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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亿元地产项目集中挂牌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上海联合产权

交易所、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天津产

权交易中心获悉， 目前有多个房地产

公司股权正在挂牌转让。 上海濠泉房

地产有限公司100%股权及66035.37

万元债权、 上海沪欣房地产发展有限

公司5%股权、上海华宁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正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挂牌转让， 成都中冶文投置业有限公

司51%股权通过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

挂牌转让， 辽宁成源置业有限公司

95.24%股权及4.97亿元应收账款正在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 5个项目

合计转让价格达到41亿元。

中华企业退出华宁置业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

示， 中华企业控股子公司上海房地产

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古北（集

团） 有限公司转让合计持有的上海华

宁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挂牌价格

为53564.32万元。 华宁置业成立于

2007年，注册资本为3.8亿元。 华宁置

业目前的经营情况并不好，2012年实

现营业收入931.32万元， 净利润亏损

3810.25万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

2414.43万元，净利润亏损791.56万元；

2014年前10月实现营业收入2318.38

万元，实现净利润252.44万元。

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应为依

法设立并有效存续5年以上的境内企

业法人，且注册资本不低于5亿元。 本

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 也不得采用委

托或信托方式举牌。

中华企业表示， 此次转让是为加

快资金回笼、改善存量资产结构，实现

华宁国际广场剩余物业的全部销售，

为中华企业后续发展储备资金。

上海濠泉项目成为这5个项目中

转让价格最高的一个。 百联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的上海濠泉100%股权及对

上海濠泉66035.37万元债权在上海联

合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 挂牌价格为

246035.37万元。其中，上海濠泉100%

股权对应挂牌价格为18亿元。 上海濠

泉2012年以来未实现营业收入，2012

年实现净利润1.01万元，2013年实现

净利润29.84万元，2014年前10月实现

净利润6.91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 上海濠泉核心资

产系地处徐汇区286B-3地块的土地

使用权， 土地面积为48389.7平方米，

土地用途为商住办。 上海濠泉已取得

房地产权证（土地证）和建设规划用

地许可证。 根据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约

定， 该项目原约定应于2014年1月31

日前开工，至今尚未开工。

实际上， 上海濠泉并非首次挂牌，

今年5月，该项目就曾挂牌，当时挂牌价

格为24.6亿元；今年10月，该项目再次挂

牌，挂牌价格下调为24.51亿元；而此次

挂牌价格再次回到5月挂牌时的价格。

成都中冶项目延期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正在重庆

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成

都中冶文投置业有限公司51%股权，

挂牌价格为43463.87万元。 目前持有

成都中冶49%股权的成都传媒集团表

示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其也有意退

出， 意向买受人须承诺报名参加成都

传媒集团挂牌转让的公司49%国有股

权竞买。

根据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信

息，成都中冶成立于2009年，注册资本

为2041万元。 成都中冶目前经营情况

不佳，2013年净利润亏损281.65万元，

今年前三季度亏损100.88万元。

根据成都中冶此前签订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成都中冶同

意该合同下宗地建设项目在2013年6

月7日之前竣工。截至评估基准日2014

年8月31日该项目尚未竣工，但成都中

冶未办理延期竣工的相关手续。

此次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须

承诺同意成都中冶继续履行将成都演

艺中心场馆（1#楼成都大魔方演艺中

心）出售给成都传媒集团下属全资子

公司成都新闻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买

卖协议或认购协议。 意向受让方需承

诺，如被确定为最终受让方，且本项目

股权转让已完成但成都传媒集团所持

成都中冶文投置业有限公司49%股权

项目未于2015年6月30日前完成转

让， 则应由其在股权交割之日起60日

内以现金方式向成都中冶文投置业有

限公司增加资本公积金。

辽宁成源项目停滞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项目信息显

示， 辽宁成源置业有限公司95.24%股

权及4.97亿元应收账款正在挂牌转让，

挂牌价格为63521万元。 4.97亿元应收

账款为辽宁成源所欠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借款本金及利息。

根据挂牌公告， 辽宁成源置业有

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 注册资本为

34354.47万元。 目前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公司持股95.24%， 北京万方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4.76%。辽宁成源

