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股东联手退出中节能华禹基金

□本报记者 刘杨

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告显示， 中国科技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与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拟出清分别持有的中节能华禹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的18%和10%的股权，挂牌价格合计为2145万元。

中节能华禹基金成立于2010年，注册资金2亿元。 该公司主要

业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发起设立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投资、

投资咨询与管理；资产管理。

股权结构显示，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持有该公司55%的股

权，为控股股东。 中国科技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盈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和中国税务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公司18%、17%

和10%的股份。

财务数据显示，2014年中节能华禹基金实现营业收入1855万

元， 净利润370万元； 截至2015年7月31日，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78.79万元，净利润亏损77.16万元，净资产为1599.85万元。

江苏保龙51%股权8117万元寻买家

□本报记者 刘杨

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告显示， 江苏保龙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大

股东国诚亿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拟以8117万元转让其所持有的

51%股权，这也意味着江苏保龙的控股权将易主。

江苏保龙成立于2010年，注册资本8000万元，主要业务包括：

风电塔筒制造；钢结构制作及风力设备零部件制造；风力发电机检

修、维护及安装；道路、基础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施工；脱硫脱

硝、除尘、输煤系统及非标设备的制作与安装。股权结构显示，国诚

亿泰科技持有公司51%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自然人周水保、

周伟、颜秀芳分别持有公司34%、10%、5%的股权。

财务数据显示，江苏保龙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6.39亿元，净利

润1257万元；截至2015年7月31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5亿元，

净利润516万元。

乾通汽车整体股权要价3494万元

□本报记者 任明杰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信息显示， 上海乾通汽车附件有限

公司拟转让所持乾通汽车附件有限公司100%股权， 挂牌价格为

3494.41万元。

根据挂牌信息，标的企业成立于2012年6月12日，注册资本为

3000万元，主营业务为汽车零部件、摩托车零部件、有色金属压铸

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机械加工。

主要财务指标方面，标的企业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17110.18

万元，净利润1007.81万元。 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评估报告，以2014年8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公司资产总计账面价

值15437.96万元， 评估价值15236.86万元， 净资产账面价值

3695.51万元， 评估价值3494.41万元，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

3494.41万元。

海南体彩60%股权寻买家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从海南产权交易所获悉，海南体育彩票销售运营有限公司60%

股权872万元挂牌转让，转让方为海南省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体彩成立于2010年6月30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系国

有独资公司，代理销售海南省体育彩票。海南省文化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财务数据显示，2014年海南体彩营业收入13.37亿元， 净利润

3.43亿元。 以2014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海南体彩公司净资

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分别为759.76万元和769.26万元。 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的价值评估值为1451.70万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

为871.02万元。

公告称，海南体育彩票销售运营有限公司目前处于歇业状态，

公司重启体育彩票销售业务需要与海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签订

新的业务合作协议。

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应为境内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有

彩票销售管理经验。

中信戴卡拟转让两参股公司各10%股权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据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挂牌信息，中信

戴卡股份有限公司拟分别转让所持秦皇

岛戴卡美铝车轮有限公司10%股权和天

津戴卡轮毂制造有限公司10%股权，挂牌

价格分别为377.19万元和1139.82万元。

两家公司低迷的业绩成为中信戴卡退出

的直接原因。

清盘退出两公司

根据挂牌公告，两家标的企业均为中

信戴卡参股企业，中信戴卡持股比例均为

10%。戴卡美铝的主营业务为铝合金汽车

车轮及配件的制造和销售，有色金属复合

材料、新型合金材料生产；天津戴卡的主

营业务为汽车、 摩托车用铸锻毛坯件、铝

合金车轮及相关配件的制造、销售，提供

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服务。

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

估报告， 以2014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

日， 戴卡美铝资产总计账面价值9666.04

万元，评估价值9840.33万元；净资产账面

价值3597.58万元， 评估价值3771.87万

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377.187万元；天

津戴卡资产总计账面价值31044.91万元，

评估价值30247.88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12195.27万元， 评估价值11398.24万元，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1139.824万元。

转让方中信戴卡成立于1988年，注册

资本7.8亿元， 是中国第一家铝轮毂生产

企业， 经营范围包括铝合金轮毂制造、模

具制造、铸造机械制造、汽车零部件专用

设备制造等。其出资股东共有4家，包括香

港活力企业有限公司、 香港大成有限公

司、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中信兴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后两者均为中信集团的

