）。 赣州壹锋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签署产

权交易合同，产权交割亦已完成。本

次股份转让完成后， 中交建不再持

有泰康人寿股份。

表面看， 中交建此次转让的

2.93%股份与陈东升失之交臂， 但背

后却与之不无关系。今年3月，赣州招

商致远壹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和赣州招商致远壹号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共同出资110万元

设立赣州壹锋投资。今年8月，赣州壹

锋投资总资本由110万元增至14.26

亿元， 增资股东中就包括物虹投资。

公开资料显示，物虹投资由北京宏利

恒咨询有限公司和北京天地润达广

告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宏利恒法定代

表人为陈东升，天地润达法定代表人

为孔东梅，孔东梅为陈东升的妻子。

中国邮政拟转让中法人寿25%股权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北京产权交

易所获悉，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持有的

中法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25%股

权正在挂牌转让，挂牌价格为15550

万元。中国邮政原持有中法人寿50%

股权，此次转让完成后仍持有中法人

寿25%股权。 此外，法国国家人寿保

险公司持有中法人寿50%。

中法人寿成立于2005年，注册

资本为两亿元， 主要在北京行政辖

区内从事外国人和境内个人缴费的

人身保险业务以及再保险业务。 中

法人寿目前经营情况并不好， 财务

数据显示，中法人寿2013年实现营

业收入1056.1万元， 净利润亏损

698.44万元；今年1-7月实现营业收

入1272.82万元，净利润亏损870.26

万元。 以2013年9月30日为评估基

准日， 中法人寿净资产为14471.62

万元，评估值为30246万元。

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应

为经境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或者

企业，商业银行、证券机构、外商

投资企业除外。 意向受让方为金

融机构的， 应当符合相应金融监

管机构的审慎监管指标要求。 意

向受让方财务状况良好稳定，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的净资产不低于5

亿元， 上一会计年度 （2013年

度）及最近一期会计区间（截至

2014年8月31日） 的资产负债率

不高于30%，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长期股权投资余额小于净资产。

意向受让方应具备投资寿险行

业的战略规划，承诺能利用自身财务

资源满足标的企业的长期资本需求。

同时，意向受让方应无投资与人寿保

险业务构成竞争关系的保险公司，且

意向受让方自身应未经营与人寿保

险业务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

上港集团拟14亿出让明东码头20%股权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

显示，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挂牌转让上海明东集装

箱码头有限公司20%股权， 挂牌价

为14.46亿元。 如转让成功，上港集

团持股比例将从50%降至30%。 上

港集团表示， 此次股权转让事宜符

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 对公司日

常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14亿元转让码头资产

据悉，明东码头成立于2005年，

注册资本为40亿元， 注册地址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洋山保税区， 经营范

围为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上海外

高桥五期码头以及该码头作业所需

的所有辅助设施， 国际国内航线集

装箱和杂货装卸、中转、仓储、分送、

集装箱清洗及维修等业务。

明东码头目前经营外高桥五

期、六期集装箱码头（其中外高桥六

期集装箱码头为租赁经营）。明东码

头现股东为上港集团以及李嘉诚旗

下和记港口外高桥（香港）有限公

司，双方各占50%股份。

目前， 明东码头的主要资产均

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生产经营运行

情况良好，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逐年

增长， 净利润从2012年的5.13亿元

增长为2013年的6.24亿元。 截至今

年7月底，公司营业收入10.41亿元，

净利润3.96亿元。以2016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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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4亿元

