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云投资拟退出老拨云堂生物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昆明老拨云堂生

物产业有限公司43%股权及4608.5394万元债权以8119.5

万元挂牌转让， 转让方为公司二股东云南烟草兴云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老拨云堂生物公司注册资本3572万元，主营生物制品

的研究和开发工作。股权结构方面，云南烟草兴云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公司43%股权， 上海远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持有57%股权。通过本次挂牌，云南烟草兴云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拟将所持有的全部股权和4608万元债权全部转让，而

大股东上海远图表示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这也就意味着，

云堂生物有望迎来全新二股东。

老拨云堂生物公司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744万元，净

利润亏损1038万元，公司全年所有者权益为4626万元。

以2014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老拨云堂生物净资

产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分别为2029万元和8164万元，转让

标的对应评估值为3510万元。

转让方提示说， 本项目挂牌价8119.5万元系由股权挂

牌价3510.960521万元及债权挂牌价4608.539479万元组

成， 此债权系转让方云南烟草兴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标

的企业的借款及利息。（王小伟）

仕德福股债权打包转让

记者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获悉， 海南海鑫仕德福实

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6783.38万元债权挂牌转让， 挂牌

价格为7511.75万元， 其中100%股权对应的挂牌价格为

728.37万元。

仕德福是一家国有控股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主营酒

店开发与经营。 海口海鑫石化开发公司持有仕德福75%股

权为公司控股股东，香港Fortunate� Choice�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剩余的25%股份。

仕德福2012年亏损30万元，2013年实现净利润5万元。

2014年前9月，公司净利润再度亏损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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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万元和728万元。本次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728

万元。

挂牌信息显示，本次转让方包括三个，控股股东海口海

鑫石化开发公司持有标的公司75%股权及4459.54万元债

权；二股东香港Fortunate� Choice� Investments� Limit-

ed持有标的公司25%股权及2057.67万元债权；中国石化集

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江苏石油分公司持有标的公司

266.17万元债权。（王小伟）

中国铁物剥离亏损资产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内蒙古中铁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62%股权公开挂牌转让， 挂牌价为9824.56万元。

转让方为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铁物总

能源有限公司。

中铁能源公司成立于2010年4月， 是中铁物总能源公

司为投资建设五字湾站铁路专用线，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

多斯市准格尔旗设立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1.65亿

元，主营范围包括煤炭批发经营及能源投资等。目前中铁物

总能源公司、 鄂尔多斯市乾聚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

有62%、38%的股权。

中铁能源近两年持续亏损，2013年度、 截至2014年11

月30日均无营业收入， 净利润则分别亏损452.31万元、

181.92万元。 以2014年11月底为评估基准日，公司净资产

1.56亿元， 评估值为1.58亿元，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

9824.56万元。

对受让方的资格条件没有提出过多限定。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须为在中国大陆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企业法

人，注册资金不低于6000万元；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

付能力。 此外，该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也不得采用匿名委

托或信托方式受让。（欧阳春香）

华夏消防拟退出通正柏泰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项目显示， 北京通正柏泰投资有限

公司10%股权正在挂牌转让，挂牌价格为2133万元。

通正柏泰成立于2002年， 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 目

前，北京西景投资有限公司持股90%，华夏消防（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持股10%。 通正柏泰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

754.6万元，净利润亏损118.52万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

755.29万元，净利润亏损167.03万元。 以2013年12月31日

为评估基准日，资产总计账面值为9688.44万元，评估值为

26739.53万元； 净资产账面值为6637.99万元， 评估值为

23689.08万元。

根据挂牌公告，2013年11月，通正柏泰将坐落于北京

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80号部分房地产抵押给工商银行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签订最高额借款合同，权利价

值15832万元， 存续期限为2013年10月28日至2018年10

月26日。

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及支

付能力。 本交易不接受联合受让、不拆分交易，不接受信托

或委托（含隐名委托）等方式报名受让。 （李香才）

广晟集团拟退出陆丰金亿

南方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广东广晟有色金

属集团有限公司2327.63万元挂牌转让陆丰市金亿有色金

属有限公司100%股权。 据悉，此次转让是广东省第二次国

有企业混合所有制项目之一。

资料显示，陆丰金亿注册资本705.76万元，主要从事销

售有色金属（不含贵金属），露天开采锆矿、钛铁矿等。其母

公司广晟集团是以有色金属钨、铜、银、稀有稀土采选冶生

产为主业的国有企业， 其前身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广州公

司，拥有全资、控股企业30多家，相关上市公司包括广晟有

色、中金岭南。

值得注意的是，陆丰金亿近年来连续亏损。财务数据

显示，自2012年以来，公司已连续三年无营业收入，净利

润则分别亏损219.22万元、149.98万元和38.02万元 （截

至2014年10月底）。 以2014年6月底为评估基准日，公司

净资产账面价值和评估值分别为333.41万元和2327.63

万元。

据悉， 此次转让是广东省2014年9月启动的第二轮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项目对接活动推出的188个项目之

