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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系抛售垞城电力54%股权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徐 州 垞 城 电 力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53.75%股权日前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

所挂牌，其中包括徐州华兴投资有限公

司所持有的44.75%股权和华润煤业（集

团） 有限公司所持有的9%股权。 本次

53.75%股权的挂牌总价格为47218.902

万元。 大股东江苏省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表示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业内预计

其或成为本次接盘方。

华润系抛售煤炭资产

垞城电力注册资本36000万元，是

一家大型国有控股企业，主营火力发电

与电力供应。 股权结构方面，江苏省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46.25%股权，徐州

华兴投资有限公司持有44.75%股权，华

润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剩余的9%

股权。

本次股权出让方为公司二股东徐

州华兴投资有限公司和三股东华润煤

业（集团）有限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徐

州华兴投资有限公司和华润煤业 （集

团）有限公司均为中国华润总公司旗下

企业。

尽管煤炭价格持续低迷，但从经营

业绩看，垞城电力近年来实现了稳步增

长。公司2012年和2013年分别实现营业

收入93205.8万元和91969.9万元， 分别

实现净利润5774.0万元和14264.3万元。

2014年前10个月， 公司营收为60496.4

万元，净利润8884.7万元。

以2013年11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

垞城电力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43434.6

万元，评估价值为87849.1万元，本次转

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47218.9万元。挂牌

价格与此完全一致。

江苏能源或接盘

挂牌信息中， 对涉及转让产权的重

要内容进行了提示。

垞城电力于其他应付款中核算的应

收观音机场的债权200万元，此笔款项发

生于1996年5月。该笔款项坏账可能性较

大，本次评估对该笔款项评估值为零。

垞城电力于预付账款中核算的应

收山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晋中南铁路煤

炭销售有限公司临汾分公司的债权

314万元，此笔款项发生于2010年。 该

笔款项对应的煤炭已于2010年入库并

已全部用于生产经营。 根据企业情况

说明， 企业因山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晋

中南铁路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临汾分公

司处于改制整合过程中， 无法取得发

票以结算款项， 故本次评估对该笔款

项评估值也为零。

对于接盘方，两家转让方均提出，意

向受让方应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5年

以上境内企业法人， 具有电力行业经营

管理经验，截至2013年底，经审计的净资

产不低于10亿元，最近三年连续盈利。

但由于大股东江苏省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表示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同时

又符合本次接盘条件， 或成为此次接盘

方。 江苏能源投资公司于2010年6月注

册成立，是徐州矿务集团三大板块 (煤

业、电力、煤化工)�之一的电力产业专业

化公司，目前在江苏、新疆、贵州等多省

区均有参控股运行的电厂。

嘉凯城1.7亿元拟退出浙商保险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浙江产权交易所

获悉，嘉凯城子公司嘉凯城集团（浙江）

有限公司正在挂牌转让浙商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5.5%股份。 嘉凯城今年前三

季度净利润亏损5827.68万元， 此次转让

收益有望让嘉凯城今年的业绩扭亏。

盈利状况不佳

浙江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浙商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5.5%股份挂牌价

格为16994.17万元。

浙商保险成立于2009年， 注册资本

为15亿元。 股权结构方面，浙江省商业集

团有限公司和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均持股20%，雅戈尔持股18%，正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6.5%，浙江国大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持股8%， 浙江勤业建工集

团有限公司持股6%， 嘉凯城子公司嘉凯

城集团（浙江）有限公司持股5.5%，苏泊

尔集团有限公司和德邦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均持股3%。

主要财务数据方面， 浙商保险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296045.75万元， 净利润

亏损5549.09万元；今年前10月实现营业

收入265400.94万元，净利润亏损3105.91

万元。截至2014年10月31日，浙商保险资

产总计为397370.89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

127443.58万元。 以2014年9月30日为评

估基准日，根据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评估报告，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

16994.17万元。

截至评估基准日，位于郑州国泰财富

中心以及济南万达职场的写字楼尚未取

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对于该部分无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的房屋建筑物，浙商保险及

