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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加快建设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发改委网站近期披露，为加快建立全

国碳排放交易市场， 发改委研究起草了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草案）》，

并将尽快提交国务院审议。

据悉，我国将在2016年启动全国碳排

放交易市场， 首批试点行业将包括钢铁、

电力等6大行业。 此举标志着容量高达千

亿元级的碳市场将正式开启。

碳交易新政加快出台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的出台

将从法律层面提供保障， 有助于各方碳

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实施、 碳排放配额的

分配。

据介绍，发改委气候司7月29日召开

全国碳排放交易管理条例草案听证会，

重点就涉及的新设行政许可问题进行探

讨。 气候司介绍了草案的起草背景，并就

涉及的碳排放配额分配管理制度、 碳交

易核查机构资质认定两项新设行政许可

作了说明。

业内认为，开展碳排放权交易有助于

实现低碳发展，只有依法对企业碳排放配

额实施有效管理、对碳排放第三方核查机

构进行必要的资质认定，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才能顺利运行。

按照中美气候减排声明， 我国计划

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计

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

比重提高到20%左右。

从2011年开始，我国启动了7个省市

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纳入7个试点碳交

易平台的排放企业和单位共有1900多

家， 分配的碳排放配额总量合计约12亿

吨。 截至今年6月26日，上述试点碳市场

累计成交二氧化碳约2509万吨， 总金额

约8.3亿元。

下一步发改委将在7个试点省市基础

上，总结好的经验和做法，建立全国碳交

易市场。 同时，进一步加快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建设，争取在2016年开始运行。

京津冀跨区域交易启动

记者从北京环境交易所获悉， 截至

2015年6月15日， 河北承德市的6家水泥

企业已全部纳入北京碳排放交易系统。 北

京和河北承德的携手合作，标志着在中国

碳交易市场中首次实现跨区域交易。

早在2013年11月， 北京会同天津、河

北、内蒙古等地签订了关于开展跨区域碳

排放权交易合作研究的框架协议。

2014年底北京与河北承德宣布启动

跨区域碳交易试点。 市场交易主体为京承

两地的重点排放单位、符合条件且自愿参

与交易的其他机构和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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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合作的起点，承德首

批将水泥行业纳入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

体系。

时隔半年，“承德市6家水泥企业已经

纳入了北京的碳排放交易系统。 初步测

算， 这6家企业占承德市碳排放的近

60%” ，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承德的林业碳汇项目在北京的环交所

挂牌后，累计成交量已经达到7.05万吨。承

德通过碳汇交易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副主任徐华清说，

“从目前看，参与项目的华北省市中，取得

实际进展的就是河北承德。 内蒙古的呼和

浩特和鄂尔多斯在进一步推进中，河北的

张家口及江苏镇江正在沟通协调。 ”

京津冀启动跨区域碳交易，不仅服务

于京冀协同发展的碳排放权交易，更使碳

市场从城市走向区域，为推动建立全国统

一市场铺平道路。

多地加快碳金融市场建设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除了京津

冀区域，上海、深圳等地也在加快碳金融

市场建设，并且推出了多款碳金融产品。

8月5日，上海市首单借碳交易签约仪

式举行。申能财务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外

高桥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外高桥

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吴泾第二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临港燃机发电有限

公司四家企业签订借碳合同，合同总配额

数量为20万吨。

今年6月30日， 上海第二履约期顺利

结束， 并成为国内首个连续两年实现

100%完成履约的试点城市。 同月，《上海

环境能源交易所借碳交易业务细则 （试

行）》发布，正式对外推出借碳交易业务。

据介绍，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此次推

出的借碳交易机制，借入方无需在市场直

接购买配额，只需要存入一定比例的保证

金，因而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配额。 借

出方则可以以较低的风险盘活碳资产，获

得收益。 总体而言，借碳机制有利于提高

碳市场的流动性，促进碳市场的发展。

除了借碳交易业务以外，上海今年推

出了多项碳金融服务。 4月8日，上海环境

能源交易所完成上海碳市场首笔CCER交

易。 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作

为卖家，与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

协议转让的方式完成。

今年7月以100%的企业履约率完成

2014年履约的广东，也加快发展碳金融产

业。 广东目前已推出了碳交易法人账户透

支、配额抵押融资两项金融产品。 数据显

示，2014年8月，华电广州大学城新能源有

限公司与浦发银行签署了抵押15万吨配

额、融资500万元协议，2015年6月，企业

还贷并解押15万吨配额用于履约。

据介绍，广东将加强碳金融市场体系

建设，计划打造以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为

平台，金融机构和银行为核心团队的碳金

融创新力量，在碳交易方面进行适度的金

融创新，研究开发碳期权、远期合约等衍

生产品，开展碳期货可行性研究等，同时

将碳资产作为企业的新型融资工具，设计

相配套的风险控制和价值评估体系，支持

和鼓励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发展

碳金融业务。

绿洲建设40%股权2.65亿元寻买家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

所了解到， 上海久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正

在挂牌转让其持有的上海漕河泾奉贤科技

绿洲建设发展有限公司40%股权， 转让完

成后其仍持有绿洲建设5%股权。目前持有

绿洲建设55%股权的第一大股东上海临港

经济发展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不放

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如能接盘其持股比例

将升至95%。

近期业绩不佳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上海漕河泾奉贤科技绿洲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40%股权正在挂牌转让， 挂牌价格为