二级子公司， 目前分别持有中信戴卡

65.3%以及20.06%的股份，为第一、第二

大股东。

业绩低迷致退出

财务指标显示， 戴卡美铝2014年实

现营业收入18618.86万元， 净利润仅

43.42万元； 天津戴卡2014年实现营业收

入55825.07万元， 净利润仅611.28万元。

两家公司低迷的业绩或许是中信戴卡决

心退出的直接原因。

公告称，戴卡美铝多年来生产设备利

用率高，企业设备陈旧，废品率较高，生产

率下降导致生产成本上升。 近三年，企业

高附加值产品主要来源于中信戴卡，现中

信戴卡产能逐步提升，需要外围加工的产

品逐渐减少， 其他产品市场竞争激烈，毛

利较低，加之设备陈旧废品率较高，因此

盈利能力逐年下降，且企业尚无扭转目前

经营困境的措施。天津戴卡情况同样不容

乐观。两家企业未来的持续经营能力均可

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雪上加霜的是，戴卡美铝与天津戴卡

还有丢掉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之虞，15%的

企业所得税税率优惠政策也将化为乌有。

其中， 戴卡美铝于2012年7月26日取得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 证载有效期为三年。

2014年10月10日，河北省国税局对戴卡美

铝进行了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方面的检

查，检查人员口头表示“戴卡美铝不符合

高新技术企业条件” 。 目前，戴卡美铝尚未

收到税务局的回复， 但很可能被取消高新

技术企业资格，并补交所得税款和滞纳金。

天津戴卡于2014年7月23日取得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证载有效期为三年。 天

津戴卡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是委托中介机

构办理获得的。由于天津戴卡自主研发能

力不足，现已无《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

办法》所要求具备的知识产权，天津戴卡

出具说明也认为企业现已不符合高新技

术企业认证条件，未来年度能否继续享受

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存在很大的不确

定性。

中冶6.69亿元转让大连中冶股债权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大连

中冶渤海置业有限责任公司70%股权及

5.987亿元债权正挂牌转让， 挂牌价格为

6.687亿元。 转让方为天津二十冶建设有

限公司，本次转让后，天津二十冶建设有

限公司将不再持有大连中冶渤海置业有

限公司股权。

股权及债权打包转让

挂牌信息显示，大连中冶渤海置业有

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1年，注册资本为1

亿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

管理等，目前职工人数为19人。目前，大连

中冶渤海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目前股权结

构为天津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大连昌骏

置业有限公司分别持有70%、30%股权。

从公司职工人数及财务数据看，大连

中冶渤海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基本尚

未大规模开展业务。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显

示，公司2014年营业收入为零元，营业利

润为-15.68万元， 净利润为零元。 截至

2015年7月31日，该公司营业收入、营业

利润、净利润均为零。

评估结果显示， 截至2015年3月31

日，大连中冶渤海置业总资产为8.443亿，

净资产为9841.28万元。 大连中冶渤海置

业有限责任公司70%股权及5.987亿元债

权项目中，标的企业70%股权挂牌价格为

7000万元，债权挂牌价格为5.987亿元。

按照标的企业现有经营规划，标的企

业开发的中冶·乾城二期于2015年7月开

工建设， 中冶·乾城三期2016年开工建

设， 中冶·乾城四期2017年开工建设，中

冶·乾城五期2018年开工建设，并可以在

计划工期内完工如期办理竣工验收工作。

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须为境内合法注

册、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应具有良好的

财务状况、 支付能力及良好的商业信用。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且意向受让方不

得采用匿名委托方式参与受让。

剥离非核心业务

天津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

冶金科工集团公司，即中冶集团。 中冶集团

主营工程承包、资源开发、装备制造及房地

产开发等，旗下拥有中国中冶等上市平台。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冶集团下属公

司在交易所挂牌转让多家地产公司股权

及债权。 2014年下半年中冶就剥离了苏

州、 南通和信阳等地的多个地产项目。

2015年5月30日，中冶集团旗下上市公司

中国中冶公告， 拟转让南京喜马拉雅置

业、南京大拇指商业发展、南京水清木华

置业及南京丽笙置业等4家公司全部股权

及相关债权，作价约28亿元。此外，中冶集

团还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了南京

证大三角洲置业和南京证大宽域置业两

家公司的全额股权和债权，作价约16.8亿

元。前述6家公司涉及到的11幅土地，均处

于南京地王项目中的原1号地块中。

从中冶集团一系列动作以及集团内

部讲话精神来看，为集中发展优势主业让

路以及改善资产负债率，中冶集团收缩地

产、基建等非优势核心业务的动作明显。

分析人士指出，按照国资委对央企的

资产负债要求， 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不能

超过75%， 非工业资产负债率不能超过

80%， 中冶集团目前的资产负债率达到

82.2%，其中流动负债占比较大。自2014年

9月始， 中冶集团流动比率始终低于1.13。

若央企连续3年负债率超过80%，国资委会

提醒央企注意偿付能力， 严重者约谈或问

责。地产项目相对独立，剥离相关业务将有

助于在短期内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航天机电拟1.32亿元转让忻州太科

□本报记者 刘杨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告显示，航天

机电拟转让忻州太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全部股权，转让价格为1.32亿元。 另外，意