其分支机构出具了 《有关房屋建筑物权

属情况的说明》，声明其权属为浙商保险

所有。 根据公告，受让方应为具有独立法

人且在中国境内合法注册的企业。 投资

主体须符合法律、法规关于保险公司股东

资格的要求。

嘉凯城今年有望扭亏

嘉凯城表示，转让浙商保险股权有

助于公司转型发展和突出主业，符合公

司的长远发展目标。如果2014年12月31

日前以挂牌底价16994.17万元成交，预

计可产生利润6551.68万元（税后），将

对公司2014年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

影响。

实际上在11月4日嘉凯城就宣布，拟

采取公开挂牌交易的方式出售其持有的

杭州银行600万股股权 （占比为0.3%），

挂牌价格不低于5365万元。 如果2014年

12月31日前以挂牌底价成交， 预计可产

生利润3647万元（税后）。嘉凯城当时表

示， 转让杭州银行股权有助于公司转型

发展和突出主业， 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

目标。

嘉凯城的两次股权转让均以2014年

12月31日前底价成交为前提， 业绩扭亏

的诉求明显。 根据嘉凯城2014年三季报，

今年前三季度， 公司净利润亏损5827.68

万元。 通过这两笔交易，嘉凯城今年有望

实现盈利。

据了解， 浙商保险设立之初目标是

立足浙江，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向长三角

地区、沿海及国内经济发达省份拓展。对

于未来的发展定位， 浙商保险将积极探

索进入其他金融服务领域的时机、 路径

和操作方案， 最终将浙商保险打造成为

一家全国性的金融保险集团。 浙江省商

业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张德潭曾表示，

浙商保险将用3年左右时间做稳做强产

险，并适时择机涉足寿险，力争经过10年

努力， 逐步涉足保险业之外的其他金融

领域，实现资产管理、银行、证券等业务

的综合经营。

哈空调拟剥离亏损资产上海天勃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公开挂牌转让

全资子公司上海天勃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100%股权，挂牌价为1.31亿元。上海天勃

此前两年连续亏损。 哈空调表示，为了减

少亏损，盘活闲置资产，决定剥离上海天

勃100%股权。

1.31亿元转让

上海天勃是哈空调的全资子公司。

上海天勃成立于2004年，注册资本3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销售、设计、制造空气

冷却冷凝设备、能源设备、高中低压换热

器、制冷空调设备、环保除尘设备、钢结

构、空气处理装置、散热器及成套装置及

其配套服务。

财务数据显示， 上海天勃2013年营

业收入7050.64万元， 净利润亏损201.29

万元。 截至今年9月底，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3884.20万元， 净利润29.0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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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0.36万

