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A15

■ 责编：郭宏 电话：

010－63070383 E-mail:zbs@zzb.com.cn

■ 2015年3月2日 星期一

产权周刊

hina�Equity�Weekly

赣稀重组折戟 整合前景不明

江铜稀土15%股权挂牌期满倒计时

□本报记者 刘兴龙

2015年3月11日，江铜稀土股权转让

即将挂牌期满。在全国稀土资源整合的大

背景下，稀土资源本应是备受追捧的“宝

贝” ， 然而， 江铜稀土15%股权转让自

2013年年底挂牌至今依然无人问津。

业内人士指出， 目前四川稀土整合

前景尚不明朗， 导致江铜稀土股权转让

面临困局。 不过，按照在2015年底前整

合全国所有稀土矿山的时间表， 江铜稀

土的价值有望随着资源整合破局而得到

体现。

赣稀重组失败或是诱因

江铜稀土于2008年8月在四川省冕

宁县成立。 其股权结构为江铜集团持股

51%，蜀裕矿业持股39%，冕宁县投资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0%。

根据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截至2012年12月31

日， 江铜稀土总资产评估价值60.2亿元

(其中牦牛坪稀土矿采矿权评估价值46

亿元)，总负债评估价值6.2亿元，净资产

评估价值54亿元。

牦牛坪稀土矿区是我国仅次于内蒙

古包头市的第二大稀土资源基地， 也是

我国最大的单一稀土矿。 江铜稀土拥有

冕宁县牦牛坪稀土矿2.94平方公里的采

矿权，保有储量157万吨，经地质补勘后

达320万吨。 江铜稀土已成为我国重要

的稀土矿采、选、冶炼分离、深加工企业

之一，并与内蒙古、江西形成三足鼎立的

格局。

不过， 在蜀裕矿业卖出15%股权的

过程中，该标的却始终无人问津。 此前，

挂牌转让曾约定在2014年8月19日到

期。 不过，该标的没有意向方，几乎没有

人问。此后，挂牌期满日期延迟至2015年

3月11日。如今距离期满日已经进入读秒

阶段，然而转让工作依然难现曙光。

2014年7月， 关于赣州稀土集团与

四川金攀西稀土合作的消息传出。 有媒

体报道称， 江西拟以赣州稀土为主体，

引进四川金攀西稀土，参与赣州稀土集

团的组建工作。 有业内人士预测，江铜

稀土15%股权由赣州稀土接盘的可能

性很大。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由于迟迟无法

拿到稀土行业准入文件， 赣州稀土借壳

威华股份的重组计划被迫终止。 无法通

过资本市场融资获取资金， 这也导致赣

州稀土少了入股江铜稀土的底气。

与股权转让坎坷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纵观整个稀土行业的发展状况，业界

普遍认为稀土行情进入了一个长景气周

期。 这一方面得益于国内近几年一系列

的组合政策， 另一方面也是市场实际需

求的有力推动。 1978年-2009年间，我国

稀土年消费量从1000吨增至7.3万吨，净

增73倍， 尤其是稀土新材料对稀土产品

的需求。2004年以后，我国稀土在新材料

领域的消费增长非常迅速， 消费量所占

比重从1987年的1%增加到2009年的

55.2%。 有专家预计，到2015年，世界稀

土需求量将达21万吨， 我国国内需求

13.8万吨。 到2020年，我国国内稀土消费

总量将达到19万吨， 高新技术领域消费

量达到13万吨，占全球总消费量的68%。

尚待稀土整合破局

2014年， 供应过剩加上非法稀土猖

獗，使正规的生产商承压巨大。2014年下

半年国储局收储也未能支撑国内价格，

大部分稀土元素价格跌至几年以来的最

低价。 不过，进入2014年12月后，由于生

产商用完生产配额，现货供应紧张，部分

产品如镨钕，铽，镝等出现价格反弹的迹

象。 自2014年11月份以来，稀土价格持

续上涨， 重稀土价格涨幅尤其明显。 自

2014年11月3日以来， 中国稀土行业协

会氧化镝报价上涨超25%， 氧化铽价格

涨幅超50%。

2015年，稀土价格预计能走出2014

年跌跌不休的困境。 在国家各种利好政

策如国家收储、资源税改革、打击非法稀

土、六大集团整合等支撑下，稀土市场将

收益良多。

与此同时， 国内也在加紧稀土行业

的整合，促进稀土行业合理有序的发展。

2015年，整合将继续进行，预计在2015

年底能够完成对国内稀土集团的整合。

整合完毕后可以更有效地保护和合理应

用稀土资源。

市场人士指出， 蜀裕矿业卖出15%

股权之所以困难重重， 与四川地区稀土

整合前景不明有关， 相关各方不愿意在

整合尚未有定论的情况下， 贸然出巨资

收购江铜稀土股权。 不过，随着南方稀土

集团商定整合思路， 江铜稀土的价值将

有望得到体现。

在工信部此前召开的重点稀土省

(区、市)和企业工作会议上，有关负责人

表示，将以中国五矿等6大稀土集团为核

