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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交易机构力促区域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李香才

在“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区域战

略稳步推进的大背景下，产权交易机构也在有

针对性地谋篇布局。厦门产权交易中心与新疆

产权交易所日前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建

立服务于丝绸之路经济区建设和厦门两岸金

融服务中心的产权要素市场联动机制。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新疆产权交

易所也有望在新疆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区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此外，京津冀

在技术交易、农村产权、旅游资源产权、碳

排放交易等方面也在稳步推进。 业内人士

指出， 产权市场的发展将提高社会资源配

置的效率，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

打造自贸区综合服务平台

3月初，厦门产权交易中心与新疆产权

交易所签订了产权交易市场 “一带一路”

合作协议。双方将以产权为纽带，促进新疆

“一带一路” 建设与厦门自贸试验区相互

对接融合。通过合作，厦门产权交易中心与

新疆产权交易所之间产权转让、 混合所有

制等项目将实现跨区域同步挂牌。同时，厦

门产权交易中心将充分利用产权交易外汇

结算专户优势，大力拓展混合所有制改革、

国有资产招租、文化产权等项目，打造“产

权版”自贸试验区交易服务体系。

这次合作开创了国内产权交易机构在

“一带一路” 领域合作的先河，有望对福建

和新疆两大核心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厦门产权交易中心主任连炜表示，厦门

产权交易中心要借助自贸区政策的东风，

在服务自贸区建设、主动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厦门产权交易中心

立足打造服务股权、资产、租赁权等一站式

服务的自贸区综合交易服务平台。

连炜认为，资本的流动很重要，比如厦

门的企业到“一带一路” 沿线进行项目投

资，包括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等，这些都是

通过资本流动来实现。厦门产权交易中心重

点打造了增资扩股的集成服务包，以更好地

发挥产权交易平台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

中的作用。 2014年9月，厦门产权交易中心

与云南产权交易所签订合作协议，云南省33

个混合所有制项目通过厦门产权交易中心

实现了跨区域联动挂牌。 项目涵盖能源、物

流、旅游、化工等多行业、多领域，具体方式

包括股权转让、增资扩股、合作经营等，此次

跨区域推动混合所有制发展的模式，为全国

产权交易市场的创新探索了经验。

此外，厦门产权交易中心与龙岩产权交

易中心，共同签订了厦门龙岩产权交易市场

的“山海合作” 协议，通过深入开展山海协

作，实现两地产权要素市场互融互通、互利

共赢。这是继牵头推动厦漳泉产权市场同城

化之后，厦门产权交易中心又一次延伸拓展

了区域产权市场的服务平台和服务半径。

谋篇布局“一带一路”

今年3月底，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

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

件指出，新疆、福建将建设成“一带一路”

核心区。对于新疆，文件要求发挥新疆独特

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深

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打

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秘书长刘以雷此

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

疆产权交易所在新疆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

核心区的过程中发展空间巨大。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赵德儒也表

示， 目前新疆正全力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

核心区“五中心、三基地、一通道” 建设，随

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全面推进， 新疆产

权交易市场大有作为。 尤其是各类生产要

素的聚集、交易的聚集，客观上需要为丝路

经济带建设提供一个专业化、 市场化的产

权流转和投融资平台， 使交易双方在信息

更加广泛快捷、翔实可靠，产权流动更加规

范有序的平台上进行。

实际上，新疆产权交易所在服务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中也在积极谋篇布局。 今年2