一。 （欧阳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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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原集团拟脱手两化工公司股权

□本报记者 王小伟

盐津云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20%股权和

昭通天泓能源有限公司51%股权1月26日起

同时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 转让方均

为A股上市公司天原集团全资子公司云南天

原集团有限公司，挂牌价格分别为1892.68万

元和4402.45万元。原股东不放弃行使优先购

买权，或将成为接盘方增加持股比例。

标的资产业绩低迷

本次云南天原集团有限公司拟脱手的

两家化工公司成立时间都不长，业绩表现较

为低迷。

其中，云宏化工成立于2007年，注册资

本8000万元，主营电石制造和销售。 股权结

构方面，云南路红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55%股权为控股股东，昭通弘泽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22.5%股权， 云南天原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20%股权，自然人刘媛媛持有剩

余的2.5%股份。

而昭通天泓成立于2010年，注册资本也

是8000万元， 主营化工产品及建筑材料开

发、投资、建设和经营。云南天原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公司51%股权外，云南路红实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剩余的49%股权。

两家公司净利润均为亏损状态。 其中云

宏化工2013年营收3亿元， 净利润-1151万

元，2014年前3个月，公司营收3981万元，净

利润-918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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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98万元和9463万元， 本次转让标的

对应评估值为1892.68万元。

昭通天泓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806万

元，净利润-88万元。 2014年前三个月，公司

营业收入173万元，净利润-51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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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91万元和8632万

元，本次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4402万元。

轻资产化转型

本次两项目的挂牌价格与净资产评估

价值均保持一致。 通过本次转让两项目，云

南天原拟出清对两家公司的全部持股。原股

东均表示不放弃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的

权利。 而管理层则表示不参与受让意向。 因

此，有分析认为，原股东或将成为项目接盘

方，增加持股比例。

对于受让方资格条件，转让方提示说应

该为境内合法存续的法人，其他组织或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同时，报名时

分别需交纳交易保证金189万元和440万元。

实际上，两家化工公司并非天原集团近

年来首次剥离的项目。 尤其是今年以来，天

原集团旗下不少资产的剥离动作开始提速。

就在今年1月23日，天原集团发布公告，根据

战略转型和集中发展主业的需要，拟对持有

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5608万股

股权进行公开挂牌交易。

记者从天原集团了解到，公司目前正在

着手向资产轻型化转变。 倘若两项目成功脱

手，通过收回投资，将有利于天原集团回笼

资金，整化资源，进一步调整产业布局，满足

公司生产经营及转型升级发展。

京津冀产权市场协同发展稳步推进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京津冀三地农村产权交易所近日签署

