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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交额再次突破万亿元

北交所将为“混改” 提供全方位服务

□本报记者 于萍

2月9日，北京产权交易所发布2014年交易数

据。 2014年全年，北交所共成交各类项目39111

项，同比增长28.02%；成交金额10920.11亿元，同

比增长7.1%，年度交易规模再次突破万亿元。

上市公司受让22项目

作为产权交易所的基础业务，2014年，北

交所企业国有产权项目共成交931.55亿元，同

比增长47.52%。 在426项挂牌项目中， 民营企

业、 自然人、 外资企业等非国有资本受让334

项，占比78.4%，非国有资本连续多年都成为国

有产权受让的主力军。

北交所相关人士介绍，目前产权市场投资

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专业投资机构对产权市

场关注度明显提升。 “部分优质项目陆续进场

挂牌，吸引了包括上市公司、私募股权基金等多

种投资主体参与项目并购。 ”

数据显示，2014年， 共计有20家上市公司

受让项目22项，成交金额39.04亿元，同比增长

158.54%，主要涉及金融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其中，12家民营控股

上市公司受让项目12项， 受让金额24.12亿元。

此外，9家PE机构通过北交所受让10宗项目，成

交金额19.4亿元，主要涉及金融业、房地产业、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

业内人士指出， 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

革基本有三种形式：产权转让、增资扩股和投资新

设。 2014年以来，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有越来越

多的国有企业增资扩股项目进场交易， 产权市场

在企业增资扩股中方案设计、投资人发现、公允价

格发现、程序规范等方面的重要性得到体现。

“未来北交所将着眼于服务模式创新、金

融产品供应等方面进行深度挖掘，逐步实现产

权市场与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之间的良性互

动，打造各类资本跨市场交易，为国企混合所

有制改革提供全方位服务。 ” 上述人士表示。

统一京津冀要素市场

作为政府管理经济的市场化工具和首都

要素市场的重要建设者和运营者，京津冀产权

市场发展联盟得以搭建。

2014年7月，由北京产权交易所、天津产权交

易中心、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联合发起的“京津

冀产权市场发展联盟” 在京成立。“京津冀产权

市场发展联盟信息联合披露平台” 同期启动上

线，目前已联合发布三地产权交易、资产转让等

各类项目2000余项。 截至目前，京津冀三地旅游

资源交易平台、碳排放权交易均取得很大进展。

消息人士透露，未来将依托联盟在投资人

共享、会员共享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并探索要

素市场平台股权方面的合作。

2015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

确将“积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列为年度政

府重点工作之首。

报告明确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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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 。

分析人士表示， 目前北交所正在深入研究

要素市场平台发挥作用的方式和途径，与天津、

河北两地同业机构一道做实“京津冀产权市场

发展联盟” ， 推动建设京津冀三地统一的要素

市场平台，在三地产业调整、企业并购、投资融

资、技术交易等方面发挥平台功能，深度服务京

津冀三地协同发展。

产权市场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提速

□本报记者 李香才

P2P网贷行业的迅猛发展， 吸引了交易所

平台的关注， 河北产权市场有限公司发起成立

了“冀金宝互联网金融平台” ，北京产权交易所

旗下金马甲也推出了互联网金融平台“金宝会

国有网贷平台” 。 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促使

交易所谋求业务领域的拓展， 互联网与产权市

场的跨界融合发展， 也拓宽了产权市场的业务

领域。业内人士指出，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有望

给产权市场带来更大空间。

金马甲推P2P平台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金马甲了解到，金马甲

金宝会国有网贷平台2月6日推出“金保宝-百

色中小保001号-1” 产品，该产品年化收益率

为10.05%， 借款期限为6个月。 从投资记录来

看， 产品推出后不到2分钟时间，200万元募资

目标就完成。 从单笔投资金额来看，最高的20

万元，最低仅为100元。2月10日，金马甲还将推

出“金保宝-百色中小保001号-2” 产品，年化

收益率同样为10.05%，募资目标为300万元。

2014年11月，金马甲正式推出互联网金融

平台金宝会，标的目标从几百万到数千万元，融

资成本在13%到16%， 年化收益在8%到12%，

坏账率控制在小于2‰。 目前，金宝会平台已成

功募集资金5100万元。

金马甲的国资背景， 使其开展P2P业务具

备了一定优势。 金马甲是由北京产权交易所牵

头，联合全国31家省级产权交易机构共同投资

设立，累计完成在线交易总额超过600亿元。

目前金马甲已整合了武汉信用风险管理有

限公司、贵州省能源担保有限公司、北京中小企业

信用再担保有限公司、河南省二七担保有限公司、

河南兴港正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北京国华文创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南宁市南方融资性担保有限