向受让方需承诺忻州太科清偿不低于

3.45亿元的债务。

运营忻州50MW光伏电站

根据挂牌公告，忻州太科光伏电力有

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5月19日，位于山西

省忻州市，注册资本为9950万元。 该公司

主营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 投资、

建设和经营管理，以及光伏发电技术咨询

服务、光伏发电物资、设备采购等。目前航

天机电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忻州太科为航天机电全资子公司，承

担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50MW光伏电站

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该项目已于

2014年9月获得山西省发改委项目备案，

已于2015年6月并网发电。 财务数据显

示，2014年，忻州太科实现营业收入30万

元，净利润8.73万元；今年上半年实现营

业收入9000元，净利润3452元。 根据评估

报告， 以2015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该公司净资产账面值为9960.21万元，评

估值为1.17亿元。

航天机电表示， 意向受让方需承诺忻

州太科清偿不低于3.45亿元的债务。航天机

电称， 转让股权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光伏

电站项目滚动投资，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

航天机电回笼资金

作为忻州太科的母公司，航天机电此

次股权转让有甩包袱之意。航天机电此前

曾公告，拟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

兰州太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宁夏宁东神

舟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及伊吾太科光伏电

力有限公司100%股权， 并增资金昌太科

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井陉太科光伏电力有

限公司、砚山太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和甘

肃张掖神舟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航天机电2015年半年报显示，2015

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3.55亿元， 同比

下降10.28%； 净利润亏损1803.41万元。

航天机电表示，亏损主要因销售收入下降

导致毛利减少及财务费用同比增加所致。

航天机电在公告中曾表示， 兰州太

科、宁东神舟和伊吾太科均是航天机电全

资设立的光伏电站项目公司，其中伊吾太

科已于2013年12月并网发电， 而兰州太

科和宁东神舟预计9月底并网发电。 三家

公司如成功转让，不仅将为上市公司实现

税前投资收益约6700万元， 而且光伏电

站累计转让规模将达到219.5MW。 同时，

由于航天机电下属子公司为兰州太科、宁

东神舟和伊吾太科提供组件及EPC服务，

且公司在挂牌条件中将设置债务清偿条

件，故可确保产业链相关公司按期收回项

目工程款。

国电集团拟转让峡口塘水电公司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从北京产权交易所获悉，利川峡口塘

水电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9047.1万元

挂牌转让。转让方利川市郁江流域水电有

限责任公司为国电集团旗下公司。 近两

年，国电集团加大了低效无效资产处置力

度， 在2015年挂牌转让了国电浙江青田

水利枢纽等多家水电公司，这些公司大多

处于项目前期或者建设阶段，还未形成盈

利。预计国电集团后续还会有相关资产转

让动作。

工程尚未开工

峡口塘水电公司成立于2015年6月，

注册资本8099.9万元。 主要经营电力开

发、经营，旅游服务，水产养殖。 由于峡口

塘水电站项目仍未开工建设，目前公司并

没有营业收入和利润。 以2015年6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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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9.9万元和9047.1万

