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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集团逾25亿元挂牌转让

中江地产控制人或生变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江西省产权交易所获悉，

江西中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 “中江集

团”）100%股权正在挂牌转让， 挂牌价格为

25.47亿元。 中江集团为江西江中制药（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简称“江中集团”）于2011年3月

实施存续（派生） 式公司分立而新设成立的公

司，中江集团此次转让也是江中集团整体改制的

工作内容之一。中江集团为上市公司中江地产控

股股东，鉴于该事项可能导致中江地产实际控制

人改变，中江地产已于1月21日开始停牌。

联合转让

根据挂牌公告， 中江集团成立于2011年3

月，注册资本为1.5亿元，主营业务包括国内贸

易、对各类行业投资、商业运营管理、酒店管理，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等。从财务数据来看，中江集

团近来经营情况不佳，近两年净利润均为亏损。

此次挂牌转让的100%中江集团股权包括

中江控股持有的48.81%股权、大连一方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34.43%股权、江西中医药大学持

有的2.19%股权， 以及24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

有的14.57%股权。上述股东共同依据中江集团

资产评估结果联合挂牌。

以2014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中江集

团评估后的资产总额为291294.33万元， 负债

总额为108335.13万元，净资产为182959.20万

元。中江集团涉及的资产及负债绝大部分与房

地产相关，其中中江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中江

地产股份，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 考虑到证券

市场近一段时间的变化，参照中江地产股票在

2014年12月31日前30个交易日股价的加权算

术平均价的90%为8.748元/股， 故对此次转让

100%中江集团股权的挂牌价格进行调整后，

挂牌价格确定为254742.30万元。

转让方要求，受让人应保证中江地产注册

地五年内不变，并至少五年内不让渡中江集团

及中江地产的控制权。 意向受让人（或其控股

法人股东）应为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

五年以上，注册资本不低于1亿元的企业。截至

2013年12月31日或2014年6月30日，意向受让

人（或其控股法人股东）经审计的企业总资产

不低于15亿元。

打包出售

中江集团系江中集团于2011年3月29日

实施存续（派生）式公司分立而新设成立的公

司。中江集团接受了分立前江中集团的部分房

地产业务资产和负债，主要包括上市公司中江

地产上市流通股份A股计31373.73万股（占总

股本的72.37%），以及江西江中物业有限责任

公司100%股权。

截至挂牌申请日2015年1月15日，中江集

团已质押持有的中江地产14850万股股份，占

中江地产总股本的34.25%。中江地产持有海口

艺立实业有限公司50%的股权，海口艺立实业

有限公司拥有海南省海口市100亩国有土地使

用权，目前正在处置变卖之中。 江中物业主要

为南昌江中花园小区和南昌紫金城小区提供

物业服务，经济效益基本处持平状态。

中江集团全体股东均同意，上述出售合计

100%中江集团股权事项， 与不低于收购成本

出售南昌江中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江中

投资” ）项下的涉及“紫金城” 商铺的财产权

益打包一并出售，包含从“紫金城” 业主处购

买的商铺及之前收购的 “紫金城” 商铺和车

位。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上述财产权益包括

“紫金城 ” 商铺共计 3130项， 面积合计

63048.52平方米；车位使用权共计988项。“紫

金城” 的商铺、车位等目前基本处于闲置状态。

几经波折

根据中江地产披露，江西省国资委2013年

3月15日成立了中江控股， 随后将中江集团

48.815%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中江控股。 本次

股权无偿划转是江西省国资委推进中江集团

国有股权对外转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江控股

将成为中江集团48.815%国有股权对外挂牌转

让的主体。

中江控股持有的中江集团48.815%国有股

权与江西中医学院持有的中江集团2.186%国

有股权（共计51%的国有股权）于2013年4月

23日一并在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

但是至2013年5月21日挂牌公告期限届满，由

于“紫金城” 商业地产项目已出售商铺极度分

散的产权持有模式的历史遗留问题，未得到任

何一家意向受让方接受，导致本次挂牌转让流

标，转让方表示将再启动股权转让程序。

2013年12月30日，该项目再度挂牌，挂牌

价格仍为9.16亿元。 转让方要求，保证中江地产

注册地不变， 并至少10年内不让渡中江集团及

中江地产的控制权。为妥善解决南昌“紫金城”

