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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暖风频吹 交易所争相延揽

体育产权市场发展面临大提速

□本报记者 李香才

随着国家对体育产业扶持力度加大，

体育产权市场的发展也迎来契机，目前有

“2015首届城市足球冠军杯赛市场招商

权” 等多个项目在产权交易所挂牌。 中国

证券报记者从各大产权交易所了解到，北

京产权交易所已经参与筹建了体育产业资

源交易平台，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参与成

立了上海文交所体育文化产权交易中心。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我国体育产权交

易已初具规模，交易量和交易品种逐渐增

多，交易方式也在不断创新。 在政策有力

推动下，体育产权市场发展有望加快。

上海联交所推足球赛招商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

所获悉，2015首届城市足球冠军杯赛市场

招商权正在挂牌拍卖。 其中包括总冠名权

（A1级）1个，挂牌价格为3000万元；合作

伙伴（A2级）5个，每个为1000万元；供应

商（B级）5个，每个为500万元。 挂牌价格

合计达到1.05亿元， 不过整体打包出让价

格确定为5000万元。 这也是《中国足球改

革发展总体方案》公布后，中国足球领域

的一个大动作。

2015首届城市足球冠军杯赛由成都

市足协、武汉市足协、青岛市足协、大连市

足协和深圳市足协五家中国足协会员单

位共同发起成立的城市足球发展理事会

主办， 而该理事会则是今年3月18日刚刚

成立。 该赛事包括城市足球联赛和城市冠

军杯两个竞赛框架。 据介绍，城市足球冠

军杯赛全年将有1300余支队伍、超过20万

参赛人员参与逾2万场的比赛， 带动人群

将超过60万人。这项赛事希望在未来几年

内成长为一个覆盖人口超过1亿， 会员单

位超过20家的国际城际间足球赛事。这项

赛事还将引入线上活动聚集人群，开展各

类互联网体育竞猜、赛事评选、趣味游戏、

网络营销等各类活动，线下在比赛外场开

展各类足球趣味游戏挑战赛，来吸引线上

和线下的参与人群，从而形成足球的O2O

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 上海联交所正在挂牌

的还有2015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网

络视频转播权、2015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

行车赛市场招商权等体育产权项目， 两个

项目委托期限至2015年3月31日。此外，上

海联交所还曾挂牌2015上海坐标城市定

向挑战赛分线路冠名权、2015环海南岛国

际大帆船赛冠名权、2015环海南岛国际公

路自行车赛冠名权等多个项目。

乒超招商借力北交所

除了上述赛事之外， 乒乓球赛事招商

也登上交易所平台。 3月18日，2015年中国

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招商新闻发布会在

北京产权交易所举行。 北京产权交易所旗

下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对2015年乒超

联赛独家冠名、合作伙伴、供应商等相关权

益进行招商，共分为5包，赞助商可以全部

或部分选择招商包。据了解，中国乒协为本

次乒超联赛招商设定了初始参考价， 分为

总代理和拆分方案： 总代理的参考起始价

格是3000万元；拆分方案中，冠名赞助商

800万元，合作伙伴每家300万元，供应商

每家40万元，服装包一400万元，服装包二

350万元，现场广告包一300万元，现场广

告包二220万元，现场广告包三150万元。

业内人士指出， 乒超联赛通过交易所

平台通过公平、公开的方式竞争，确定投资

人和价格， 这对其他各项体育赛事招商均

具有示范引领作用。通过交易所公开平台，

打通的不仅是赛事与资本的融合， 更是体

育产业资源公开交易的开端， 以及产权明

晰、要素市场有序流通的新起点。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北交所体育产业资

源交易平台了解到， 该平台项目包括体育

项目招商、无形资产、体育企业股权交易、

体育实物资产交易、 体育项目融资等多个

方面。 目前有2015全民健身中式台球大联

欢暨中国中式台球锦标赛招商项目、

2015BHA北京市中小学生（春季）校级冰

球联赛招商项目、2015NEST全国电子竞

技大赛招商项目等多个项目在挂牌。

交易所抢筹体育产权市场

2014年10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

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之后，包括北交所、上海联交所等在内的各

大产权交易所对体育产权交易的重视程度

明显提高。 2014年12月18日，体育产业资

源交易平台在北交所正式启动， 该平台由

北交所与北京华奥星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共同发起建立。由国家体育总局、上海联合