和75.11亿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

为14.46亿元。

转让方对意向受让方要求细

致， 意向受让方应为依法设立并有

效存续的境内企业法人； 此项目不

接受联合受让及信托、 隐名委托等

方式受让； 意向受让方或其同一控

制下的关联公司具有从事外贸及内

贸集装箱运输的经营资质； 财务状

况良好，注册资本不低于20亿元，总

资产不低于40亿元， 资产负债率不

高于50%；信誉良好，无欺诈和不良

经营记录。

此外，明东码头7月24日董事会

决议， 将向股东分配2014年上半年

利润2.8亿元。 该公司20%股权的评

估值已经扣除了相应比例的金额。

上港集团表示， 此次股权转让

事宜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股

权转让后将使公司获得的明东公司

收益从50%降至30%， 对公司日常

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加快战略转型

上港集团是我国最大的港口股

份制企业，是目前货物吞吐量、集装

箱吞吐量均居世界首位的综合性港

口。 其集装箱码头主要分布于洋山

港、外高桥和吴淞港三个港区。 上港

集团对三大集装箱港区有明确规

划：吴淞港区以内贸箱为主；外高桥

港区以腹地箱源为主，中转箱为辅；

洋山港区则力争成为国际中转港。

实际上， 明东码头目前经营的

外高桥五期、六期集装箱码头，每年

都给上市公司业绩带来稳定的贡

献。在上港集团2014年半年年报中，

明东码头是上市公司交通运输板块

中年度净利润第三位的主要子公

司。 此外，明东码头经营的外高桥六

期在2010年底正式投产， 是当时上

海港首个具备汽车滚装和集装箱运

输量大主题功能的综合性港区。

上港集团半年报显示， 公司上

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37.96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0.45%； 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32亿元，

同比增长14.95%。 其中明东码头实

现营业收入8.82亿元， 净利润3.41

亿元。

上港集团将此优质资产转让，

或许与公司的多元化战略转型有

关。 上港集团的目标是以开发港口

物流服务链为核心， 大力发展第三

方物流和物流增值业务， 加快推动

相关多元化和国际化。

重庆一医疗项目5.42亿元司法拍卖

□本报记者 周渝

日前， 受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

位于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部分土地使

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等在重庆联交所挂牌

整体处置，拍卖保留价54192.88万元，该项

目成为自2009年重庆涉讼资产全面进场

以来，重庆联交所处置的最大一宗司法拍

卖项目。

资料显示， 拍卖标的物所涉的项目，

按照规划为一家三甲医院，项目占地证载

面积131318.47平方米，均为医卫用地。 目

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其中门诊部综合

楼10层，住院部12层，层高5米，连接体3

层，建筑实测面积141651.29平方米。

据重庆联交所项目经理介绍， 项目位

于渝北区两路镇， 东邻机场快速路城南立

交，西接重庆轻轨3号线双龙站，周边基础

设施齐备，产业聚集程度较好，具有较好的

投资潜力。此外，该项目所在的渝北区2013

年GDP居重庆各区县之首， 固定资产投资

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实现大幅增长。

据了解，作为规划为三甲医院的该项

目，在当前和未来我国健康产业持续快速

增长的背景下，该项目前景良好。 根据国

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

见》，到2020年，我国基本建立覆盖全生

命周期、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健康服务

业体系， 健康服务业总规模将达到8万亿

元以上。

赤峰山金银铅68%股权挂牌转让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北京产权交易所获

悉，赤峰山金银铅有限公司68.42%股权日

前以13298万元价格挂牌转让， 转让方为

赤峰中色白音诺尔矿业有限公司。 由于二

股东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表示

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或将成为接盘方。

山金银铅成立于2011年，主要从事铅

锌、银等金属的冶炼业务，是一家中型的国

有控股企业。其中，赤峰中色白音诺尔矿业

有限公司持有68.42%股权，为公司控股股

东， 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剩余的31.58%股权。

赤峰中色白音诺尔矿业有限公司本次

拟将所持股权全部出清， 而山东黄金有色

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表示不放弃行使优先购

买权，这也就意味着，此前的二股东或将全

额包揽本次转让股份， 从而使山金银铅成

为旗下全资子公司。

山金银铅2013年净利润亏损152万

元，但公司2014年前6个月实现盈利847

万元。 公开资料显示，赤峰山金银铅有

限公司10万吨/年电铅项目顺利产出粗

铅和高铅熔融渣， 投料试车取得成功。

这也就意味着，公司有望迎来新的业务

增长点。

以2013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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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88.01万元和19437.26万元。 转让标的

对应评估值为13298.9732万元。 挂牌价格

与此一致。

浦迪投资两成股权挂牌引战投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为了吸引战略投资者，上海浦迪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22.377%股权日前以76999万元