商业地产项目的遗留问题， 受让人须将江中投

资从业主手中收回的商铺权益类资产以不超过

回购价全部予以收购；同时，还应以历史成本价

收购江中投资从中江地产购买的部分商铺和车

位。 因“紫金城” 商业地产项目情况较为复杂，

相关财务数据需进一步详细、完整地进行核查，

中江控股2014年1月23日向江西省产权交易所

申请中止该产权交易项目的信息公告。

中江控股于2014年1月26日恢复项目的

挂牌信息， 挂牌转让时间截止2014年2月19

日。 再次因为“紫金城” 商业地产项目，转让方

又一次提出终止挂牌申请。 随后，项目再次挂

牌，截至2014年3月14日，友和国际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和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提交书面受让

申请。 但由于两家意向受让人均未取得合格竞

买人资格，最终未能成交。

需要注意的是，1月19日，江西省政府常务

会议已经审议了《江西省属国资国企改革实施

意见》，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向优势资源、高端服

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设施与民生等领

域集中，从不具竞争优势领域有序退出。 本次

挂牌项目是江西省政府批准的江中集团整体

改制的工作内容之一，转让方明确提出，挂牌

期满后如未征集到意向受让人，则变更挂牌条

件，待重新办理挂牌手续后再次挂牌。

中化集团三公司转让北海实业45%股权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天津北海实业有限公司45.4303%股权挂

牌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价格1885.3万元。 其中

45.4303%股权分别包括中化国际仓储运输有

限公司所持有的14.5269%股权、中化化肥有限

公司所持有的5.9034%股权以及敦尚贸易有限

公司所持有的25%股权。 三家转让方的所属集

团或者主管部门均为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此前

A股上市公司中化国际表示拟出资9.7亿元收购

实际控制人中化集团旗下的相关农化资产，业

内认为， 本次股权挂牌或为中化集团旗下资产

整合与国企改革提速的标志。

联手转让

北海实业是一家国有控股的中型仓储类企

业， 天津港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持有

48.1824%股权，为公司大股东。 此外，敦尚贸易

有限公司和中化国际仓储运输有限公司分别持

有25%和14.5269%股权， 中化化肥有限公司和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天津公司则分别持有

5.9034%和6.3873%的股权比例。

本次挂牌的45.4303%股权包括三大出让

方，均为中化集团旗下公司。其中出让股份最多

的为敦尚贸易有限公司， 其所持有的25%股权

本次拟全部出清。 公开资料显示，敦尚贸易有限

公司是中化化肥的全资子公司，1993年在香港

成立，主要从事钾肥的采购和销售业务。

中化国际仓储运输有限公司为A股上市公

司中化国际的全资子公司， 其所持有的北海实

业的14.5269%股权本次也将全部出清。 此外，

本次出让股权中还包括中化化肥有限公司所持

有的近6%持股。

北海实业2013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7107万元和244万元，2014年前11月，公司营业

收入增长到1.1亿元，净利润为23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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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4万元和4149万元。 本

次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1885.3万元。 挂牌价

格与此一致。

整合提速

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 中化集团旗下三家

公司联手剥离北海实业45%股权， 或为公司相

关资产整合提速的标志。

早在2014年12月就有媒体报道，中化国际

正在整合集团旗下农化资产。公司当时表示，拟

出资9.7亿元收购实际控制人中化集团旗下的中

化农化有限公司、沈阳科创化学品有限公司、中

化农化香港、 中化农化巴西以及中化农化阿根

廷5家公司股权。中化集团的农药资产原分布在

旗下不同主体，根据集团承诺，明确将中化国际

作为集团农药业务整合主体。 若收购顺利实施，

中化集团下属农药资产， 除了沈化院农药研究

所之外，将全部集中整合至中化国际。从而帮助

中化国际尽快实现在由传统的化学品贸易商向

精细化工、农化的产业公司转型。

前述分析人士称，中化集团为国内仅次于

“三桶油” 的化工央企，作为国有大型骨干企

业，有望成为中国化工类央企改革的先锋。 随

着相关资产的不断整合，中化系企业改革有望

提速。

在本次挂牌中，转让方提示说，标的公司的

房屋建筑物化肥仓库因其占用的土地权属为天

津港四公司，故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建筑面积

为5467.28平方米，企业承诺该部分资产属于其

所有。

对于接盘方，条件较为宽松，只需要为依法

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自然人， 且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

付能力和良好商业信用。 在本次挂牌中，北海实

业原股东表示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重庆联交所年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