心， 在2015年底前整合全国所有稀土矿

山和冶炼分离企业， 实现以资产为纽带

的实质性重组， 整合完成后将有利于规

范稀土开采、生产和流通环节。

四川省经信委官员曾对媒体表示，

赣州稀土集团以及中铝公司均有意整合

四川稀土。

根据工信部的复函意见， 已明确中

铝公司以其控股的中国稀有稀土有限公

司为整合主体，重点整合广西、江苏、山

东、四川等省(区)的稀土开采、冶炼分离、

综合利用企业。

由于江铜稀土未能入选工信部提出

的6大稀土产业集团，入选的赣州稀土集

团计划与四川金攀西稀土集团联合组建

赣州稀土大集团。 这意味着中铝公司和

赣州稀土集团将在四川展开角逐。 目前

中铝集团与赣州稀土集团整合之争呈胶

着状态， 具体哪一家能最后整合四川稀

土尚存变数。

景芝酒业改制 管理层拟受让

景芝集团100%股权6741万元转让

□本报记者 王锦

继老白干酒、沱牌集团相继公布改

制方案之后，区域白酒企业山东景芝也

加入改制阵营。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日前

刊登挂牌公告， 经安丘市人民政府批

准， 安丘市华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安丘市旅游局拟分别挂牌转让所持

有的山东景芝集团有限公司 76%和

24%的股权， 总计转让价格达6741.20

万元。

景芝集团整体挂牌转让

根据挂牌公告， 安丘市华安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的景芝集团76%股

权转让价格为5123.31万元，安丘市旅游

局持有的24%股权转让价格为1617.89

万元。

公开资料显示， 景芝集团成立于

1997年，注册资本为5089万元，经营范

围包括中型餐馆、 污水处理、 旅游开

发；瓶盖、纸箱（不含印刷）的制造、销

售等。

以2014年7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景芝集团净资产账面值为-0.14亿元，评

估值为0.67亿元。 其2014年营业收入为

1686.37万元，净利润仅为0.87万元。

尽管业绩经营不佳， 但景芝集团最

为吸引人的资产则是其所持有的景芝酒

业股份。 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系统资

料显示， 山东景芝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6028万元，其中，景芝集团认缴比

例为2021.5万元，占比为33.54%，目前景

芝集团持股比例仅次于内部职工股的

48.48%，为景芝酒业第二大股东。 此外，

社会法人股、 山东中节能发展公司在景

芝酒业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13.01% 、

9.12%。

根据景芝酒业官网的披露， 景芝酒

业目前已形成以白酒酿造为主， 工业旅

游、热电、纸箱、蛋白饲料、污水处理等多

元化发展格局， 成为山东省大型重点酿

酒企业、中国白酒生产50强企业、中国最

大的芝麻香型白酒生产企业。

据景芝酒业常务副总经理来安贵

2014年4月份的表述， 景芝酒业2013年

白酒业务销售收入超过22亿元， 公司

2014年目标是实现酒业销售额达到26

亿元。

管理层拟参与受让

此次意向受让方若能成功拿下景芝

集团100%股权，意味着将间接持有景芝

酒业33.54%的股份， 从而成为景芝酒业

的第二大股东。

有行业人士指出， 一个销售额26亿

元左右的企业， 国有股权估值仅为6741

万元，景芝的国有股权估值偏低。

需要注意的是， 转让公告还披露了

管理层拟参与受让该挂牌股权的意向：

安丘远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拟受让景芝

集团全部股权。 尽管未找到关于安丘远

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的信息，不过，从转

让公告的披露可知， 其应为管理层持股

的企业。

对于意向受让方的条件， 转让公告

称， 应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企

业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 意向受让方须

承诺， 受让股权后向标的企业及其下属

企业提供人才、技术支持，推动地方酿酒

产业发展； 意向受让方或其主要经营团

队具备大型白酒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

同等条件下优先。

酒业人士认为，从张裕、洋河等酒

企实现管理层入股的案例来看，管理层

持有股份，绑定管理层利益，可激发管

理层及员工积极性，产生明显的正向作

用。 景芝酒业此次股权转让一旦完成，

将有助于实现内部激励机制到位，在目