月，新疆产权交易所与新疆华和国际商务咨

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华和国际是

专门致力于为“走出去” 服务的专业商务咨

询机构，拥有广泛的境外政府、商协会、社会

资源。 华和国际还是中国-亚欧博览会签约

招商机构，是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中国

在中亚最大规模的综合性展会） 承办单位

之一，中国科技部联合全国50多家国家级高

新区成立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亚市

场战略联盟秘书处执行办公室就设在华和

国际。 此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是新疆产权

交易所实施“六平台、一通道、一基地”的重

要举措，新疆产权交易所寄望在丝绸之路经

济带建设中发挥信息平台的作用，为新疆作

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贡献力量。

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除了布局“一带一路” 、自贸区之外，

京津冀产权市场也在谋求协同发展， 期望

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发展过程中发挥更重

要的作用。 3月18日，中国技术交易所有限

公司与河北省科技厅签署协议， 京津冀技

术交易河北中心在石家庄挂牌， 这标志着

河北省打造京津冀技术交易平台迈出了重

要一步。根据计划，2015年河北省将和京津

联手，共建一批区域性技术交易市场。

实际上， 北京产权交易所在促进京津

冀产权一体化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其搭建的“京津冀产权市场发展联盟” 、旅

游资源交易统一平台、 京冀碳排放权交易

试点等均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在2014年产权市场并购交易的火爆行

情下， 旅游资源成了京津冀三地率先完成统

一交易平台的突破口。 2014年5月和8月，北

京产权交易所设立的“北京旅游资源交易平

台”分别与河北省旅游局和天津市旅游局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 河北省和天津市的旅游项

目也陆续进入旅游平台进行挂牌和交易。

北京产权交易所、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河

北省产权交易中心2014年7月联合发起“京

津冀产权市场发展联盟” ，同期上线的“京津

冀产权市场发展联盟信息联合披露平台” 在

不足半年的时间里， 就实现了联合发布三地

产权交易、资产转让等各类项目2000余项。

2014年12月，京冀两地正式启动碳排

放权交易试点建设， 明确要建立跨区域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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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12月30日， 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潮滦源园

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在北京环境交易所挂

牌交易，当日成功实现碳交易3450吨，成交

额达13万元以上， 成为首单成交的京冀跨

区域碳汇项目。

京津冀农村产权市场也在谋求一体化

发展。 今年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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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交易所签订京津冀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战

略合作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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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内人士指出， 区域经济发展与产权

市场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

产权市场的建立和发展需要依赖于区域经

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产权市场的形成和发

展也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反过来

又促进了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

中国电建拟转让沅江电力5%股权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怀化沅

江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5%股权3732.68

万元挂牌转让，转让方为中国电建集团中南

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公司原股东不放

弃优先购买权。

转让标的盈利稳定

沅江电力公司成立于2004年，注册资本

5亿元，主要经营水电资源开发、科技开发、建

筑材料销售等。其中，五凌电力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95%股权，转让方中南院持有5%股权。

五凌电力是中电投在湘的二级单位，

1996年国务院授权公司全面负责沅水流域

梯级水电的开发建设和经营。公司已建和在

建电厂21座，总装机容量730.2万千瓦。其中

已投产水电391.8万千瓦、 火电120万千瓦；

在建水电、风电98.4万千瓦。 公司水电装机

容量、 发电能力均居湖南电力市场第一位，

拥有湖南省最大的水电厂五强溪水电厂。

子公司沅江电力拥有洪江水电站、托口

水电站等多个水电站。 其中，托口水电站是

沅水干流梯级开发的第5级电站， 装机容量

83万千瓦，年均发电21.31亿千瓦时，总投资

63亿元，是全省在建的最大水电站，为湖南

省重点工程。 洪江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2.5万

千瓦，年发电量为9.7亿千瓦时。 洪江水电项

目是沅水流域一期滚动开发项目之一，2003

年2月首台机组投产发电，2005年底机组全

部投产，总投资18.87亿元。

沅江电力盈利情况稳定。公司2013年实

现营业收入3.09亿元， 净利润6555.03万元；

截至2015年2月底，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0

亿元，净利润680.63万元。以2014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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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4亿元和14.58亿元， 转让标的

对应评估值为3732.68万元。

中南院对转让方并没有过多要求，意向

受让方应为在中国境内成立并有效存续的

企业法人；该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

推进水电业务整合

近年来，中国电建开启整体改制上市步

伐。 去年9月，中国电建公告，拟收购大股东

168亿元水电及风电资产， 并在年底将包括

中南院的8家设计院资产纳入上市公司。

转让方中南院为中国电建集团旗下中

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子公司，主要从事工程

规划与勘测设计、 工程总承包与设备成套、

投资开发与运营三大业务板块。

中南院的投资开发业务起步于2004年，

主要是与一些大型电力投资企业合作，参股

投资水电、抽水蓄能、风电项目。 截至2012年

9月底，中南院对外长期投资单位共有15个，

长期股权投资的累计资本金投入达8.25亿

元，其中参股投资的累计资本金投入4.77元，

包括水电项目4个、风电项目1个、其他参股

投资3个。 电力项目权益装机规模约48.1万

KW� ， 其中已投产的权益装机容量8.6万

KW，在建37.5万KW� ；水务投资日处理水量

规模30.5万吨/天，目前已投产规模达16万吨

/天。参股的怀化沅江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5%股权就是公司投资运营的项目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4月13日，中国电建集团昆