□本报记者 周渝

2014年， 重庆联交所全年成交项目6613

宗，实现交易额1145.56亿元，同比增长27%，提

前实现突破千亿元目标。

构建区域性资源定价平台

重庆联交所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在产业

结构升级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速的推动下，企

业国有产权交易达到创纪录的363.69亿元，同

比增长78.66%， 交易项目2178宗， 同比增长

61.45%。 其中国有企业重大项目处置、 增资扩

股、股权多元化成为市场关注热点。

据了解，由重庆联交所集团运营的“人民法

院诉讼资产网” 全年累计发布公告76047条，挂

牌资产金额4355.86亿元，全国有15个省市法院

使用该网上竞价交易系统， 交易额66.66亿元，

同比增长53.5%。

在政府特许资源市场化配置方面，涵盖了主

要污染物排放权、碳排放权、户外广告位经营权、

河道采砂权、混凝土搅拌站经营权、加油站经营

权、市政停车位经营权、机动车占道停车点经营

权、殡葬用品经营权、江河流域使用权、出租车经

营权、电视频道广告经营权、景区设施经营权、泊

位使用权等。 全年挂牌出让成交总额6.27亿元，

平均增值262%，为财政增收4.54亿元。

据了解，去年重庆联交所积极推进国有资产进

场公开招租，国资租赁项目交易额1.25亿元，平均增

值98.69%。 此外，重庆联交所在大宗物资采购和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领域也取得突破，完成采购

项目3宗，农村土地流转项目1宗，并开创重庆市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互联网公开流转的先河。

布局结算和融资服务平台

据了解， 去年重庆联交所集团转型变革传统服务模

式，加快布局结算、融资等要素市场价值链高端。下属联付

通网络科技公司获批人民银行第三方支付牌照，成为唯一

一家拥有互联网牌照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全国产权交易机

构，为构建全国性交易市场和跨区域平台打下了基础。

数据显示，重庆联交所全年结算资金180多

亿元，围绕房地产、二手房交易和小微企业融资

的“产易贷” 、“快贷通” 、“十日贷” 以及互联

网金融等融资服务产品融资额达40多亿元；并

且以平台挂牌住宅、商铺、写字间等房屋交易数

据为监测对象，推出“重庆联交所房屋成交价格

指数” ，为资产评估和投资提供重要参考。

据重庆联交所介绍，2015年将重点推动四

个领域的创新。

基础设施投融资方面，积极搭建政府基础设

施和公共设施PPP项目投融资阳光交易平台，吸

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领域建设和运营；推动

国企增资扩股改革，择优引进战略投资者，推动

国有经济股权多元化改革，不断完善国企增资扩

股市场化机制； 探索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

台，依托覆盖重庆各区县的市场服务体系，整合

区域内的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林权、“四荒”使

用权、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等农村产权流转信息

和大额流转交易，优化农村产权流动配置，推动

农村经营模式多远化； 打造电子商务开放平台，

依托联付通第三方支付平台，加强与大型电子商

务平台合作，加快开拓跨境支付业务，建立面向

单位产权、涉诉资产、农村产权、商品贸易和居民

个人资产的信息发布、交易撮合、支付结算、融资

配套和中介服务于一体的开放电子商务平台。

国药国际拟出让国药阳光控股权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国药阳光

健康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9590万元挂牌转

让， 转让方为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旗下的中国

国际医药卫生公司。

连续亏损

国药阳光注册资本8980万元， 是一家国有

控股的大型医药工业企业。 挂牌信息显示，公司

以分支机构经营，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眼科、

耳鼻咽喉科、急诊医学科等较为齐全的门类。

转让方提示，国药阳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安

华桥门诊部于2014年11月开始正常营业， 其放

射诊疗许可证、 辐射安全许可证目前正在办理

中；同时杭州倍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新店（东新

路店）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营业执照、

放射诊疗许可证、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在办理中。

股权结构方面， 中国国际医药卫生公司为

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1%股权；两家PE机构北京

天之康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浙江迪升投资有

限公司分别持有31.85%和13.18%股权； 此外，

杭州夏莲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剩余的

3.97%股权。

国药阳光经营惨淡。 公司2013年营业收入

和净利润分别为6503万元和-1860万元，2014

年前11个月，公司营业收入为5875万元，净利润

再度亏损1635万元。

以2014年10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国药阳

光的资产总计1.06亿元，负债为205万元，净资

产账面价值为1.04亿元， 评估价值为1.79亿元。

本次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9129万元。 挂牌价

格较此评估价值稍高。

后续增资

本次股权转让方为中国国际医药卫生公司。

倘若项目成交，国药阳光控股权将发生变更。

转让方对接盘方要求较为宽松， 仅要求意

向受让方应为境内外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

业法人，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标的企业原股东表示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