公司、广西投资集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8家担保公

司资源。近日，金马甲与沈阳恒信担保有限公司签

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沈阳恒信为国有独资融资担

保机构。此外，金马甲近期还将与几家国有担保公

司签署协议，预期2015年发展30到35家国有担保

公司。 金马甲的发展战略是， 初期以国有担保为

主，后期引入更多实力强大的地方征信机构。

多地探索互联网化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各地产权交易

所都在探索新的业务模式。 2014年，重庆联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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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重庆联交所规划，2015年， 重庆联交

所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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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2月， 具有国资背景的河北冀金宝

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布旗下P2P平台 “冀

金宝互联网金融平台” 上线。 2014年10月，河北

省政府同意交易所、 产权市场开展中小企业私

募债业务。 在业务开展同时，其规模偏小、交易

硬化、投资门槛过高、投资流动性不足等弊端日

渐显现。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河北产权市场、河

北金融资产交易所等发起设立了“冀金宝互联

网金融平台” ，这也开创国内利用互联网金融平

台发行交易所中小企业私募债的先例。

冀金宝主要产品定位于中小企业私募债和

小贷公司资产收益权凭证， 融资额度定位在

5000万元以下。 这些借贷项目经审核后，将在

省级国有交易机构上市， 并由担保公司提供本

息责任保证。但是在收益方面，国资系远低于草

根P2P。 启动初期，冀金宝打出的预期年化收益

率在8%-10%之间， 远低于民企P2P给出的

12%-15%的年化收益率。

拓展产权市场领域

随着全国产权市场交易额的增长， 产权市

场由于受到地域分散、 标的物标准化程度较低

等问题制约，在没有统一市场的情况下，呈现交

易效率偏低，价格发现不足等问题。 互联网技术

的普及应用， 为产权交易市场解决这些问题提

供了有效的整合手段。 互联网的发展大大拓展

了产权市场的业务领域， 推动了市场化业务的

开展，同时也丰富了产权市场的竞价方式。

产权市场包括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 传统的

产权市场与互联网结合的探索，主要是将线下的产

权市场简单移植到线上，或者与淘宝等开展产权的

电子商务合作。随着互联网日益深刻地介入生产生

活，“虚拟”产权市场越来越多受到关注。互联网产

权市场是指依托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搜索

引擎等现代信息技术创造出来的可以实现各种形

式的产权在线交易、 支付结算以及信息共享等功

能，并能联结金融市场、物流市场等相关市场的新

型产权市场形式。一些原本不属于狭义产权市场的

主体、平台和行为，如私人租车、私人租房，以及

O2O的产权交易平台如餐饮业的大众点评、 家政

业的“阿姨帮” 、清洁业的“荣昌洗衣” 、票务业的

“猫眼”等正在积极创新互联网产权模式。

业内人士指出， 互联网对于传统产权市场

的影响不仅在于将有形市场转移到网上， 更大

程度上是拓展了通过互联网可以满足的多种需

求，互联网产权市场广阔的前景值得期待。 产权

市场应积极应用互联网技术， 实现各种资产电

子产权化， 推动制定促进互联网产权交易的专

门政策，激发互联网产权市场创新与发展。

上海电气集团剥离亏损资产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上海

电气集团正挂牌转让上海电缆厂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价为1.47亿元。

目前上海国资改革如火如荼， 上海国资国

企工作会议近日召开，明确2015年将完成国际

集团、国盛集团两个国资流动平台组建，继续推

进企业集团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 而

此次剥离上海电缆厂资产， 意味着上海电气集

团开始新一轮资产整合。

标的资产连年亏损

资料显示， 上海电缆厂成立于2002年，注

册资本2.74亿元， 主要经营电线电缆及附件设

计、开发、生产、销售。 2004年，上海电缆厂顺应

国企改革的潮流，将企业资产重组，在转制成上

海电缆厂有限公司的同时引进外资， 与日本电

缆制造企业藤仓株式会社组建了相对独立的高

压产品和装备电缆合资企业。

在此次转让中， 上海电缆厂对外投资企业

的上海藤仓橡塑电缆有限公司50%股权、 上海

南洋藤仓电缆有限公司20%股权与标的公司股

权一并转让。

上海电缆厂近年来连续亏损。 财务数据显

示，2014年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6亿元，净

利润亏损2059万元； 而2012年、2013年净利润

分别亏损2116.3万元和1755.6万元。以2014年8

月底为评估基准日，净资产为1.05亿元，评估值

为1.47亿元，负债总计3.62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此次转让，上海电气集

团表示， 受让方必须承诺接受上海电缆厂及上

海藤仓橡塑电缆有限公司现有全部职工， 并保

证首期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不少于三

年、第一年薪酬福利不下降。

此外， 上海电缆厂与上海佳昂工贸有限公

司、保定天威风电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欣恒线缆

有限公司等存在多笔应收账款涉及诉讼， 上海

电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去年12月以8679.85万

元价款购买上述债权， 这也显示了上海电气集

团转让的决心。

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应为依法设立

并有效存续的境内企业法人； 此次股权转让

不接受委托（含隐名委托）、信托、联合方式

举牌受让。

加快资产整合

上海电气集团是中国装备制造业最大的企

业集团之一，旗下有电站、输配电、重工、轨道交

通、机电一体化、机床、环保、电梯、印刷机械等