元和1.31亿元。

转让方提示，此次产权转让涉及的上

海天勃能源设备有限公司债权债务由转

让后的上海天勃能源设备有限公司继续

承继。

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为依法设立

并有效续存的境内企业法人；须在递交受

让申请的同时递交挂牌期间内不低于挂

牌价格的银行存款、银行保函或有价证券

等资信证明；具有良好商业信用；该项目

不接受联合受让主体，意向受让方不得采

用委托或信托等方式参与受让。

剥离亏损资产

哈空调曾于今年8月发布转让上海

天勃100%股权的公告。 对于转让原因，

哈空调表示，受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等

因素影响，上海天勃能源设备有限公司产

品订单减少，销售收入下降，人工成本上

升，加之其资产庞大，固定资产闲置率较

高等， 该公司已连续两年出现经营亏损。

此次转让旨在减少亏损，盘活闲置资产。

事实上， 上海天勃2012年和2013年

净利润分别亏损290万元和201万元，截

至今年9月底虽然扭亏为盈，但是实现净

利润也仅为29万元。

哈空调近年来经营情况也不乐观。

虽然公司2014年前三季度扭亏为盈，但

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7亿元， 同比下

降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540.26万元，上年同期亏损为3319.64

万元。

公司表示，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是主

营业务收入同比增加，尤其电站空冷产品

收入同比增幅较大；主要原材料价格以及

委托加工成本下降，导致主营业务毛利上

升。而公司半年报时净利润仍亏损325.44

万元。

业内人士表示，2013年， 哈空调净

利润亏损8799.79万元。 如果公司今年

继续亏损，将被披星戴帽。 此次剥离上

海天勃100%股权， 也是公司为了实现

2014年全年扭亏为盈、 避免被*ST的重

要手段。

海南红塔打包转让中维海南股债权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北京产权交易

所获悉，海南红塔卷烟有限责任公司正

在挂牌转让中维地产海南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37693.74万元债权。 中维

海南有“天街华府” 小区项目，约定开

发时间为2013年12月30日至2016年12

月30日， 中维海南已提出延期开发申

请。 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转让方提出

较高的受让条件。

5.36亿元打包转让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中维

海南100%股权及37693.74万元债权正在

挂牌转让，挂牌价格为53605.74万元。 其

中，中维海南股权对应挂牌价格为15912

万元。

中维海南成立于2011年， 注册资本

为14536.28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综

合开发、房屋销售、装饰工程、建筑材料销

售。目前海南红塔卷烟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其100%股份。从挂牌信息来看，中维海南

目前并未正常运营， 目前职工人数为0。

主要财务数据方面， 中维海南2013年以

来未实现营业收入和盈利。 以2014年1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 资产总计账面值为

53812.28万元， 评估值为54009.89万元；

净资产账面值为14536.28万元，评估值为

15911.32万元。

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须为中国境

内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注册资本金不低

于1亿元。 意向受让方须具有合格有效的

房地产开发2级以上资质，且近三年内具

有从事与标的公司类似的商业地产开发

经验， 需提供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以上

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料。 本项目不接受

联合体报名方式受让。

项目已延期

根据挂牌公告， 中维海南与海口

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原厂址地块的国

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 并获得了海口

市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根据《国有

建设用地限期开发协议》，该宗地建设

项目动工开发期限自2012年12月30日

延期至2013年12月30日，在2016年12

月30日前竣工。 中维海南2014年再次

提出延期开发至2014年12月30日之前

的申请，目前正在办理之中。 若因延期

开发的原因， 需要向政府缴纳土地闲

置等相关费用， 则由受让方代中维海

南支付。

商业开发的小区定名为 “天街华

府” 。 天街华府项目已由海口市琼山区

政府相关部门批准立项， 有关所涉及区

域内的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系根据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

标的企业前期已完成项目地块部分岩土

工程详细勘察项目的公开招标工作，并

已发出中标通知书， 受让方须书面承诺

同意标的企业继续完成就岩土工程详细

勘察项目与中标方洽商合同签订等后续

事宜。

意向受让方须书面承诺，标的企业所

在地块第一期开发的商品房源面积不得

少于198000平方米， 安置房总建筑面积

为165162.9平方米。标的企业原则上应按

照转让方提供的本项目地块概念性设计

方案进行开发运作，保证转让方回购房和

安置房与本项目同期建设的商品房具备

相同的品质和标准。

冠清展锐12%股权14.4亿元挂牌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紫光集团公开挂牌转让北京冠清

展锐科技有限公司12%股权，挂牌价为14.4亿元。 公司原股东放弃行使

优先购买权。

冠清展锐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注册资本283.33万元，主要从事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结

构显示，北京健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35.29%股份，合展（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12.94%股份，紫光集团持有12%股份，剩余股份由北

京东富锐进投资管理中心等6家公司持有。

冠清展锐2014年上半年才成立，仍然处于亏损状态。 截至今年9月

底，冠清展锐实现营业收入2.99亿元，净利润亏损7350.54万元。以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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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2亿元和95.38亿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11.45亿元。

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应为境内注册且有效存续的企业；须有良

好支付能力，须提供挂牌公告期内不低于挂牌价格的银行存款证明；该

项目不接受委托、信托或联合方式受让。

重庆银行457万股寻买家

□本报记者 王小伟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16%股权日前挂牌转让，合计457.1761万股股权，全部为非上市国有

法人股，挂牌价格为1718.99万元。股权出让方为华西包装（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老股东表示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重庆银行是一家大型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