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9047.1万元。

转让方提示，根据2015年5月18日利

川市电力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达的

《关于处置利川市峡口塘水电站项目相

关事宜的函》，峡口塘水电项目转让成功

后， 受让方需确保该项目在2015年12月

31日前开工建设，否则项目所在地利川市

人民政府将无偿收回该项目开发权。

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须为在境内

依法注册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有良

好商业信用和财务状况。意向受让方在递

交受让申请的同时，须提交挂牌期间任一

时间点不低于挂牌价金额的银行存款资

信证明，该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

加快低效资产处置

转让方利川市郁江流域水电有限责

任公司是国电恩施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国电恩施水电公司为国电集团

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是以水

力发电为主的综合性电力公司。

峡口塘水电公司负责的峡口塘水电

站工程由国电集团投资建设，地址位于利

川市文斗乡境内，为郁江上游干流湖北省

境内三级水电梯级开发的第二级。峡口塘

水电站总投资5.48亿元， 装机容量5万千

瓦，多年平均发电量为15650万千瓦时。

根据公开信息， 峡口塘水电站2012

年获湖北省发改委核准，由于国电恩施水

电开发有限公司投资战略调整，决定不再

投资该项目，该项目一直未能按照核准文

件要求开工建设。国电恩施水电开发公司

希望将该项目转让给新的投资业主。

从2014年开始， 国电集团发布了水

电风电“双提升” 工作实施指导意见，并

加快处置低效无效资产。国电集团董事长

乔保平在8月26日集团党组会议上表示，

要更加突出质量和效益，加快低效无效资

产的处置，确保完成全年各项任务目标。

瑞金医院拟243万元退出上海通用药业

□本报记者 张玉洁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信息显示，上海

通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00万股股份（占

总股本的1.8%）正在挂牌转让，挂牌价格

为242.78万元。本次股权转让方为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根据挂牌公告， 通用药业成立于

2000年，注册资本为5600万元。 目前通用

药业有六家股东， 为正大制药投资 （北

京）有限公司、上海昊洋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恩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烨

世投资有限公司、江苏省中国药科大学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持股比例分别为60%、

20%、12.4%、4%、1.8%和1.8%。

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显示，上海通用药

业 2013 年 和 2014 年 分 别 实 现 营 收

11022.35万元和8058.21万元，2013年实

现净利润69.34万元，2014年亏损1892.4

万元。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3022.18

万元，净利润亏损1065.18万元。经评估机

构的结果显示，公司净资产为13487.66万

元，转让标的评估值为242.78万元。

需要注意的是，通用药业将其持有的

申南路889号1-8幢房地产抵押给工商银

行静安支行并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授信

额度分别为3300万元、2245万元。

中轻物流20%股权42万元挂牌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信息显示，中轻

物流有限公司20%股权正挂牌转让，挂牌

价格42万元。此次股权转让方为中国轻工

业品进出口总公司。 转让成功后，中国轻

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将不再持有中轻物

流股份。

公告显示，中轻物流成立于2004年，

注册资金200万元。 公司现有五位股东，

为李红兵、 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

何庆祝、马涛、谢京武，分别持股比例为

55%、20%、10%、5%和5%。

公司经审计的2014年年报显示，公

司2014年实现营收892.81万元，实现净利

润0.25万元。 截至今年2月底，中轻物流资

产总计399.48万元， 负债总计153.58万

元，所有者权益为245.9万元。

以2014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中

轻物流资产总计账面值为378.93万元，评

估值为379.64万元； 净资产账面值为

231.57万元，评估值为232.28万元。 转让

标的对应评估值为46.456万元。

转让方要求， 受让方须为境内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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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具有良好的

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本项目不接受联

合受让。

东风斯诺威35%股权挂牌转让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据北京产权交易所消息，东风（十堰）车身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拟转让所持东风斯诺威科技（北京）有限公司35%股权，挂牌价格

为498.33万元。

东风斯诺威成立于2006年6月15日， 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主

营业务为除雪设备的生产制造等。股权结构方面，美国斯诺威亚洲

有限公司持有其55%股权，东风（十堰）车身部件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其35%股权，丝绸之路环球有限公司持有其1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方面， 东风斯诺威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

2076.88万元，净利润208.72万元。 据北京市洪州资产评估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以2014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公司

资产总计账面价值2923.82万元，评估价值2933.76万元，净资产账

面价值1413.87万元，评估价值1423.81万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

498.33万元。

南平实业拟退出南丰电池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厦门产权交易中心项目信息显示， 南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公

开挂牌转让福建南丰电池12.344%股权，挂牌价为861.66万元。

根据项目信息，南丰电池公司成立于2009年11月，注册资本

5000万元。 公司主营碱性电池的生产和销售，包括自有品牌丰蓝

电池、南峰电池、工业产品OEM及部分代加工。目前企业销售客户

主要是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股权结构方面，转让方南平实

业集团持有12.344%股权， 福建南平大丰电器有限公司持有

69.8%，北京中基企和技术有限公司持有3.35%股权，剩余14.5%股

权由自然人持有。

财务数据显示，2014年南丰电池实现营业收入2626.49万元，

净利润亏损416.96万元；今年前5个月，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

别为1616.46万元和614.57万元。

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须为企业法人，企业注册资金不低于

5000万元，总资产不低于1亿元。 且近一年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1

亿元，净利润不低于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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