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挂牌转让云南保山槟榔江水

电开发有限公司20%股权，挂牌价1.8亿元。中国

电建水电投资运营业务未来的整合值得关注。

陕西国电置业100%股权挂牌转让

国电集团加速剥离非主业资产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陕西国

电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9749.49万元挂

牌转让，转让方国电陕西电力有限公司为国

电集团子公司。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国企改

革的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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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剥离非主业及非盈利资产。

尚未开展业务经营

资料显示， 陕西国电置业公司成立于

2014年10月，注册资金1000万元，为国电集

团子公司国电陕西电力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 公司主要经营房地产信息咨询、物业管

理、节能环保技术及相关产品的研发以及发

电及新能源技术研发、技术咨询。

值得注意的是，财务数据显示，陕西国

电置业还未开展经营业务。 2014年和2015

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均为0， 净利润分别

亏损47.92万和43.04万元。 以2014年10月底

为评估基准日，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和评估

值分别为9745.14万元和9749.49万元。

挂牌信息显示， 截至去年10月31日，国

电集团陕西电力已取得所开发办公楼项目

的土地使用权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尚未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施工许可证；至

评估日，项目的配套综合楼已经签订有办公

楼预购意向书， 预购建筑面积为1.43万平

米。截至3月份，项目现场尚在开展地基处理

尾工施工工作。

国电陕西对受让方并没有过多要求， 意向

受让方只须为中国境内依法注册并有效存续的

企业法人；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意向受让

方不得采用匿名委托或信托方式参与受让。

加快非主业资产整合

国电电力公司是领先的全国性发电公

司之一，控股装机容量3964万千瓦，其中火

电机组2818万千瓦， 水电机组800万千瓦。

公司“大火电+大水电” 布局优势明显，公司

清洁能源占比持续增高。

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推进，国电集团加

快了结构调整。2014年国电集团发布了水电

风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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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下半年开始，公司一系列动作明确

了专注发电业务重视效益的发展思路。 公司

先后收购了国电集团安徽电力资产，剥离了

宁东煤化工、百年人寿股权等效益较差的非

主业资产， 出售了库尔勒电力资产51%股

权。今年3月，国电贵州电力挂牌转让了荔波

长源水电发展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及

1310.33万元债权。

国电集团坚持整体上市战略，并将国电

电力作为其常规发电业务整合平台，承诺在

资产满足注入条件后三年内，逐步将水电和

火电资产注入国电电力。 为集中发展发电主

业，未来国电集团可能会持续加快对非主业

资产及非盈利资产的剥离。

爱凯思机械刀片公司20%股权拟降价转让

□本报记者 于萍

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告，上海爱

凯思机械刀片有限公司20%股权正在挂牌

交易，挂牌价格为1270万元。 此次项目为再

次挂牌，股权转让价格在第一次挂牌的基础

上下浮约23.4%。

资料显示，上海爱凯思机械刀片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为545万美元， 是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经营范围包括开发、生产机械刀片产

品， 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

等。上海电气实业有限公司持有20%股权，德

国爱凯思克林贝格远东有限公司持有80%股

权。 此次转让方为上海电气实业有限公司。

2014年标的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13.41

万元，净利润64.7万元。资产总计7357.35万元，

负债总计1979.88万元，所有者权益5377.47万

元。 经评估后， 标的公司净资产为8293.34万

元。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1658.67万元。

公告显示，2015年1月，标的企业外方股

东德国爱凯思克林贝格远东有限公司与上

海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拟将其

所持有标的企业80%股权予以转让。 截至评

估基准日， 标的公司已计提人员安置费

1004.52万元。

转让要求，受让方应为境内依法设立并

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财务状况良好、有足

够的支付能力。

上海通联

53%股权1.8亿元挂牌转让

□本报记者 李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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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正在挂牌转让， 挂牌价格为

