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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产权交易市场建设提速

推动国企改革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本报记者 李香才 周浙玲

发展新疆产权交易市场研讨会日前在

乌鲁木齐举行，多位专家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 新疆产权交易所将在新疆国企改革、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

作用。

对于新疆产权市场未来的发展，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副秘书长刘以雷指出，新疆产权

交易所应立足新疆、面向全国、辐射中亚，跨

区域、跨所有制发展成为集投融资功能于一

体的区域性产权交易平台。

国企改革加速器

“推进混合所有制发展是深化国资、国

企改革的重头戏。产权交易市场作为推动国

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要平台，要着力体制

机制创新，以资本为纽带，加速国企与民企、

央企与地方企业的有机融合发展，推进新疆

产权交易市场发展。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

府政策研究室主任赵德儒在研讨会上表示。

产权市场是为服务国企改革而生，产权

市场也是伴随国企改革推进而壮大。上世纪

九十年代初， 随着国有资产重组 “抓大放

小” 改革原则的确定，国企改革进入产权改

革阶段，中国产权交易市场发展步入快速发

展阶段。产权市场为各类资本参与经济结构

调整、 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提

供了一条快捷、高效通道。

2004年新疆联合产权交易所成立。

2008年12月新疆国资委和兵团国资委签署

合作协议，重组新疆联合产权交易所，更名

为新疆产权交易所。

多年来，新疆产权交易所在服务新疆的

国企重组改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

国有资产优化配置。 赵德儒介绍，自2009年

以来，新疆产权交易所累计成交各类国有企

业、行政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国有资产等产

权交易业务473宗，成交金额近77.5亿元，涉

及总资产达200多亿元。 其中国有产权交易

竞价率24.2%， 增值4.78亿元，10年间均增

值6.15%。 国务院国资委产权管理局副局长

郜志宇指出，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监测系统统

计情况， 新疆产权交易所2013年以来企业

国有产权交易金额大概在4.4亿元左右，平

均增值率8.6%， 交易量在西部地区只略低

于陕西的西部产权交易所。

相比其他省份，新疆当前国企改革有很

多特殊使命，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明

确指出，首先在新疆进行油气勘探开发体制

改革试点， 自治区经信委鼓励具备条件、有

意愿的新疆本地企业，通过组建企业投资集

团等方式参与新疆油气区块竞争出让。

新疆产权交易所董事长郭晓玉表示，将

通过企业增资扩股，吸收国内外具有先进技

术优势企业入股，改善管理，转变机制，并创

新高效、灵活的产权交易服务模式，推进国

有资产进场交易，通过产权市场交易平台大

力发展国有、集体、非公有制经济交叉持股

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产权市场是通过市场化方式优化配置

各类资源的综合要素市场，为各类企业直接

和间接融资搭建平台。产权市场既要突出交

易功能，也要体现融资功能。

“本质属性不能忘，投融资功能更要发

挥。” 刘以雷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新疆

产权交易所在新疆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区的过程中发展空间巨大。 ”

赵德如则认为，目前新疆正全力推进丝

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五中心、三基地、一

通道”建设。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全面

推进，新疆产权交易市场大有作为。 尤其是

各类生产要素的聚集、交易的聚集，客观上

需要为丝路经济带建设提供一个专业化、市

场化的产权流转和投融资平台，使交易双方

在一个信息更加广泛快捷、详实可靠，产权

流动更加规范有序的平台上进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资委副主任力提

甫·艾山在会上发言指出， 加快新疆产权交

易市场发展，有利于发挥新疆地处亚欧中心

的独特区位优势，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

供专业化、 市场化的产权流转和投融资平

台，有利于加强中亚区域性合作。

而疆内资本市场的判断逻辑更加直接，

“对于地处偏远的新疆来说，交通运输劣势

无法根本性扭转，只能改善，金融方面的支

持必须超过上海自贸区，才能真正促进各类

资源要素在新疆聚集。 ” 有券商人士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

事实上，自新疆正式被确定为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核心区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政策和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跨

境人民币创新业务试点实施，新疆银行获国

务院批筹，中央频频出台政策支持新疆金融

发展。

今年年初，自治区政府在工作报告中明

确提出，乌鲁木齐市正在推进区域性国际金

融中心建设，抓紧建设结算中心、外汇交易

中心、股权交易中心和大宗特色资源产品期

货市场。自治区金融办副主任王全新也在接

受媒体公开采访时介绍，新疆正朝着重要的

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目标迈进，初步考虑的

思路是，争取设立“国家金融改革开放综合

配套创新试验区” 。

“其实，一切都可以纳入到新疆产权交

易所这个大平台上。 ” 作为新疆产权交易所

的筹组人， 刘以雷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10年前，交易所的发展蓝图中就有人民币