权，公司二三大股东都有接盘的可能。

但记者注意到， 完成接盘或只是项目成交

的第一步。 根据《关于北京现代阳光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之投资并购协议》， 中国国际医药卫

生公司已经完成收购国药阳光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股权并进行第一期增资，股权比例达到51%。

同时其表示， 待第一期增资完成工商变更之日

起六个月内完成第二期增资， 增资款为6367.5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根据转让方介绍，由于

原股东补充承诺义务尚未完成， 按照补充承诺

中国国际医药卫生公司第二期增资6367.5万元

时间向后顺延。因此，此次中国国际医药卫生公

司转让股权约定如下“意向受让方须同时承继

对国药阳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第二期增资

6367.5万元” 。

新疆财苑

2%股权挂牌转让

记者从新疆产权交易网获悉，新疆财苑股

份有限公司138万股股份日前正式挂牌转让，

占公司总股本的2.36%，挂牌价格为138万元。

股权结构显示，新疆兴财科技发展中心持

有42.46%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 此外，克拉

玛依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持有

17.78%股权， 喀什地区天诚担保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12.66%股权， 新疆天正实业总公司持

有12.16%股权， 昌吉回族自治州惠源融资性

担保有限公司持有3.26%股权，伊犁哈萨克自

治州融通商贸有限公司、石河子会计培训中心

和田三和公司分别持有3.17%、2.36%和0.61%

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方为石河子会计培训中心，

倘若项目成交，其将出清对新疆财苑的全部持

股。 其他股东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新疆财苑注册资本 6749万元。 公司

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870万元， 净利润344

万元。2014年前12月，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到

981万元，净利润为341万元，净资产为8983

万元。 （王小伟）

博鳌高尔夫

29%股权挂牌转让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挂牌转让海南博

鳌高尔夫有限公司29%股权，挂牌价为9885.05

万元。

博鳌高尔夫公司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

营范围包括兴建经营高尔夫球场、 网球场；体

育文化用品销售。

股权结构方面，海南博鳌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持有公司70%股权， 中国信达持有29%，海

南良大贸易有限公司持有1%股权。 原股东不

放弃优先购买权。

博鳌高尔夫经营状况不乐观。 公司2013

年营业收入695.2万元， 净利润亏损1498.6万

元；截至2014年9月底，公司营业收入319.6万

元，净利润亏损1433.8万元。 以2014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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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7.7万元和3.41亿元， 转让

标的对应评估值为9885.05万元。（欧阳春香）

建宇四方拟退出柏宇兴业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显示，北京市建宇四

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柏宇兴业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38%权益正在挂牌转让，

挂牌价格为10955.84万元。

柏宇兴业成立于2002年，注册资本为500

万美元，主要开发、建设、出租、出售朝阳区豆

各庄北京市第二监狱北区规划确定的用地范

围内的房屋。 目前嘉文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62%，为第一大股东，北京市建宇四方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持股38%。 从财务数据来看，柏

宇兴业2013年以来未实现营业收入，2013年

净利润亏损6850.82万元，2014年1-11月亏损

183.84万元。 以2014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

日，资产总计账面值为29021.46万元，评估值

为36207.05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21645.57万

元，评估值为28831.16万元。

对于受让方资格条件，转让方要求，意向受

让方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不包括香港特区、澳

门特区及台湾地区） 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或其

他经济组织。本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李香才）

上海电线五厂寻买家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上海

诚隆投资有限公司公开挂牌转让上海电线五

厂有限公司100%股权，挂牌价为1777.78万元。

上海电线五厂是一家老国营企业，注册资

本1400万元，主要经营电线、电缆、电源插头

线、塑料套管及相关产品等。

财务数据显示， 公司2014年营业收入

44.1万元，净利润亏损714.1万元；以2014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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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8.82万元和1777.75

万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1777.75万元。

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的财

务状况；具有良好商业信用；该项目不接受联

合受让主体。（欧阳春香）

台州椒江大桥公司

9.6%股权挂牌转让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台州

市椒江大桥实业有限公司9.6%股权挂牌转

让，挂牌价为1203.4万元，转让方为浙江省电

力公司。

椒江大桥实业公司注册资本1.25亿元，主

要经营椒江大桥的建设与管理，沿江基础设施

开发等。 股东结构方面，台州市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持有公司24%股权，浙江省公路管理局和

台州市椒江电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16%股权。

财务数据显示， 公司2013年营业收入

3091.5万元，净利润185.8万元；截至2014年9

月底，公司营业收入2927.0万元，净利润亏损

2081.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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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亿元和4.5亿元，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

1203.4万元。（欧阳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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