目前的财务指标也不乐观，2013年净

利润亏损731.08万元，2014年一季度

亏损125.71万元。

辽宁成源在沈阳拥有苏家屯

SJT08-11地块，该地块为商业住宅用

地，居住用地出让年限为50年，商业用

地出让年限为40年。 项目占地面积

16.22万平方米，经规划设计总建筑面

积41.86万平方米，该地块拟分三期开

发， 一期工程15栋楼的主体结构于

2012年11月封顶后停工至今。二、三期

项目尚未开发。

由于历史原因， 辽宁成源开发建

设的苏家屯地块内西南侧少部分土地

至今未交付净地。未交付土地包括5户

企业及2户养殖户， 占地面积约12000

平方米。 近期经与当地政府沟通，政府

意见为在动迁安置补偿上政府只负担

原购置土地的价格部分， 剩余部分由

各开发公司自行负担。 预计截至2014

年， 辽宁成源应负担的安置补偿费为

2050万元。 资产转让后由买方自行与

政府部门及土地占用户协商解决，不

得向出让方追索任何责任。

中国新城镇11.9亿元剥离无锡两资产

□本报记者 王小伟

无锡鸿山新城镇开发有限公司

（下称 “鸿山开发” ）90%股权及无锡

鸿山新城镇绿化环保建设有限公司

（下称 “鸿山绿化” ）90%股权同时挂

牌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价格分别

为91430.93万元和28112.13万元，合计

11.9亿元。

两家公司股权结构均为中国新城

镇发展（无锡）有限公司持股90%，无

锡市新区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剩余10%股权。 通过本次挂牌转让，中

国新城镇无锡子公司拟退出所有持股，

而无锡城投表示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

权，成为项目接盘方的概率极大。

二股东将接盘

鸿山开发2007年成立， 主营鸿山

地区的房地产开发业务。 公司2013年

实现营业收入518万元， 净利润亏损

7886万元；2014年前10月，公司营业收

入311万元，净利润亏损扩大到8782万

元。以2014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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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万元和10.1亿元。 本次转让