离岸结算中心，还有其他一些跨区域、跨境

的功能定位。 ”

新疆财经大学中亚经贸研究院院长张

文中在会上表示，新疆产权交易所是平台而

不是通道，应采取“西来东联” ，使中国资本

走向中亚。他建议，以中亚国家为主要市场，

逐步开发南亚、西亚、东欧、北非市场，紧扣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同时以直接挂牌交易

为主，逐步探讨跨境产权交易所的合作。

中国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机构协会副秘

书长方建国建议，应整合疆内外乃至中亚国

际资本，积极推动国内外公司重组。 要把握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机遇，解决我国西部的

发展问题，吸引各类资源、权益进场交易。

“碳资产” 富矿待挖掘

当前新疆产权、股权、债权、知识产权、

土地使用权、矿权、林权、排放权等各种生产

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还有待完善。 赵德儒建

议， 要加快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推

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要加快科技文化市场体系建设，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要积

极发展环保市场，推进节能减排、碳排放权、

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设。 新疆是资源型

大区，广袤的土地、丰富的矿产、辽阔的草

原、茂密的森林是产权市场建设和发展的重

要基础。要积极构建覆盖全要素产权市场的

交易平台。

力提甫·艾山在研讨会上也提出， 希望

新疆产权交易业界丰富交易品类，积极为新

疆农村产权、矿业权、技术产权、文化产权，

以及环境能源、公共资源等要素交易提供全

方位服务，进一步拓展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

空间。

“新疆不仅是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

源资源的富集区， 也是‘碳资产’ 的富集

区。 ” 与会专家杨文根表示，发达地区与欠

发达地区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具有不均衡性

和倾向性，配额倾向欠发达地区；新疆风能、

光热资源丰富且优质，新能源开发和利用已

走在全国前列；新疆合同能源管理的目标项

目多，且改造、发掘的空间大；新疆新开垦的

和可资继续治理的荒漠化土地面积大，植树

造林进而形成碳汇林的成长性资源丰富。

但现实却是， 新疆身居 “碳资产” 富

矿，却鲜有人识得其价值。 杨文根建议，有

关部门要出台相应的政策和制定相应的配

套措施， 从政府层面引入世界银行建立的

碳基金、亚洲开发银行支援的“加强东北亚

碳融资” 项目和全球环境基金项目等。可以

先从提供碳排放权质押贷款、 减排项目融

资、租赁融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融资等多

元化碳金融服务业务着手。 此外，研究设计

碳基金、碳信用、碳债券、碳期货等多品种

碳金融产品。

航天机电拟出售三家光伏公司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兰州太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100%股权、