18785.57万元。

上海通联盈利状况不佳 ，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

1483.46万元，净利润亏损4541.16万元；2014年前7月实现

营业收入923.42万元，净利润亏损113.28万元。以2013年12

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资产总计账面值为41350.84万元，

评估值为62176.79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18370.33万元，评

估值为38813万元。

根据挂牌公告， 上海通联房地产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

目前持有上海通联23.27%股权，为第一大股东。 此次股权

转让方包括第一大股东以及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

司、上海港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上海交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铁路多经投资中心、上海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上海中波企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海事局等多位股东。

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应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

境内外企业法人、 其他经济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自然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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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不得采用委托或信托等方式

参与交易。

国投高科拟退出南汽冲压件公司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国投高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挂牌转让南京南汽冲压件有限公司54%股权，挂

牌价为6500万元。 转让完成后，国投高科将不再持有南汽

冲压件公司股权。

南汽冲压件公司成立于2005年， 注册资本7608.7万

元， 公司是以车身冲压件及零部件总成模块化供货的汽车

零部件配套企业。

南汽冲压件公司由北京国投高科投资有限公司控股，

东华汽车实业有限公司直管。 国投高科是国投集团全资子

公司，负责国投集团除煤、电、港外的新兴产业及境外项目

的控股投资和财务性投资。 东华公司持有标的公司剩余

46%股权。东华公司是上汽集团控股的以汽车零部件生产、

服务贸易为主要业务的大型企业。

财务数据显示， 南汽冲压件公司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

1.62亿元，净利润31.91万元；截至2015年2月底，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2104.91万元，净利润亏损190.77万元。 以2014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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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亿元和1.1亿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5940万元。

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应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独

立法人；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宁波保税区高新货柜40%股权挂牌

□本报记者 于萍

北京产权交易所信息显示， 宁波保税区高新货柜有限

公司40%股权正在挂牌交易，挂牌价格为1.04亿元。

资料显示，宁波保税区高新货柜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3

亿元，经营范围为道路货运等。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持有

61.75%股权，为第一大股东。

2014年度标的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908.15万元， 净利

润2467.02万元。 截至2015年2月28日，标的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645.59万元，净利润-26.42万元。 公司资产总计2.04亿

元，负债总计6181.75万元，所有者权益为1.42亿元。 经评估

后，公司净资产为2.58亿元。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1.03亿

元。此次转让方为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标的企业原股东

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转让要求， 意向受让方应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独立

法人，注册资本8000万元以上；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财务

状况和支付能力。

海南新瑞都44%股权挂牌转让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上海中环投资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海南新瑞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44%

股权正在挂牌转让，挂牌价格为6162.77万元。上海中环原持

有新瑞都45%股权，此次转让完成后仍持有其1%股权。

新瑞都注册资本为1亿元， 目前上海中环持股45%，史

盛华持股30%，骜盛实业投资（上海）有限公司持股25%。

老股东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新瑞都2012年以来未实现营业收入，2012年和2013年

净利润分别亏损365.92万元和249.7万元， 今年1-3月亏损

107.72万元。 以2014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资产总计账

面值为59686.56万元，评估值为65822.92万元；净资产账面

值为8107.47万元，评估值高达14006.3万元。

北汽集团拟退出北京奥托立夫

□本报记者 李香才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北京奥托立夫汽车安

全系统有限公司49%股权正在挂牌转让， 挂牌价格为

2649.28万元。

北京奥托立夫成立于2006年，注册资本为400万美元，

为中外合资经营、国有参股企业。 其经营范围包括生产、组

装、销售安全带，提供相关备件服务和技术服务等。目前，瑞

典奥托立夫集团公司持股51%，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下

属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持股49%。 此次股权

转让方为海纳川，瑞典奥托立夫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财务数据显示， 北京奥托立夫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

18117.66万元，净利润854.38万元；今年前三月实现营业收

入3205.03万元，净利润亏损91.21万元。 以2014年9月30日

为评估基准日，资产总计账面值为11066.04万元，评估值为

11246.04万元； 净资产账面值为5226.7万元， 评估值为

5406.7万元。

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应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

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 本项目不接受委托、信托或联合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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