协议， 以推动京津冀三地农村产权市场协

同发展。 中国证券报记者进一步从北京产

权交易所了解到， 京津冀三地产权市场协

同发展正在稳步推进。 京津冀产权市场发

展联盟成立以来， 三地在联盟网站挂牌的

国有企业股权项目约250个。 此外，京冀两

地在全国率先启动了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

试点， 京津冀旅游资源交易平台一体化工

作也已经启动。

共建农村产权交易市场

北京农村产权交易所、 天津农村产权

交易所、 河北省邯郸市邱县农村产权交易

所、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农村产权交易所

近期签订京津冀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战略合

作协议，这四家农交所将形成信息联动、资

源共享、 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的共同体。

“优势互补、互利互赢、扎实推进、携手共

建农村产权交易市场” 是这次签约仪式的

主题。签约仪式上，四家农交所分别对本地

的产权交易项目进行了推介。

根据协议，京津冀三方还将在制度、人

才、 技术等领域加强交流， 在信息联合披

露、业务交流和学习、重点项目推介、投资

人引进、会员资源共享、市场研究等方面深

入合作。今后，京津冀农村产权交易信息同

步将成为常态， 还将共同探索建立行业自

律协会。

此外， 京津冀三地还正式启动了农村

产权经纪人招募工作。 京津农村产权交易

市场已成立4年多时间，邯郸、承德等地的

县级农村产权交易机构近两年相继成立。

但目前国内并没有持证上岗的专业农村产

权经纪人队伍， 现有经纪人在专业知识领

域各有侧重，难以满足复杂、专业，且日益

规范的农村产权交易需求。

业内人士指出， 除了城市之间的合作

之外， 京津冀协同发展还应该包括农村之

间的合作。京津冀三地虽然离得近，农村要

素资源属性也类似， 但各地农村产权交易

机构在市场建设和业务发展过程中却相对

独立，项目信息发布途径比较分散，农村要

素流转交易市场建设步伐差异较大。 此次

京津冀三地在农村产权市场方面的合作，

将使三地农村信息获得较为一致， 农村要

素流转交易市场建设步伐逐步统一。

产权联盟稳步推进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北京产权交易所获

悉，自京津冀产权市场发展联盟成立以来，

三地在联盟网站挂牌的国有企业股权项目

约250个。其中，转让标的所在地是津、冀的

项目有33个，金额为11.43亿元；受让方所

在地是津、冀，共成交28个项目，成交金额

8.24亿元。

2014年7月18日，由北京产权交易所、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河北产权交易中心联

合发起的京津冀产权市场发展联盟在北京

成立， 京津冀产权市场发展联盟信息联合

披露平台同时启动上线。 京津冀三家产权

交易机构担任联盟理事单位， 三家机构投

资设立的25家专业交易平台为联盟成员单

位。 联盟的成立，旨在通过深化三家交易所

的合作，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逐步建立

京津冀统一的要素市场体系， 推动三地各

类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同时

充分发挥三地交易平台功能， 服务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整体规划。

近年来， 京津冀三地产权市场发展迅

速， 这为推进三地市场协同发展提供了良

好基础和客观需求。首先，交易品种高度重

合；其次，服务对象高度重合；再次，三地市

场发展各具优势，具备较强的互补性，合作

空间巨大；另外，三家机构在信息披露、项

目推介、市场研究等方面有着广泛合作，部

分专业交易平台还在资本和股权合作方面

进行了合作。从合作的需求看，要素资源在

客观上具有跨区域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

要求。 作为三地要素市场的建设者和运营

者， 京津冀产权交易机构牵头推进三地市

场协同发展， 有利于加快三地要素市场的

统一化进程， 实现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和

优化配置， 助力三地要素市场实现更好更

快发展。

业内人士指出， 京津冀产权市场发展

联盟的成立拉开了京津冀产权市场合作的

新序幕， 也开创了全国产权交易行业合作

发展的新形式。 对下一步促进京津冀三地

产业协同发展和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

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外，联盟的

成立也有利于为京津冀各个产业的发展提

供金融支撑， 有利于三地要素交易平台形

成合力。

环境交易取得突破

中国证券报记者还了解到， 京冀跨

区域碳排放权交易也取得了进展。 根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 《碳排放权交易

管理暂行办法》，国家计划建设全国统一

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北京市发改委与

河北省发改委、 承德市政府已联合印发

《关于推进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有

关事项的通知》，京冀两地率先启动碳排

放权交易试点建设。 京冀两地明确了跨

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体系构架，利

用北京现有基础和政策体系推动市场建

设，优先开发林业碳汇项目，积极利用市

场化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跨区域节能

减排和生态环境建设。 京冀将建立跨区

域统一的核算方法、核查标准、配额核定

方法、交易平台等。

业内人士指出， 京冀启动跨区域碳

排放权交易试点建设， 不仅可以扩大碳

市场覆盖范围，拓宽参与主体，提高市场

容量和活跃度， 还可以充分发挥市场配

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挖掘两地不同的

节能减排潜力、 利用两地在节能减排方

面的成本差异，通过碳交易市场手段，推

动区域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优化调

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推进区域大

气污染治理， 实现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

率先突破。

此外，北交所与河北省旅游局、天津市

旅游局也签署了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旅游

项目投融资、 资产流转等方面展开全面合

作。 河北和天津旅游方面的投融资及招商

项目将在北京旅游资源交易平台挂牌，并

进行后续的推介及跟进服务。

根据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 推进京津

冀协同发展已成为2015年北京重点工作之

首。 北京市将逐步建立三地统一的企业产

权、 知识产权、 林权矿权等市场化流转制

度，推动制定跨区域的技术、人才等要素流

动和优化配置的政策措施，促进金融、旅游

等资源共享。 这意味着京津冀产权市场协

同发展有望加速， 从而为推动京津冀一体

化发展贡献力量。

航天长峰拟退出广生胶囊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为了集中资源发展壮大主业，航天长峰