多个产业集团，现拥有上海机电、上海电气等上

市公司和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等50多家合

资企业。

2015年开年上海国资改革步伐加速。 上海

国资国企工作会议近日召开， 明确了2015年将

完成国际集团、 国盛集团两个国资流动平台组

建，推动集团公司整体上市、推动国有企业改革

转制和创新转型的双轮驱动。 上海电气集团等

五大集团被市场认为最有可能纳入改革范围。

此前，上海电气集团董事长黄迪南曾表示，

争取在3-5年的时间内实现整体上市， 即以上

海电气为整体上市平台， 集团总公司存续企业

通过吸收合并、资产重组、定向增发等途径，使

优势资源向上海电气集中。

深圳红塔实业30%股权挂牌转让

□本报记者 王小伟

深圳红塔实业有限公司30%股权近日亮相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 挂牌价格为1765.71万

元， 转让方为公司二股东深圳市华玉贸易发展

有限公司和三股东深圳市亿成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玉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为红塔集团旗下

企业， 本次股权转让意味着红塔系公司将退出

深圳红塔实业有限公司股权。

去年零营收

深圳红塔实业2002年成立，注册资本1000

万元，是一家国有参股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公

司股权结构较为简单， 港玉置业有限公司为控

股股东，持股比例为70%，深圳市华玉贸易发展

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亿成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剩余的20%和10%股权。

挂牌信息显示， 深圳红塔实业主要从事计

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 2014年公司产生营

业收入，但实现净利润633.42万元，公司所有者

权益为522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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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4.64万元和5885.66万元， 本次转让标的

对应评估值为1765.69万元。挂牌价格较此评估

价值略高。

对于红塔实业2014年营收为零，转让方在

挂牌信息中解释， 红塔实业先后在重庆投资成

立项目公司重庆红鼎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开发

了“红鼎国际公寓” 和“红鼎高尔夫俱乐部”

两个房地产项目。 “红鼎国际公寓” 于2007年

12月完成，“红鼎高尔夫俱乐部” 于2012年3月

完成，深圳红塔实业有限公司未经营其他业务，

无主营业务收入。

可见， 深圳红塔实业实际上主要从事房地

产开发业务。公开资料显示，红塔实业除了重庆

房地产项目之外， 目前已将投资区域延伸至广

东，以期将“红鼎地产”品牌进一步做大做强。

红塔系谋退

仔细梳理红塔实业三位股东资料可以发

现，三大股东都颇具实力。 其中，公司第一大股

东港玉置业有限公司位于香港， 是红鼎集团旗

下的房地产开发主力企业之一。

二股东深圳市华玉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则具

有红塔烟草集团背景， 由红塔集团全资香港玉

成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独资建立， 是红塔集团在

香港和深圳特区的窗口公司。

记者注意到， 二股东深圳市华玉贸易发展

有限公司和三股东深圳市亿成投资有限公司本

次股权转让的批复单位均为中国烟草总公司。

而通过本次挂牌， 后两位股东拟通过这次转让

退出对红塔实业的全部持股。 意向受让方在受

让深圳市华玉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有深圳红

塔实业有限公司20%股权的同时， 须同步受让

深圳市亿成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深圳红塔实业

有限公司10%的股权。对于本次挂牌项目，原股

东表示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对于接盘方条件，两转让股东提出，意向受让

方须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良好的商

业信用和市场信誉。项目不接受自然人申请受让。

青海银行5000万股权四度挂牌

□本报记者 王小伟

由于没有找到接盘方， 青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5000万股股权近日再度在江西省产权交

易所挂牌转让，本次挂牌价格与上次完全相同，

依然为1.255亿元。 自2014年11月以来，该项目

已多次挂牌，此次为第四次挂牌转让。

转让方对5000万股权之所以不肯降价销

售， 其底气或主要来自于青海银行经营的稳健

成长。

挂牌信息显示， 青海银行注册资本为18.6

亿元。 以2013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公司总资

产491.7亿元，总负债448.4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43.2亿元。

记者注意到， 挂牌信息没有对相关资料进

行更新。 实际上，就在本次项目挂牌前2天，即2

月4日，青海银行刚刚召开了2015年工作会议，

其中透露，截至2014年底，青海银行总资产已

经突破500亿元，达到533.25亿元，较年初新增

41.54亿元，增长8.45%，正式跨入了城商行总

资产500亿元以上行列。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

示， 青海银行各项存款余额达到396.5亿元，较

年初新增44.04亿元。 各项贷款余额289.27亿

元，较年初新增60.26亿元，增长26.31%，继续

保持了20%以上的高速增长。

青海银行的一大特色是小微金融。公司的小

企业信贷中心2014年成功转型为青海省首家、西

北五省第二家拥有独立牌照的小企业专营机

构———青海银行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实行准事

业部制管理，标志着青海银行小微金融业务步入

了专业化、模块化、标准化的发展轨道。

本次挂牌方为江西稀有稀土金属钨业集团

有限公司。 江西稀有稀土金属钨业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青海银行的产权比例为2.69%， 正好为