前行业处于底部调整期之时，景芝有望

享受内部激励机制理顺带来的红利，加

之景芝的质量底蕴，景芝有望进一步攻

城略地，山东酒业格局有进一步发生改

变的可能。

中信集团打包转让三金融外包服务公司股权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北京产权交易所

获悉，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中信

天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正在挂牌转让中

信外包服务有限公司95%股权、 中信天

津外包服务有限公司95%股权和宁波金

融服务有限公司50%股权。 三公司主营

业务均为金融外包服务， 此举意味着中

信集团正在缩窄金融外包服务业务。

3.3亿元打包资产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信息，中

信外包服务有限公司95%股权挂牌价格

为21720.211万元，中信天津外包服务有

限公司95%股权挂牌价格为10359.25万

元， 宁波金融服务有限公司50%股权挂

牌价格为1131.38万元。 转让方要求，三

个项目须同时受让， 这也意味着转让方

将至少需支付3.3亿元。

从目前经营情况来看， 中信天津外

包盈利情况比较好，2013年实现营业收

入6137.23万元， 净利润1781.17万元；

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6559.87万元，净利

润1566.64万元。 宁波金融2013年和

2014 年分别实现盈利 22.98 万元 和

349.32万元。 中信外包盈利状况则不够

理想，2013年和2014年分别亏损209.52

万元和亏损129.92万元。

意向受让方须承诺， 除非得到中信

集团许可， 受让方获取标的股权后不得

以任何形式继续使用中信字号与商标，

转让方收到股权转让价款后， 需在60日

内完成相应字号变更注册， 之后进行工

商变更。 转让方还要求，意向受让方应为

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企业， 其净资产不

低于20000万元；意向受让方或其控股子

公司须从事保安押运及现金管理行业；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受让。

收缩金融外包服务业务

根据公开资料，中信天津投资是中信

集团全资子公司，是中信集团在金融外包

产业的投资控股平台，该公司重点投资领

域为金融外包服务为主的综合性、全方位

外包产业。 中信天津投资旗下所投资的子

公司类别主要涵盖了两大板块：一是以金

融外包服务为主的综合化业务运营板块；

二是以外包产业园区的开发、建设、运营管

理为主的工业房地产板块。

此次转让的三个标的公司便是中信

天津投资在金融外包运营领域的资产，

中信外包、 中信天津外包和宁波金融分

别注册在北京、天津和宁波。 根据中信天

津投资官网资料，该公司还在郑州、太原

等地筹建区域性子公司。

从股权结构来看， 中信外包为中信

天津投资持股95%、 悦达供应链管理江

苏有限公司持股5%；中信天津外包为中

信天津投资持股95%， 北京安宁盈科软

件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持股5%；宁波金融

为中信天津投资持股50%， 宁波市资金

清算中心持股50%。

对于此次转让， 三公司其他股东已

明确表示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此次转

让完成后， 中信天津投资将不再持有三

公司股权。 这也意味着，中信集团正在收

缩金融外包服务业务。

航天科工集团转让华金证券10.94%股权

□本报记者 于萍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信息，华金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10.94%股权正在挂牌转

让，挂牌价格共计2.38亿元，转让方为第

二大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业内人

士认为，继2014年珠海金控入主、公司正

式更名后，华金证券正在不断加快业务扩

张步伐，股权关系也将更加清晰。

10.94%股权转让

华金证券成立于2000年9月， 注册

资本12.80亿元， 经营范围包括证券经

纪、证券投资咨询等。 转让公告显示，珠

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55.16%

股权，为第一大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公司持有21.88%股权， 为第二大股东。