产权交易所等单位共同发起的上海国家体

育产权交易中心今年1月在上海联交所体

育产权板块投入试运行， 实现了体育产权

及体育科研成果的在线交易。

除了北交所和上海联交所之外， 上海

文交所、 北京中奥盛世体育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和上海奉贤南桥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在2014年12月23日联合成立了上海文

交所体育文化产权交易中心。 该中心依托

上海文交所的信息公开发布渠道， 以体育

领域内的企业、科研机构、科技中介、体育

组织等为主要服务对象， 将加大各类体育

用品电子交易、体育文化产权、体育品牌及

无形资产、体育文化产权等交易服务，以及

体育文化金融服务、 体育产业投融资管理

运营、体育文化金融产品设计开发等。体育

文化产权交易中心成立当天即迎来“开门

红” ，中奥公司与阿森纳足球俱乐部、一级

方程式赛车锦标赛（F1）、国家体育场以

及南江体育旅游及文化养生国家级基地签

订了４份战略合作协议。

业内人士指出， 国家支持加快发展体

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推动大众健身。 取

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 放宽赛

事转播权限制、 最大限度为企业松绑等政

策，都将给体育产权市场的发展提供支撑。

体育产权线上交易一方面为体育赛事产品

和社会力量、资金提供了纽带。 同时，体育

产权线上交易也将有望打破垄断， 释放民

间举办赛事的活力。更为重要的是，线上交

易公开透明的交易方式将提供更为科学的

监管体系，让交易更加阳光，从而促进体育

赛事的成功举办，更长远来说，将促进体育

产业发展。

国电集团拟退出荔波长源水电公司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国电集

团子公司国电贵州电力有限公司挂牌转让

荔波长源水电发展有限责任公司100%股

权及1310.33� 万元债权。 挂牌价为1510万

元， 其中股权的挂牌价格为199.67万元，债

权为1310.33万元。

近年来，国电集团加快了结构调整，集

中发展大型高效煤电、大型优质水电和风电

主业，加快中小水电项目整合优化。

项目尚未开工

荔波长源水电公司成立于2006年7月，

是国电贵州电力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专

为开发贵州省荔波县打狗河平林水电站而

设立。 公司注册资本40万元。

平林水电站位于贵州省黔南州荔波

县境内的打狗河上， 总库容712万立方

米，电站总装机容量设计为21MW，年利

用小时数为4500， 年平均发电量9450万

千瓦时。

由于目前项目尚处于设计阶段，工程尚

未开工，荔波长源水电公司还未有营业收入

和利润。以2014年12月底为评估基准日，公

司资产总计1357.9万元，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和评估价值分别为40万和185.6万元， 转让

标的对应评估值为1495.93万元。

转让方提示，由于平林电站被纳入贵州

省荔波县2014年水电新农村电气化项目投

资计划， 黔南州财政局已于2014年向荔波

县财政局下达中央基建投资预算540万元，

专项用于荔波县平林电站建设项目，已将上

述中央基建投资预算540万元纳入未来收

益考虑范围。

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应为境内依法

成立且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有良好的财

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且具有良好商业信用；

该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

优化中小水电项目

国电贵州电力有限公司是中国国电集

团公司在黔全资子公司， 是2003年电力体

制改革后国家五大发电集团中首批进入贵

州的两家企业之一，主要从事电源、热源、水

资源的投资、建设，煤炭的投资和管理，电力

（热力）生产和销售等业务等。

按照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大力发展新

能源引领转型、建设一流综合性电力集团”