5000万股。 倘若本次项目成交，其将出清全部

对青海银行的持股。

南京恒生制药

4成股权寻买家

江苏省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南京

恒生制药有限公司40%股权近日挂牌转让，

转让方为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挂牌价格为2850万元。

挂牌信息显示，南京恒生注册资本3000

万元， 红石国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和南京新

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有60%及

40%股权。通过本次转让，二股东拟出清全部

持股， 而大股东红石国际表示不放弃行使优

先购买权。

公司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4220万元，实

现净利润771万元。以2014年3月31日为评估

基准日， 公司资产总额的评估价值为1.3亿

元，净资产的评估价值为6973万元。 本次转

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2789万元。

转让方提出，意向受让方需为在南京市

依法注册且有效存续5年（含5年）以上，且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医药企业或医药类投

资集团，注册资本不低于7500万元，旗下业

务范围需同时涵盖医药工业、 医药商业、医

药研发， 有条件为标的公司的发展提供支

持。 （王小伟）

新疆天业拟退出上海爱华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新

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上海天业科房

置业有限公司正在挂牌转让上海爱华商务服

务有限公司31%股权，挂牌价格为3138.18万

元。转让完成后，上海天业将不再持有上海爱

华股权。

上海爱华注册资本为2290万元，经营范

围包括办公房出租、商务服务、百货销售等。

目前，上海科事发房地产有限公司持股69%，

为第一大股东，上海天业持股31%。对于此次

转让，上海科事发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从财务指标来看，上海爱华2012年实现

营业收入502.16万元， 净利润58.32万元；

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505.96万元， 净利润

70.62万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524.86万

元，净利润111.69万元。 以2014年5月31日为

评估基准日， 资产总计账面值为5157.48万

元，评估值为12653.70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

2626.93万元，评估值为10123.16万元。

转让方对于意向受让方的要求并不高，

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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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支付

能力、商业信用，无不良经营记录。 本项目不

接受联合受让主体。（李香才）

秀山丰绿

51%股权3430万元挂牌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显示，重

庆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重庆海富农产

品市场有限公司正在挂牌转让秀山丰绿农产

品批发物流市场有限公司51%股权， 挂牌价

格为3430万元。

秀山丰绿成立于2010年， 注册资本为

3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开发、建设、经营、

管理农产品批发市场，提供市场交易服务等。

目前重庆海富持股51%， 重庆亨德实业有限

公司持股49%。对于此次转让，亨德实业表示

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秀山丰绿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229.19万

元， 净利润4.64万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

541.42万元，净利润仅为897.94元。截至2014

年底，资产总计为3302.93万元，所有者权益

为3001.36万元。 以2014年2月28日为评估基

准日，净资产账面值为3005.82万元，评估值

为6725.49万元。

受让该股权后，意向受让方须承诺，继续

代渝惠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商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前身） 履行与秀山县人民政府于

2010年7月签订的《秀山县农产品批发物流市

场项目投资协议》， 受让方作为控股股东保证

秀山丰绿履行与重庆海富签订的《秀山丰绿农

产品批发物流市场认购协议》。（李香才）

上海通联

53.8%股权挂牌转让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上

海通联房地产有限公司53.778%股权挂牌转

让，转让价格为20872.86万元。

资料显示， 上海通联注册资本为1.40亿

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建材

装潢及物业管理等。股权结构方面，第一大股

东上海通联房地产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拥有

公司23.27%股权，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

公司拥有8.98%股权， 上海港房地产经营开

发公司持有7.559%股权，上海交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7.418%股权。 此次股权转

让方为包括第一大股东在内的8位股东。

上海通联连年亏损。 财务数据显示，

2012年公司净利润亏损652.37万元；2013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83.46万元，净利润亏损

4541.16万元；2014年前7个月实现营业收入

923.42万元，净利润亏损113.28万元。以2013

年底为评估基准日，公司净资产1.84亿元，评

估值为3.88亿元，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

2.09亿元。

此项目接受联合受让主体， 联合受让主

体各方都应当符合受让方资格条件， 不得采

用委托或信托等方式参与交易。（欧阳春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