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裕盛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15.63%、

4.99%股权。

此次股权转让方为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公司。根据公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

司持有的华金证券10.94%股权已转让

给原股东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此次股东变更已获上海证监局核准，鉴

于尚未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项目公告的

华金证券股权结构为上述股权转让前的

情形。

就此计算， 上述股权转让正式完成

后，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仍持有华金

证券10.94%股权。 如果此次挂牌交易顺

利成交，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将不再

持有华金证券股权。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

股权转让中， 标的公司原股东不放弃行

使优先购买权。

财务数据显示，2014年华金证券实

现营业收入9834.53万元，净利润500.79

万元。 资产总计22.77亿元， 负债总计

10.28亿元，所有者权益为12.49亿元。 经

评估后，华金证券净资产评估值为14.39

亿元。

此次转让要求， 意向受让方应为中

国境内注册并有效存续的境内企业法

人，须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无不良经营记录。

加快业务扩张

自2014年年底正式更名后， 华金证

券正在加快业务扩张的步伐。

根据华金证券官网披露的信息，华

金证券前身是设立于2000年9月的上海

久联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3

月， 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等股东实

施重组并更名为航天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2014年3月， 公司顺利完成增资扩股

工作，注册资本增至12.8亿元，并成为珠

海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重要成

员企业。 2014年12月，公司更名为“华金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据了解， 珠海金控成立于2012年8

月，是由华发集团、格力集团、免税集团

等珠海市管企业共同出资组建， 其中华

发集团持股比例为76.34%， 首期股东出

资35亿元。 目前已经拥有证券、银行、期

货等牌照。

公开资料还显示， 华金证券第一大

股东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珠海

华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是华

发集团的投融资平台，在企业IPO、上市

公司增发配股、债券发行、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信托、融资及工程担保等方面拥有

丰富的操作经验。

在珠海金控入主、公司正式更名后，

华金证券目前正在积极拓展新业务。 华

金证券总裁宋卫东曾表示， 未来计划在

全国扩充到50家证券营业部， 并通过增

资扩股、债务工具融资等多种渠道，探索

多渠道扩大净资本， 尽快达到50亿元以

上的净资本规模， 并在合适的时机探索

上市的可能性。

宁蒗满山矿业拟转让100%股权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根据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

公告，宁蒗满山矿业有限公司拟

转让100%股权，或进行增资扩

股及采取共同商议的其他合作

模式。

资料显示，宁蒗满山矿业有

限公司是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

彝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批

准设立的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

公司， 批准的经营期限为2008

年8月7日至2018年8月17日，经

营范围： 宁蒗县石佛山新村锰

（铁）矿地质详查、矿产品（煤

炭除外）开发、销售（以上经营

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

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2008年

12月29日探矿权人云南省宁蒗

满山矿业有限公司获云南省宁

蒗县石佛山新村锰铁矿矿区探

矿 权 ， 详 查 许 可 证 号 为

T53120081202021929，有效期

限为2011年1月17日至2016年1

月17日，拥有宁蒗县红桥乡境内

石佛山片区27.41KM2探矿权。

公告称，该矿区内已探明磁

铁、褐铁、锰等矿种（探明部分

已做探矿权转采矿权工作，并于

2013年3月前于云南省国土资

源厅领取采矿权许可证）；同时

公司在所属矿区范围内进行多

次勘察发现，煤炭资源储量初步

估计200万吨以上；该矿区范围

内已探明Tfel5-20%钒钛磁铁

矿， 初步估计储量2亿吨以上，

目前需对该矿种开展技术攻关，

以便进一步开发利用。 同时，公

司正在对该矿区范围内的其他

区域进行地质填图、 物化探、钻

探等地质勘查工作，并对勘查区

域内的金、镍、铜、铅锌等矿种开

展进一步探矿工作。

上海林耀投资50%股权转让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公告，上海前滩国际商务区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全资子