价格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

浦迪投资成立于2012年，是上海浦东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

2013年实现净利润49万元，2014年前7个

月，公司净利润增至98万元。以2014年3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

和评估价值分别为344002万元和344100

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 本次浦迪投资股权的

转让是为了引入战略投资者。 转让方为此

指出，引入战略投资者后，公司维持执行董

事1名、监事1名的结构模式不变。 股东会

将成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此外，股东会将

通过投票方式对其职权事项进行决定。 战

略投资者应签署投票权委托书， 同意将其

持有的公司股权份额所代表的投票权排他

的委托给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行使。 同时，在引入战略投资者后，仅上海

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有权就执行董

事及监事的人选进行提名， 提名人选需经

股东会选举及委派。

转让方同时指出， 标的公司长期应收

款550145万元是在建13个BT项目投资款，

长期借款262450万元是向各银团及银行以

部分BT项目的回购协议质押取得的借款。

对于受让方资格条件，转让方指出，应

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的企业法人

或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或实缴额不低

于人民币7亿元，本次股权转让不接受联合

受让，不接受采取隐名委托方式参与举牌。

天津中天制卡2064万元寻买家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项目信息显示，天

津中天制卡有限公司100%股权2064万元

挂牌转让， 转让方为天津中天通信有限公

司和天津电话设备有限公司， 转让方均为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子公司。

中天制卡成立于1993年，经营各种卡

片加工，其他印刷品印刷，办公自动化设备

的生产加工、销售。 其中，天津中天通信持

有公司75%股权， 天津电话设备持有公司

25%股权。

财务数据显示，中天制卡2012年营业

收入796.35万元， 净利润亏损39.02万元。

截至今年4月底，公司营业收入35.79万元，

净利润亏损9.07万元。 以2013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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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8.6万元和2063.46万

元，负债总计75.02万元。

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需具有良好

的财务状况的支付能力，并按《人员安置

方案》履行相关义务；在完成工商变更之

日起三年内须变更标的公司名称， 不得使

用“中天” 字样。

国投系谋退

枣庄王晁煤矿4成股权1.5亿元挂牌

□本报记者 王小伟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 进入中

央首批混改试点的国投系旗下公司开始

了密集的股权转让。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获悉， 枣庄王晁煤

矿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40.4% 股 权 日 前 以

15000万元价格挂牌转让，转让方为国家

开发投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国投煤炭公

司。 转让完成后， 国投系将退出王晁煤

矿， 由于标的公司大股东山东王晁煤电

集团有限公司表示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

权，或将成为接盘方。

业绩下滑

枣庄王晁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鲁南

滕北煤田境内，水陆交通较为便利。公司的

前身是枣庄市王晁煤矿， 核定年生产能力

60万吨， 始建于1987年，2000年正式注册

成立枣庄王晁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挂牌信息显示，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

元，是一家中型的国有控股企业。山东王晁

煤电集团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 持有

59.6%股权； 国投煤炭有限公司持有剩余

的40.4%股权。 通过本次交易，国投煤炭有

限公司拟出清全部持股， 而大股东山东王

晁煤电集团有限公司表示不放弃行使优先

购买权，或将成为接盘方。

随着煤炭价格的持续下跌， 枣庄王晁

煤矿公司的毛利率水平也出现下滑。 公司

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3亿元， 净利润1421

万元；2014年前7个月，公司实现营收1.4亿

元，净利润则亏损450万元。 以2013年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

和评估价值分别为2.3亿元和3.7亿元。转让

标的对应评估值为14951万元。 挂牌价格

较此略高。

混改提速

本次转让方为国投煤炭有限公司，作为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国投煤炭

有限公司是对煤炭行业投资控股（参股）经

营的投资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金20亿元。

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提速， 近来国

投系公司成为产权交易所的常客。比如，国

家开发投资公司旗下的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所持有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12.63%

股权就曾于8月5日起挂牌转让，挂牌价8.3

亿元。

业内分析认为， 本次挂牌的枣庄王晁

煤矿有限责任公司40.4%股权项目， 也应

是国投系混改“征途”中的重要一步。

在本次挂牌项目中， 转让方对枣庄

王晁煤矿公司的评估状况进行了详细说

明。其提示说，本次评估范围的房屋共70

项，建筑面积48151.30平方米，全部房屋

建筑物所占用土地为划拨土地， 房屋均

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对于无房产证的

房屋， 其面积是企业根据现场测量情况

进行申报的，对企业申报面积，评估人员

进行了抽查核实后以企业申报面积进行

评估， 如未来企业办理相关产权证书时

其面积与申报面积不符， 评估结果应根

据产权证书载明的面积进行调整。 此外，

本次评估范围内有两辆车证载权利人与

企业名称不符，对此企业已出具说明，证

明产权无异议。 证载权利人承诺将协助

办理车辆过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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