除了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5.05%股权外，其余股

东持股比例均小于10%，其中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持股6.33%，重庆

市地产集团持股5.17%，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17%，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4.79%等。

2013年，重庆银行实现营业收入58亿元，净利润23亿元；2014年前

6月，公司营业收入为36亿元，净利润则超过16亿元，显示出良好的增

长性。

本次股权转让方为华西包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转让方指出，

目前大股东中国包装总公司（占比66.38%）已同意转让方转让其持有

的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457.1761万股非上市国有法人股， 其余股东

已收到询证函，但尚未回函表明态度。

广晟数码51%股挂牌转让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项目信息显示， 广州市广晟数码技术投资

有限公司51%股权5亿元挂牌转让，转让方为广东省广晟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

广晟数码投资公司成立于2011年，注册资本3600万元，主要从事

投资管理服务、投资咨询服务，为广晟地产全资子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 广晟数码投资公司连续两年没有营业收入，2013

年和截至今年9�月底净利润分别亏损2026元和174元。 以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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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5.73万元和7.88亿元，评估增值率超22倍，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

4.02亿元。

除支付转让价5亿元外， 广晟地产对受让方还提出了更多要求，

受让方须承诺代替广晟数码偿还对广晟地产的5亿元债务，还需向项

目公司（广州市万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13亿元的开发建设资

金支持。

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须为持续经营合法存续的单一企业，但不

接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单一企业参与受让。

中化集团拟退出中化宁波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中化宁波（集团）有限公司51%股

权日前以4亿元价格挂牌，转让方为公司大股东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原

股东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中化宁波1993年成立，是一家国有控股的大型化工企业。 中国中

化集团公司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51%。此外，中化宁波（集团）有限

公司职工持股会持有剩余的49%股权。中化集团拟通过本次挂牌，抛售

中化宁波全部股权， 而公司二股东职工持股会则表示不放弃行使优先

购买权，或将成为接盘方。

中化宁波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33亿元， 净利润1亿元；2014年前

10月，公司营业收入为25亿元，净利润1.1亿元。 以2013年12月31日为

评估基准日，公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5.6亿元，评估价值为7.3亿元。本

次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37448.4万元。 挂牌价格较此高出不少。

转让方提示说，中化宁波（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截至评估

基准日涉及9宗诉讼事项，同时公司下属的连云港中化化学品有限公司

在持续经营前提下收益法评估值为-19098万元，该评估结论已经考虑

了连云港中化化学品有限公司应付中化宁波的2.3亿元委托贷款的影

响。根据连云港中化化学品有限公司收益法评估结论，在持续经营前提

下，中化宁波向连云港中化化学品有限公司发放的2.3亿元委托贷款存

在部分无法收回的可能。

上海亚华60%股权挂牌价下调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上海亚华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60%股权正在挂牌转让，挂牌价格为2925.91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0

月，这一项目就曾挂牌，当时价格为3247.4万元，此次挂牌价格有所下调。

上海亚华注册资本为1030万美元，经营范围包括生产各类印刷包

装装潢机械及其他机电产品，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 股权结构方面，目

前上海电气集团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持股60%为第一大股东， 香港

大光控股有限公司持股40%。 此次股权转让方为上海电气集团印刷包

装机械有限公司，香港大光表示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主要财务指标方面，上海亚华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11879.5万元，

净利润亏损2444.06万元；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965.67万元，净

利润亏损2169.54万元。 以2014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

值为107.66万元，评估值为5412.34万元。

根据挂牌公告， 上海亚华自行研发的E系列产品由于存在诸多质

量和技术问题， 目前无法进行正常销售， 鉴于上海亚华目前的实际情

况，企业预计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完成对产品的再次开发实现正常销售。

从2009年起，E系列项目造成了大量的存货积压，截至基准日账面金额

共计2218万元，本次专项审计已计提1817万元减值准备。

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应具有五年及以上专业制造印刷包装设

备的境内外企业。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主体，不接受委托（含隐名委

托）、信托等方式举牌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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