公司上海林耀投资有限公司

50% 股 权 ， 挂 牌 价 格 为

120820.99万元。

资料显示， 标的企业成立

于2014年2月17日，为上海前滩

国际商务区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为

18.63亿元，经营范围包括：实业

投资，资产管理，物业管理，市

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

据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以2014年

11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公司资

产总计账面价值283246.89万元，

评估价值338695.44万元；净资产

账面价值186192.94万元，评估价

值241641.49万元。 转让标的对

应评估值120820.75万元。

转让方表示，意向受让方或

其关联企业2013年末的净资产

应不少于人民币60亿元， 且资

产负债率不高于40%，2013年

净利润不少于人民币20亿元。

在递交受让意向时，意向受让人

须提供银行在本项目挂牌期内

出具的其不低于挂牌金额的存

款证明。 同时，意向受让方或其

关联企业应具有开发经营办公

物业的经验， 要求于2014年年

末已开发建成的办公物业面积

合计不少于5万平方米。

中国海油拟3.9亿元退出海油碧路

□本报记者 李香才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

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下属中海

油新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正在

挂牌转让海油碧路（南通）生物能

源蛋白饲料有限公司74%股权及

39186万元债权， 挂牌价格为

39186.0001万元。 其中，海油碧路

74%股权对应挂牌价格仅为1元。

海油碧路成立于2006年，

注册资本为4000万欧元。 许可

经营项目为加工销售食用植物

油（半精炼）。 一般经营项目包

括研究、开发蛋白饲料、中间产

品；研究、开发、生产脂肪酸甲

酯（生物柴油）等。 目前，中海

油新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

股74%，为第一大股东；第二大

股东持股26%。 此次股权转让

方为第一大股东， 第二大股东

表示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海油碧路2014年实现营业

收入9938.05万元， 净利润亏损

19591.05万元；2015年1月未实

现营业收入， 净利润亏损923.39

万元。以2014年12月31日为评估

基准日， 其资产总计账面值为

64463.2万元，评估值为68083.54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9605.74

万元，评估值为-5985.4万元。

转让公告要求，意向受让方

需书面承诺，成为本项目受让方

后，在合同生效后五日内替标的

企业偿还所欠建设银行南通分

行贷款余额3.41亿元。

国华能源

转让金苏证投资8.27%股权

□本报记者 于萍

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告称，江

苏金苏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27%股权挂牌转让，挂牌价格

为1752.38万元。

资料显示，江苏金苏证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7

月， 经营范围包括实业投资、资

产管理等。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30.98%股

权，为第一大股东。 此次股权转

让方为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转让完成后将不再持有标的公

司股权。

2014年金苏证投资实现营

业收入 107.62万元， 净利润

327.86万元；标的公司资产总计

1.58亿元， 负债总计2840.02万

元，所有者权益1.3亿元。经评估

后， 标的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

2.12亿元。

公告显示，金苏证投资旗下

资产逸珍办公楼为2012年通过

预售方式购买，2013年12月开具

购房发票，该产权手续正在办理

之中。 金苏证投资的子公司上海

海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投资

性房地产上海市番禺路390号时

代大厦55套商住楼、上海市淮海

东路99号恒积大厦三套房产、上

海市武定西路1398弄9号三套房

产的产权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此次转让要求，意向受让方

应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境

内企业法人，具有良好的商业信

用及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

力，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

徐工机械拟转让力士回转股权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江苏省产权交易所公告，徐

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拟转

让所持力士（徐州）回转支承有

限公司40%股权，转让参考价格

为50267.88万元。

资料显示，标的企业经营范

围包括生产销售回转支承，仅限

于徐州罗特艾德回转支承有限

公司自产产品的批发、佣金代理

（拍卖除外）、出口、售后服务和

咨询服务以及其他相关配套业

务。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其40%股权， 蒂森克虏伯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60%股权。

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以

2014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

标的企业资产总额143072.28万

元，净资产125669.70万元，转让

标的对应评估值50267.88万元。

转让方表示， 意向受让方

应在徐州市依法注册且有效

存续5年（含5年）以上，注册

资本10亿元以上，国有或国有

控股 （国有股权35%以上）的

机械制造企业，同时应具备良

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

2013年末经社会中介机构审

计的总资产不低于300亿元，

净资产不低于100亿元， 净利

润不低于1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