2.65亿元。

绿洲建设成立于2011年， 注册资本

为4.5亿元，经营范围包括土地成片开发

建设、经营管理，物业管理，市政工程，

市政基础设施开发投资， 综合配套设施

开发投资， 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目前其

股权结构为，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55%， 上海久垄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45%。 此次股权转

让方为上海久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

让完成后仍持有绿洲建设5%股权。绿洲

建设第一大股东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不放弃行使优先

购买权。

从财务数据来看，绿洲建设2013年以

来未实现营业收入，2013年和2014年净利

润分别亏损585.01万元和705.23万元，今

年前5月亏损317.1万元。 以2015年4月30

日为评估基准日， 资产总计账面值为

99803.44万元， 评估值为123214.18万元；

净资产账面值为42810.09万元， 评估值为

66213.27万元。

拥有25万平方米土地

绿洲建设2012年与上海市奉贤区规划

和土地管理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 取得共165393.60平方米的工

业用途土地使用权，并办理相应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此外，2012年和2015年公司

与上海市奉贤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签订了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共出让

取得86128.1平方米的科研设计用途土地

使用权，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正在

办理当中。

至评估基准日， 上海市奉贤区规划

和土地管理局已与被公司签订出让合

同宗地面积为251521.1平方米， 已发生

前期工程费的南桥B地块尚未办理相应

手续。

根据公告， 受让方须具备足够的资

金实力， 受让后有能力进行后续房地产

项目开发建设。 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

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其或其控股股

东净资产不低于12亿元。 意向受让方或

控股股东具有房地产开发壹级资质。 本

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主体， 不可分拆受

让， 且不得隐名采用委托或信托等方式

参与交易。

中新大东方50%股权拟16亿元转让

□本报记者 张玉洁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中新大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50%股权

作价16.0311亿元正在挂牌转让， 其中重

庆市地产集团和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分别转让25%股份。 本

次股权受让方需同时受让共计50%股权。

此次交易完成，大东方人寿将迎来新的大

股东。

两国有股东同时退出

资料显示， 中新大东方人寿成立于

2006年，总部设在重庆，是唯一一家总部

设在西部地区的合资寿险公司， 注册资本

10亿元人民币。 此前，重庆地产集团和新

加坡大东方人寿各持有中新大东方人寿

50%股份。

2013年，公司经历了一轮股权转让，现

有股东为重庆地产集团、 新加坡大东方人

寿、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重庆财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述四家

股东分别持有中新大东方25%股权。 重庆

国资控股中新大东方， 该企业成为重庆市

国资委重点监管企业。

按照挂牌信息，截至2015年6月30日，

中新大东方累计实现营业收入6.62亿元，

净利润270.31万元；总资产37.22亿元，总负

债31.22亿元；净资产约5.99亿元。因此本次

挂牌价格溢价达到5倍。

截至2015年5月31日， 中新大东方尚

有未决理赔纠纷11宗，涉及金额约17.45万

元，未决退保纠纷1宗，涉及金额3万元，未

决劳动纠纷3宗，涉及金额26.99万元。 截至

公告日，上述纠纷尚未经裁决。

受让方条件设置较高

财务数据显示， 中新大东方近年来业

绩难言乐观。

2009年至2014年间， 中新大东方连续亏

损，累计亏损额超过3亿元。 公司偿付能力

不断下降。 年报显示，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

在 2011年为 1171% ， 到 2014年下降到

295.78%。

此次股权转让，对受让方的限制条件

颇为具体，可能是为引入新股东而“量身

定制” 。

根据公告，受让方需同时受让上述挂

牌股权。此外，2018年12月31日前，标的企

业资产规模应达到1000亿元以上。这意味

着未， 来3年中新大东方的资产规模增长

25倍以上。 此外，受让方具有与寿险公司

发展相适应的健康服务等领域投资运营

经验。

分析人士指出， 此次转让对受让方的

条件设置较高， 目前资产规模过千亿元的

非上市险企屈指可数， 不排除重庆国资委

希望引入实力较强的大股东。

中新大东方人寿官网信息显示 ，

2015年3月，在公司2015年股东会上共通

过9项决议，其中一项为《关于公司更名

和停止使用大东方相关商标的决议》。 外

方股东是否也有转让股权意向还有待进

一步观察。

上海广欣50%股权要价12亿元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上海广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50%股权正在