宁夏宁东神舟光伏电力有限公司100%股权

以及伊吾太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100%股权

三项目11月18日起“亮相” 上海联合产权交

易所， 股权出让方均为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

份有限公司。 三项目的挂牌价格分别为1.45

亿元、2.56亿元和6900万元。

营收规模小

兰州太科、宁东神舟和伊吾太科均成

立于2013年。其中兰州太科当年实现营收

5万元， 净利润1.6万元；2014年前10月，

公司营业收入为10万元， 净利润则亏损

1.2万元。 宁东神舟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

3.5万元， 净利润2.6万元；2014年前9月，

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8.3万元和

1.7万元。 伊吾太科2013年营业收入和净

利润分别为10万元和5万元，2014年前9

月，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增长到12万元

和8万元。

截至评估基准日，兰州太科、宁东神

舟和伊吾太科的净资产账面价值分别为

8802万元、188602万元和4205万元，评估

价值分别为10833万元、22566万元、5000

万元。 三个项目均按照净资产评估价值的

价格挂牌。

对于受让方资格条件，航天机电表示，意

向受让方须为在中国境内 （不含港澳台）依

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经济组

织，应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须出

具不低于挂牌价格的银行存款证明或其他支

付能力证明。

已并网发电

根据航天机电今年3月发布的公告，公

司曾斥资逾2.7亿元增资本次挂牌的两项目

公司。 当时航天机电表示，根据公司在甘肃、

宁夏的部分光伏电站项目开发进度， 拟向相

关项目公司合计增资27200万元， 建设总装

机容量为149.5MW的光伏电站项目。其中向

兰州太科增资8700万元，由该公司实施永登

49.5MW光伏电站项目建设； 同时向宁东神

舟增资 18500万元， 由该公司实施宁东

100MW光伏电站项目建设。 公开资料显示，

兰州太科、 宁东神舟已于2014年9月底并网

发电，伊吾太科则在2013年12月并网发电。

有光伏专家对记者分析说， 航天机电

2014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0.36亿元，同比下降82%，其中净利

润大幅下滑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第三季

度没有电站出售。

公开资料显示，航天机电在2014年三季

度曾挂牌转让过兰州太科光伏电力有限公

司、 宁夏宁东神舟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及伊吾

太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100%股权。 三季报

显示，上述三个共计169.5MW的光伏电站项

目并未出售成功。

有市场人士分析说， 目前接盘方或已

经有所动作。11月18日，钦达科技控股银行

集团宣布，在刚刚结束的珠海航展上，其与

航天机电的第一大股东上海航天工业 （集

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钦达控股斥资50

亿元， 收购上航工业500MW的光伏发电

站，双方将共同运营这些发电站。 不过收购

协议是否包含本次挂牌的三个项目依然不

得而知。

欲引入战略投资者

万达期货35.21%股权挂牌转让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万达

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合计35.21%股权正在挂

牌转让，其中，中储粮3家子公司打包转让

万达期货30.67股权，其余股份为中国烟草

总公司旗下红证利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所

转让。

值得注意的是，公告透露，此次转让是

引进战略投资者。 交易完成后，现任大股东

河南东方粮食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股权将

降为35%。 如果有单一公司收购了上述全

部股权， 则其所持股权将超过公司现任大

股东。

35.21%股权总价7.07亿元

根据挂牌公告， 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拟

2.59亿元转让万达期货12.91%股权， 河南东

方粮食贸易有限公司1.87亿元转让9.30%股

权，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1.70亿元转让

8.46%股权，这三家公司均为中储粮子公司。

此外，红证利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9115.43万

元转让4.54%股权。 35.21%股权转让总价为

7.07亿元。

股权结构显示， 东方粮食公司持有万达

期货44.3%股权， 中储粮油脂公司持有

12.91%股权，粤财信托持有8.46%股权，红证

利德持有4.54%股权； 其余股权由山西东港

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三全食品、北京森雷普实

验室设备有限公司持有。 原股东放弃行使优

先购买权。

万达期货成立于1993年4月， 是全国最

早成立的大型期货公司之一。 公司注册资本

5.06亿元，经营范围为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

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业务。

财务数据显示，万达期货2013年营业收

入9.15亿元，净利润6438.37万元。 截至今年

10月底，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46亿元，净利

润6256.22万元。 以2014年9月底为评估基准

日， 公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分别

为7.16亿元和9.32亿元。

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须符合《期

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须提

供由金融机构出具不低于挂牌价格的存

款证明原件；此项目不接受联合、委托及

信托方式受让。 中储粮3家子公司还特别

要求，受让方实收资本或净资产不低于30

亿元。

大股东或易主

万达期货为中储粮系统内唯一一家金融

企业，主要从事农产品期货、金融期货、金属

期货还有能源化工期货业务。 从上述财务数

据可以看出，盈利情况良好。

中储粮旗下 3公司所转让的万达期

货股权为打包转让。 公告还明确，受让方

作为战略投资者受让该项目， 而非财务

投资者，能够对万达期货的产品 、业务、

市场发展提供实质性的资源、 资金和市

场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此次4公司同时转

让了万达期货35.21%股权，而万达期货现任

大股东方粮食公司此次9.30%股权转让完成

后，将仅持有万达期货35%股权。如果有一家

公司收购了上述全部35.21%股权，则其所持

股权将超过现任大股东东方粮食公司， 大股

东或易主。

在今年国企改革大背景下， 目前已经有

中粮集团、国投公司、中节能等6家央企作为

首批试点单位。而中储粮作为大型央企，此次

万达期货引入战略投资者， 或许也和中储粮

的相关改革战略有关。