标的对应评估值为91430.928万元，挂

牌价格略高于此价格。

鸿山绿化同样成立于2007年，主

营城市绿化建设。 公司2013年净利润

亏损612万元，2014年前10月继续亏损

3598万元。 以2014年10月31日为评估

基准日，公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

价值均为3.1亿元， 本次转让标的对应

评估值为28112.13万元。挂牌价格与评

估价值一致。

在两项目的挂牌信息中都明确表

示，老股东具有项目的优先购买权。 倘

若两公司二股东无锡城投有意受让，需

要在产权转让信息公告期间，向上海联

交所提出产权受让申请，以便将两公司

全部股权纳入麾下。

实际上， 根据中国新城镇在港交所发

布的公告，二股东接盘或已经成行。 12

月3日，中国新城镇披露，在获得上置

控股的同意下， 其全资附属子公司中

国新城镇发展（无锡）有限公司于12

月2日与无锡市新区经济发展集团总

公司签订协议， 规定中国新城镇 （无

锡） 出售无锡项目90%股权予无锡新

区经济发展集团。 公开资料显示，2011

年， 无锡市新区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

与无锡市新区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重组整合为无锡市新区发展集团。

出让方预计获利6亿元

根据中国新城镇的公告 ， 本次

挂牌的两公司项目只是本次剥离的

无锡资产的一部分 。 公告显示，中

国新城镇此次出售的资产由上置控

股剥离资产及非上置控股剥离资产

两部分构成。 其中， 上置控股剥离

资产包括无锡鸿山绿化、 无锡映水

庭酒店、 无锡新瑞医院、 无锡鸿山

新城镇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和吴

文化街的物业权益， 而非上置控股

剥离资产则由无锡鸿山开发持有的

锡房权证新区土地及建筑物的物业

权益等。

本次两项目挂牌价格共计11.9亿

元。 不过，根据中国新城镇的公告，本次

中国新城镇出售资产的总价值为11.34

亿元，预期在交易完成后，中国新城镇

将从出售交易中实现约6.75亿元利润。

中国新城镇是从2002年在上海开

发新城镇项目起家， 并在2007年增加

了无锡、沈阳两个项目，但不少项目出

现了业绩亏损状况。 而中国新城镇原

控股股东上置集团也在去年选择剥离

中国新城镇， 国开国际成为其新晋大

股东。

中国新城镇认为，现阶段出售无锡

项目不仅可释放出该项目在7年投资期

后的现金价值，同时可降低可能面临的

市场风险及优化集团资源配置，进而加

快剥离资产及企业重组的进程，便于其

投入到风险回报情况更佳、周期更短的

项目中。

龙源电力“甩卖” 生物质发电资产

□本报记者 王小伟

龙源电力旗下两家生物质发电

公司股权及对标企业债权再度挂牌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分别为国电建

三江前进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100%

股权及转让方对标的企业40929.575

万元债权以及国电汤原生物质发电

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转让方对标的

企业38858.5382万元债权。 两项目挂

牌 价 格 分 别 为 25785.632 万 元 和

24480.879万元，剔除相关债权价格，

国电建三江和国电汤原100%股权的

转让价格均为1元。

业内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分析

指出，此前受政策等因素推动，不少

资金蜂拥而至生物质发电产业，但是

由于业绩不佳、前景不明，在主业经

营压力增大和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背

景下，生物质发电资产成为不少企业

剥离的对象。

持续亏损

国电建三江2009年成立于黑龙江

佳木斯，注册资本4000万元，是一家中

型规模的生物质能源发电企业。 公司

2012年和2013年净利润亏损额分别为

5700万元和3.8亿元；2014年前7个月的

净利润同样亏损，为-264万元。 以2014

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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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亿元

和-1.6亿元，在产权交易所所有挂牌项

目中罕见“双亏” 。

国电汤原注册地也为佳木斯，2007

年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 公司2012

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7407万元

和-2768万元，2013年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分别下降至6123万元和-1.9亿元。

2014年前7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70

万元，净利润为-595万元。 以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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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亿元和