挂牌转让，挂牌价格为12亿元。

根据挂牌公告 ， 上海广欣成立于

2015年，注册资本为23.8亿元，经营范围

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 市政工程、 建筑

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等。 股权结构显示，

上海申通地铁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

股50.08%，上海轨道交通上盖物业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持股

49.92%。

此次上海申通地铁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拟转让股权比例为10%， 上海轨道交

通上盖物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拟转让产(股)权比例为40%。 转让完

成后， 二者仍分别持有上海广欣40.08%和

9.92%的股权。

以2015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上

海广欣资产总计账面值为23.47亿元，评估

值为36.06亿元；净资产账面值为6.77亿元，

评估值为19.36亿元。

对于受让方条件，转让方要求颇高。

转让方要求， 截至2014年12月31日，竞

买人或其关联企业经审计财务报表净资

产不低于50亿元。 意向受让方或其关联

企业具有房地产开发经验， 具有1个建

设开发单体总建筑面积不低于20万平

方 米 的 综 合 房 地 产 项 目 ；3 年

（2012-2014年度） 内累计房地产销售

额不低于80亿元。

重庆特种电机厂

65%股权挂牌价下降

□本报记者 张玉洁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 重庆特种电机厂责任有

限公司65%股权正挂牌转让，挂牌价格为1983.43万元。 本次

是二度挂牌转让，价格较7月的2203.57万元降价220万元。 若

转让成功，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持股比例将从100%降

至35%。

资料显示，重庆特种电机厂成立于1986年，注册资本为

9008万元，是国家定点在西南地区生产起重及冶金用三相异

步电动机、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的专业制造厂。 公司现有

产品20多个系列，广泛用于冶金、矿山、化工、交通、建筑、石

油、天然气、制药等行业，并为其设备配套，配套的主机出口

1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为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财务报告显示，公司2014年度实现营收1628.43万元，实现

净利润亏损2417.55万元； 资产总计5796.12万元， 负债总计

5197.67万元，所有者权益598.46万元。 2015年公司盈利状况仍

在恶化。 今年前5月公司实现营收140.89万元， 净利润亏损

1781.31万元，资产总计5729.02万元，负债总计达6911.87万元，

所有者权益变为-1182.85万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2203.57

万元。

中材萍乡混凝土股债权打包转让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中材萍乡混凝土有限

公司100%股权及2911.06万元债权正在挂牌转让， 挂牌价格为

2911.06万元。

萍乡混凝土成立于2011年，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经营范

围包括预拌混凝土、 干粉砂浆及水泥制品的生产销售及相关服

务。 目前，苏州混凝土水泥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持股51%，中材

萍乡水泥有限公司持股49%。

财务数据方面， 该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4909万元，净

利润1385万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4161万元， 净利润亏损

504万元；截至2015年1月6日，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92万元，净

利润亏损288万元。以2014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资产总计

账面值为5771.1万元，评估值为5266.25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

-1897.88万元，评估值为-2402.73万元。

根据挂牌公告， 萍乡混凝土共有房屋5处， 合计面积为

1801.48平方米， 原值总计1300.98万元， 净值总计1217.53万

元，均未取得房产证。需要注意的是，萍乡混凝土已于2015年初

停产。

盛兴建设40%股权挂牌转让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西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挂

牌转让陕西盛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40%股权，转让价为2336.27

万元。

盛兴建设成立于2002年，注册资本3000万元，主要经

营建筑安装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市政工程、公路工程、桥

梁工程的施工等。 股东结构方面，除了转让方西北工业集

团持有40%股权外，贾少驰和贾科党两个自然人分别持有

30%股权。

财务数据显示，公司2013年营业收入1.0亿元，净利润40.18

万元；截至今年7月31日，公司营业收入2215.33万元，净利润亏

损30.98万元。 以2013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公司净资产的

账面价值和评估值分别为2217.24万元和5840.68万元， 转让标

的对应评估值为2336.27万元。

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须为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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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能力；该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

凉山矿业拟退出新越镁镍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会理县新越镁镍有限公司

75%股权1275万元转让，转让方为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越镁镍公司成立于2006年，注册资本3000万元，经营范

围包括铁原、精矿、蛇纹石、镁、镍精矿购销、洗选。转让方凉山矿

业持有公司75%股权， 会理县安信矿产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25%股份。

公司近年来连年亏损。 财务数据显示，公司2014年营业收

入481.52万元，净利润亏损1129.87万元；截至今年7月31日，公

司营业收入为0，净利润亏损577.15万元。以2014年10月31日为

评估基准日，公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值分别为-639.78万

元和-319.63万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239.72万元。

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应为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

企业法人；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支付能力和商业信用；该项目

不接受联合受让。

林科院拟退出国林集装箱底板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显示，安徽国林集装箱底板

有限责任公司17.5%股权700万元挂牌转让。本次股权转让方是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转让完成后，不再拥有国林集装箱底板公

司股份。

资料显示，安徽国林集装箱底板公司成立于2005年，注册

资本为4000万元，主要生产销售集装箱底板及各类竹木胶合板

等。 股权结构显示，公司前五大股东国林竹藤科技、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苏州苏福马机械有限公司、广

德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分别持股55.6%、17.5%、

16.9%、5%和5%。

根据财务数据， 公司2014年度营业收入为0， 净利润亏损

133.13万元，资产总计2979.91万元，负债总计790.87万元，所有

者权益为2189.05万元。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营业收入仍

为0，净利润亏损55.18万元，资产总计2984.41万元，负债总计

850.55万元，所有者权益为2133.87万元。评估结果显示，转让标

的对应评估值为440.30175万元。

意向受让方应为境内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有良好的

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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