上海吉列三成股权17亿元挂牌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上海吉列有限

公司30%股权及转让方持有的15项商标正在挂牌转让，

挂牌价格为17.21亿元。 其中，上海吉列30%股权转让价

格为171547.92万元；15项商标转让价格为575.28万元。

上海吉列成立于1992年，经营范围包括开发与生产

剃须产品、个人护理用品等。 上海吉列为中外合资企业，

目前吉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股70%为第一大股东，

上海刀片厂有限公司持股30%。 此次股权转让方为上海

刀片厂，吉列中国表示不放弃优先购买权。

上海吉列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10.37亿元， 净利润

2.77亿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10.83亿元， 净利润2.43

亿元；今年前10月实现营业收入9.67亿元，净利润2.85亿

元。以2014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资产总计账面值为

12.56亿元，净资产账面值为7.13亿元，评估值高达41.62

亿元。

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为有效续存5年以上的境内

企业法人， 近三年连续盈利，2013年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不低于50亿元。 意向受让方应在中国拥有从事快速消费

品制造与销售5年以上经验。

云铜古河电气60%股权挂牌转让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

公司挂牌转让云南铜业古河电气有限公司60%股权，挂

牌价为2778.91万元。

古河电气公司注册资本179.4万美元，主要生产和销

售自产的接触网材料及相关产品。 古河电气工业株式会

社持有剩余40%股份。

财务数据显示， 古河电气2013年营业收入6090.47

万元，净利润81.2万元。 截至今年10月底，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4368.07万元，净利润118.6万元。 以2014年6月底为

评估基准日， 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分别为

4535.97万元和4631.51万元，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

2778.91万元。

云南铜业此前公告称，鉴于古河电气盈利能力脆弱，

经营风险大，转让该股权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增强

整体竞争力。

上海医药拟退出新先锋药业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信息显示， 商丘市新先锋

药业有限公司52%股权3098.89万元挂牌转让，出让方为

上海医药分销控股有限公司。

新先锋药业是一家国有控股的小型药品销售企业。

上海医药分销控股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 持股比例为

52%。 此外，自然人董长军和郑孝云分别持有47.28%和

0.72%的股权。

新先锋药业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7.7亿元， 净利润

-65万元；2014年前9月，公司营收5.1亿元，净利润亏损

额扩大到-195万元。 以2014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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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2万元和

5959万元。 本次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3098.8839万元。

挂牌价格与此大致一致。

上海医药分销控股有限公司拟通过本次挂牌转让退

出全部持股，而其他老股东表示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上海医药分销控股有限公司为A股上市公司上海医药的

旗下企业。

中谷期货26.67%股权挂牌转让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国投中谷期货有

限公司26.67%股权3.07亿元挂牌转让， 转让方为中粮

集团子公司中国粮食贸易公司。 原股东不放弃行使优

先购买权。

国投中谷期货注册资本3亿元，主要从事商品期货经

纪、金融期货经纪业务、投资咨询业务、资产管理业务。股

权结构方面， 国投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有53.33%股份，

中国粮食贸易公司持有26.67%，上海河杉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持有剩余的20%。

财务数据显示，中谷期货2013年营业收入1.82亿元，

净利润4617.83万元。截至今年9月底，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5亿元，净利润3739.38万元。以2014年6月底为评估基

准日， 公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分别为6.36亿

元和11.51亿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3.07亿元。

根据公告，受让方须符合《期货公司管理办法》相关

要求；成功受让后，接受大股东主导的公司资产重组、整

合计划。 同时，2013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不低于6亿元。

营口银行近2%股权寻买家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8905%股权日前在北京产

权交易所挂牌， 挂牌价格为11641.37万元。 倘若项目成

交，营口中板厂将出清对营口银行的全部持股。

营口银行是一家大型国有参股金融企业，持股比例

超过10%的企业共有3家，其中联昌银行（CIMB� Bank�

Berhad）持有19.99%股权，辽宁群益集团耐火材料有限

公司持有15.31%股权，辽宁金鼎镁矿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3.6%；此外，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财政局、沈阳嘉

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营口鑫磊置业有限公司、营口欣

立耐材科技有限公司等持股比例在6%到2%不等。 本次

股权转让方为营口中板厂，其他原股东放弃行使优先购

买权。

营口银行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24亿元， 净利润9.9

亿元；2014年前6月，营业收入为14亿元，净利润6.3亿

元。以2013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营口银行净资产

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分别为59亿元和61亿元。 本次转

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11641.37万元。挂牌价格与此完全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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