-1.1亿元，同样出现“双亏” 。

本次两公司100%股权的挂牌项

目价格均为0.0001万元。其中，国电建

三 江 欠 转 让 方 债 务 合 计 为

40929.575192万元， 挂牌项目整体挂

牌价格为25785.632471万元； 国电汤

原欠转让方债务合计为38858.538205

万元， 挂牌项目底价为24480.879169

万元。受让方倘若接下股权，将同时受

让相应的债权。

去意坚决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两项目首度

亮相产权交易所。公司在本次挂牌信息

中也指出，两家公司均为第三次挂牌。

由于少有问津，记者发现两项目的

挂牌价格也不断走低。 以今年9月29日

的二度挂牌为例，公开资料显示，当时

项目的挂牌价格分别为3.68亿元和3.89

亿元。

知情人士透露说， 龙源电力从

2013年初就做出了产业结构调整的

准备，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剥离

生物质发电产业。 公司曾于2013年6

月就将旗下的山东京能生物质发电

厂40%的股份以1元的低价转让；8月

同样以1元的低价转让了其在国电聊

城生物质发电公司52%的股权。 本次

再度1元抛售， 显示公司剥离相关资

产的决心极大。

目前来看， 最然股权+债权的转

让价格较债权本身价格还要低，但会

否找到接盘方仍是未知数。在本次挂

牌信息中， 对于受让方资格条件，国

源电力条件非常宽松，只要求意向受

让方应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境

内企业法人，且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

和支付能力即可。 然而有分析认为，

生物质发电资产普遍存在的资不抵

债状况将严重影响银行融资，进而影

响日后的业务转型，因此这块“烫手

山芋” 找到下家仍然绝非易事。

海泰建设48.84%股权寻买家

□本报记者 郭宏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

息显示，北京海泰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48.84%股权项目正在挂牌交

易， 挂牌价格为21038.32万元，转

让方为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交易完成后不再持有标的公司

股权。

北京海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为国有参股企业， 经营范围包括

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等。 股权结

构显示， 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标的公司51.16%股

权，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48.84%。 以2014年6月30日

为评估基准日， 公司净资产的账

面价值和评估价值均为43076万

元 ， 转 让 标 的 对 应 评 估 值 为

21038.3185万元。

对于意向受让方，转让方仅提出

意向受让方应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

续的企业法人等基本条件。本项目不

接受联合受让。

轻工集团拟转让上海轻设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

显示，中国轻工集团公司旗下上海轻

设工程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正在

挂牌转让，挂牌价格为2.8亿元。

上海轻设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2年， 注册资本为1900

万元。 经营范围包括岩土工程勘

察，建筑工程、岩土工程、工程勘

察专业领域内的技术服务、 技术

开发等。 目前其股权结构为中国

海 诚 国 际 工 程 投 资 总 院 持 股

92%， 中轻华信工程科技管理中

心持股8%。 中轻华信工程科技管

理中心实际上为中国海诚国际工

程投资总院下属企业， 而中国海

诚国际工程投资总院则隶属于中

国轻工集团公司。

财务数据方面，2012年上海轻

设实现营业收入4955.79万元，净

利润90.17万元；2013年实现营业

收入5208万元， 净利润亏损23.49

万元； 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

入4590.22万元， 净利润 37.45万

元。 以2014年10月31日为评估基

准日， 资产总计账面值为3937.23

万元， 评估值为27249.98万元；净

资产账面值为2776.87万元， 评估

值为26089.62万元。

此外， 上海轻设持有的宛平

南路381号宛轻商务楼，建筑面积

11783.00平方米， 至评估基准日

上海轻设自行加层，建筑面积169

平方米， 该部分面积未办理产权

证明。

华能系拟转让山东两公司股权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为了优化旗下资产结构、盘活存

量资产，华能系两家发电公司同时在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山东两家

电力公司股权，两项目合计挂牌价格

超过4亿元。

其中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有

意转让其持有的华能淄博白杨河发

电有限公司20%�股权， 挂牌价格为

3.9亿元。 白杨河公司为山东华能全

资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电力、热力

生产销售等业务， 今年前10个月实

现营业收入13.93亿元， 净利润2.05

亿元。 截至10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

30.31亿元，负债18.78亿元，所有者

权益11.53亿元。

此外， 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挂牌转让聊城鲁西燃料有限公司

60%股权，标的价格为1432.3万元。

鲁西燃料公司今年前10个月实现营

业收入 598.4万元， 净利润亏损

819.42万元。截至10月底，公司总资

产为3480.52万元， 负债1.06亿元，

所有者权益-7135.61万元， 已经资

不抵债。

国电燃料

拟转让山西亏损煤炭资产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国电燃料的“抛煤” 行动仍在继

续。 记者从北京产权交易所获悉，山

西阳煤寺家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40%股权以5.34亿元价格挂牌转让，

转让方为国电燃料有限公司。

山西阳煤寺家庄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2006年成立，主要经营煤

炭开采 ，阳泉煤业和国电燃料分

别持股 60%和40% 。 公司成立 8

年来经历了煤炭价格低位飙升

此后又持续回落的 “过山车 ” 。

国电燃料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旗下企业。

标的公司业绩不佳，2013年度

亏损2.56亿元； 截至今年8月31日

亏损2.92亿元， 所有者权益也从

2013年度的4.28亿元骤减至1.56

亿元。

本次挂牌项目显示，标的企业原

股东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阳泉煤

业或将成为接盘方，将寺家庄煤业全

权纳入麾下。

广发银行368万股2097万元挂牌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

息显示，上海盛源房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367.8493万股股份 （持股

比例为0.024%） 正在挂牌转让，

挂牌价格为2096.74万元。 此次转

让完成后， 上海盛源将不再持有

广发银行股份。

广发银行成立于 1988年，目

前 CITIGROUP � INC . 、 中 国 人

寿 、 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持股比例均为 20% 。 另外 ，持

股 比 例 超 过 1% 的 股 东 还 包 括

IBM � CREDIT � LLC 、 广东粤财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申华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苏钢

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数据方面，广发银行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344.25亿元，实现

净利润115.83亿元。 截至2013年

年 底 ， 广 发 银 行 资 产 总 计 为

14698.50 亿 元 ， 所 有 者 权 益 为

732.91亿元。

中铁二局拟退出神佳米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

显示，中铁二局正在挂牌转让其持有

的陕西榆林神佳米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75%股权， 挂牌价格15562.44万

元。 此次转让完成后，中铁二局将不

再持有神佳米股权。

神佳米成立于2013年10月，注

册资本为2亿元。 神佳米的设立主

要是以BOT模式投资陕西神佳米

高速公路（神佳段）项目，设立之

初中铁二局出资 6000万元持有

30%股权。后中铁二局出资9117.12

万元收购成都裕隆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普国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的神佳米25%和20%的股权， 持股

比例达到75%。 此外，陕西泰汇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5%。 对于此

次转让，陕西泰汇表示放弃行使优

先购买权。 挂牌公告中并未提供神

佳米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方面的数

据，截至2014年10月31日，神佳米

资产总计为39864.14万元，负债总

计为19864.14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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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净资产

不低于5亿元。 为标的企业后续建

设、经营考虑，意向受让方或其关

联企业应具有高速公路项目投资

管理经验， 投资管理的高速公路

应不少于500公里。 本项目不接受

联合受让及信托、 隐名委托等方

式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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