的战略目标，国电贵州公司加快转型发展步

伐，初步构建起集火电、水电、风电、煤炭为

一体的区域综合性能源企业。

中国国电集团近年来加快结构转型，

2014年国电集团发布了水电“双提升 ” 工

作实施指导意见。 在国电集团2015年工作

会议上，公司强调要把优质资源加快向主业

集中，向大型高效煤电、大型优质水电和风

电倾斜。

在做强主业的同时，国电集团坚定不移

地处置低效无效资产， 资产结构持续优化，

完成资产处置44项。 加强重点地区、重点流

域水电开发，整合归并规模较小、较为分散

的中小水电项目，实行流域集中控制和集约

化经营的管理体制。

而此次国电贵州电力公司转让荔

波长源水电公司100%股权， 或许和国

电集团整体转型和优化中小水电项目

战略相关。

慧盛创投“兵分四路”谋退

杉德银卡通4.38%股权降价

□本报记者 王小伟

杉德银卡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4笔股

权再度亮相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其中，两

笔1%股权挂牌价格均为1291.26万元，一笔

2%股权挂牌价格为2582.52万元， 一笔

0.38%股权挂牌价格为492.34万元。 4笔股

权合计占比为4.38%， 整体挂牌价格为

5657.38万元。 转让方为上海慧盛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与2014年挂牌价格相比，本次价

格有所下调。

第七大股东谋退

上海慧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杉德

银卡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七股东，持有

后者4.38%股权。 这也就意味着，倘若本

次挂牌的4笔股权成交， 上海慧盛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将实现对杉德银卡通的 “全

身而退” 。

杉德银卡通的大股东为上海杉德金卡

信息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为

49.7%。 二股东和三股东持股比例也超过

10%，分别为上海森昊软件服务有限公司的

11.62%和上海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的10.86%。 此外，上海科技投资公司、上海

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杉瑞投资有限

公司、上海慧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自然人

沈树康分别持有剩余的 9.97% 、6.84% 、

6.27%、4.38%和0.35%股权。

杉德银卡通2003年成立， 是一家中型

规模的国有参股企业。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

当前， 杉德银卡通全国已经开设有25家分

公司、67家营业部和办事处，员工超过1800

人。公司的愿景是成为中国金融支付行业的

领先者。

杉德银卡通经营状况优良。 公司2013

年和2014年营业收入均超过4亿元，净利润

分别为7838万元和9337万元。 2015年1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88万元，净利润为536

万元。

兵分四路甩卖

慧盛创投是上海市国资委下属风投公

司， 其本次抛售杉德银卡通的策略非常巧

妙。 与其他产权项目整体出售不同，慧盛创

投采用了“迂回战术” ，利用“兵分四路” 的

抛售策略。

实际上， 随着杉德银卡通业绩的释放，

慧盛创投想退出这笔股权投资的意愿早已

彰显。 早在2014年3月， 慧盛创投就以

6483.2万元的挂牌价格转让杉德银卡通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的4.38%股权，不过，截至

挂牌终止日并没有成交。

2014年6月， 慧盛创投采用 “兵分四

路” 策略再度该股权挂牌。 当时，2%、

0.38%、1%和1%股权的挂牌价格分别为

2662万元、507万元、1331万元和1331万

元。 不过挂牌项目仍然未能成交。

本次慧盛创投依然采用了“兵分四路”

的策略，但挂牌价格比上次出现下降，以求

实现交易。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挂牌信息

中，公司的评估基准日仍然停留在2013年4

月30日。 杉德银卡通的净资产账面价值和

评估价值分别为4.8亿元和14.8亿元。

粤科软件1.8亿元寻买家

□本报记者 李香才

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广

东粤科软件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正在

挂牌转让，挂牌价格为1.8亿元。

粤科软件成立于1997年， 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主要研究、开发、推广、销售电

子计算机软、硬件，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服

务等。 目前其股权结构为广东省科技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和广东省计算技术应用研究

所分别持股50%。财务数据方面，粤科软件

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2348.87万元，净利润

263.77万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5187.75

万元，净利润1126.4万元；今年1-2月实现

营业收入1115.1万元， 净利润741.8万元。

以2014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 净资产

账面值为1319.83万元，评估值高达4767.2

万元。

意向受让方须承诺，取得粤科软件全部

股权后，同意在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

后六个月内对粤科软件现管理层实施股权

激励。 在意向受让方参与本次股权受让之

前，意向受让方、意向受让方的控股股东及

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均未投资电影院或电

影院线，并且未从事与粤科软件相同的电影

院票务系统开发及销售业务，不属于国家电

影专资办备案的软件商。意向受让方或意向

受让方的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括影视节目制作及发

行，须拥有摄制电影许可证、电影发行经营

许可证。

受让方受让粤科软件全部股权后，

在股东名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9

个月内， 若广东科创提出入股粤科软件

并持有20%-30%股权的 （具体比例由

广东科创决定）， 受让方应采取由广东

科创回购受让方持有的粤科软件 20%

-30%股权，或由广东科创对粤科软件进

行增资等， 从而使广东科创持有粤科软

件20%-30%股权。

太仓工投拟退出通领科技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江苏省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江苏通领科技有限公