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

转让所持有的山西广生胶囊有限公司10%

全部股权，挂牌价为2323.29万元。

在军民融合加快推进背景下， 航天长

峰作为航天科工集团承担平安/智慧城市

项目的主力上市平台， 集中精力发展安

保、电子信息和医疗三大主业。 此次转让

广生胶囊10%股权， 也是公司聚焦主业的

举措之一。

广生胶囊盈利稳定

广生胶囊注册资本1.26亿元，属国内规

模最大的胶囊专业制造企业，主要经营胶囊

专用设备的技术服务以及生产销售胶囊。山

西广生医药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和航天长峰

分别持有公司90%和10%股权，公司原股东

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广生胶囊盈利情况稳定。公司2013年实

现营业收入2.71亿元， 净利润2224.64万元；

截至2014年11月底，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3

亿元，净利润2066.98万元。 以2014年9月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和评

估值分别为1.71亿元和2.32亿元， 转让标的

对应评估值为2323.29万元。

航天长峰表示， 广生胶囊是公司胶囊

生产线设备的客户之一， 由于国产设备生

产效率和质量与进口设备尚有差距， 广生

胶囊近年全部选用进口设备实现产能扩

充，和公司已基本没有业务合作；鉴于胶囊

生产线业务已非公司主业， 此次转让持有

的广生胶囊股权， 是为了实施公司战略规

划，集中资源重点发展安保、电子信息和医

疗三大主业。

公司对受让方并无过多要求， 只须为有

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自然人；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持续加码主业

航天长峰是我国首家经国防科工委批

准军工资产上市的企业，中航科工集团为其

实际控制人。 公司是国内安保、医疗以及电

子信息领域领先的高端产品制造商、复杂大

型系统规划设计集成商、综合管理运营服务

提供商。

从业务上看， 航天长峰目前包括安保、

电子信息和医疗三大主业，军品业务占比并

不高。2014年半年报显示，公司安保、电子信

息和医疗的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

为40%、31%和24%。

围绕三大主业寻求扩大经营规模、增

强盈利能力仍是航天长峰的战略核心。 公

司此前收购的长峰科技以安保科技系统产

业项目为主营业务， 同时加快了包括政务

信息资源交换共享整合平台、 云服务平台

等平台级产品的研发工作,� 着力提升公司

在安保核心产业链的竞争力； 经过业务转

型， 公司以手术室整体解决方案牵引的产

品线初步形成，麻醉机、呼吸机、手术灯、

床、手术室洁净工程等业务全面展开，新业

务智慧医疗与手术室项目开拓了公司多元

化发展的新局面。

不过，受宏观经济影响，公司部分合同

签约延期，代理的脑电设备因国外厂家价格

调整压缩了毛利空间，公司2014年的业绩并

不理想，公司预计2014年净利润和上年同期

比较将有一定幅度下滑。公司2014年前三季

度营业收入同比下滑34.32%，净利润同比减

少73.23%。

在2014年主业业绩不达预期的情况

下，公司挂牌转让广生胶囊10%股权，在

加速剥离与主业不相干资产的同时 ，也

为增厚公司业绩、 持续加码主业提供了

资本。

银河化学转让女娲建材控股权

□本报记者 李香才

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四

川省女娲建材有限公司80%股权正在挂牌

转让，挂牌价格为13936.42万元。

女娲建材注册资本为1.1亿元， 主营水

泥制造和销售。 目前四川省银河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女娲建材100%股权， 此次转让

完成后，仍持有女娲建材20%股权。 从财务

数据来看， 女娲建材经营情况良好，2013年

实现营业收入22823.16万元，净利润532.13

万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25054.25万元，

净利润382.02万元。 以2014年6月30日为评

估基准日， 资产总计账面值为28985.95万

元，评估值为33267.86万元；净资产账面值

为13138.61万元，评估值为17420.52万元。

评估范围内的资产有两项土地使用权

抵押给农业银行安县支行，为女娲建材母公

司银河化学贷款承担担保责任，两宗担保分

别至2016年12月9日和2016年11月19日，两

宗土地截至评估基准日尚未解除担保。 本次

股权转让已取得农业银行安县支行的书面

同意意见，同时转让方承诺，在工商变更登

记日起6个月内解除女娲建材的所有抵押，

且不超过2015年12月31日。

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应该是中国境

内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 本次股

权转让不接受联合体报名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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