司7.5%股权正在挂牌转让，转让参考价格为1500万元。

通领科技成立于2012年， 经营范围包括研发、 生产、加

工、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电力电子器件、电机、五金件。 目

前其股权结构为上海通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51.5%，太

仓市工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股7.5%，自然人陈恒持股20%，

陈彬持股17.5%，潘跃新持股3.5%。 此次股权转让方为太仓工

投，其他股东表示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财务数据显示， 通领科技2014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026.09万元，净利润亏损403.72万元。以2014年11月30日为

评估基准日，资产总额评估值为21459.23万元，净资产评估

值为19622.91万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1471.72万元。

天通鑫隆3700万元挂牌转让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北京天通鑫隆建筑技术

咨询有限公司100%股权3700万元挂牌转让， 转让方为北京

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天通鑫隆公司成立于2012年，注册资本2900万元，主要

从事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等业务。 北京城

乡建设集团前身是北京市农村建设总公司，以工程施工、房地

产开发、物业经营为三大板块。

值得注意的是，天通鑫隆2014年没有营业收入，净利

润则亏损84.99万元。 以2014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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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8.97万和

3366.06万元。

天通鑫隆的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 流动资产由

1.41万元银行存款及应收北京城乡建设集团848.65万元款项

组成；固定资产为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光明路11号的天玉大厦

房产，建筑面积共计930.99平方米。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对接盘方并没有提太多要求， 只需受

让方为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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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招标公司10%股权转让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西部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西北（陕西）国际招标有

限公司10%股权挂牌转让，转让方为陕西机电设备招标中心，

挂牌价为1644�万元。 公司原股东不放弃优先购买权。

西北（陕西）国际招标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引进机电设

备的国际国内招标；国内机电设备招标；建设工程招标；政府

采购及企业生产原料采购招标等，注册资产3000万元。 股权

结构方面，赵宗祥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87.73%股权，

陕西机电设备招标中心持有10%股权， 刘雨雷和朱玉丹分别

持有1.97%和0.3%股权。

公司盈利情况稳定，2013年和2014年西北（陕西）国际

招标有限公司的主营收入分别为8387.40万元、8858.27万元，

净利润分别为2900.82万元和4481.76万元。 以2014年12月底

为评估基准日，公司总资产为20148.34万元，总负债7874.17

万元，净资产18257万元。

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应是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

续的企业法人（国有性质除外）或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不接受联合受让；递交资料的同时缴纳保证金1000万

元；交易价款须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

付清。

广东长城3540万元挂牌转让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广东长城经济发展公司100%股权3月19日起在北京产

权交易所挂牌，挂牌价格为3540.9万元。

广东长城1992年成立，是一家小型的建筑建材类公司。

中电长城开拓投资管理公司持有其100%股权，本次拟全部

转让。

公司2014年前8月营收以及净利润均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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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万元和-229万元。 净资产为负数，这在交易所挂牌

项目中较为少见。

对于接盘方， 中电长城开拓投资管理公司给出的门槛较

低。 只要求意向受让方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

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且要提供在挂牌期间内由

银行出具的不低于挂牌价的银行存款证明。

中经信投资

拟退出新上海国际大厦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显示， 新上海国际大

厦有限公司20%股权以20146.63万元价格挂牌转让， 转让方

为中经信投资有限公司。

新上海国际大厦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国有控

股的大型企业，主要从事在批租地块内投资建造综合性大楼，

经营管理大楼各种功能用房。

股权结构方面，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新

上海国际大厦60%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 中经信投资有限

公司和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剩下的20%股权。中

经信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企业。

从经营状况看，新上海国际大厦有限公司2013年和2014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6745万元和7427万元，净利润分别为2787

万元和3408万元。 2015年前2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32万

元，净利润为571万元。

以2014年7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新上海国际大厦有

限公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2.3亿元，评估价值则高达10亿

元。本次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20146.62万元，挂牌价格较

此略高。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挂牌信息中明确指出，老股东表示不

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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