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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北京产权交易所 北京产权交易所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www.cbex.com.cn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010-66295546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先生 联系电话：

021-61213011

中都国拍酒类专场网络动态报价公告

中都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于2015年 10月28日通过网络动态报价方式处置

酒类一批，包括茅台、五粮液、汾酒等。

有意者请登陆北交所网站（www.cbex.com.cn)或北交所经典收藏品专

厅（http://www.jinmajia.com/lyzt/2015/04/bjs/）了解活动及标的详情。

预展时间： 2015年10月28日至2015年11月13日

预展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强佑大厦B1展厅

咨询电话：010-64484618� 010-64484600

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

关于征集会员单位的公告

为实现产权资本与体育产业的深度融合，加快体育产业资源的快速流转、

优化配置， 充分发挥体育产业内外所有相关从业单位或意向合作单位及个人

的优势，共同建设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竞争、有序的生态化、开放化体育发

展环境， 北京产权交易所与北京华奥星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建的体育产业

资源交易平台现公开征集体育平台会员单位。

体育平台诚邀各界精英一起，为体育领域提供产业规划、设计、咨询、代

理、投融资、人才服务以及其他各类增值服务，满足市场需求，助力体育产业发

展。

详情请登陆北交所或体育平台网站。

联系人：蒋海东 010-66295650� 15010900183� � hdjiang@cbex.com.cn

吉林市松花湖渔业有限公司抵债资产

项目概况：

资产位于吉林市丰满区旺起镇丰满屯新村，房产面积为819平方米；土地

面积为95321.00平方米。 房地产证号： 自管房产产权证第014号、 吉丰国用

（1995）字第00448号、吉丰国用（1995）字第00449号。 资产评估值为15，

844，498.00元人民币。

转让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分行

转让价格：人民币882.4万元

公告期限：2015年11月6日至2015年12月4日

联 系 人：张先生010-57896539�石先生 010-57896550

标的详情请登录：www.cfae.cn(北金所网站)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R2015BJ1001399

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龚嘴水力发

电总厂铜站消防监控系

统等资产

/ /

该批标的资产主要是铜站消防监控系统等资产（以现场实物为准， 资产照片仅供参

考），目前存放于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转让方不能保证再次使用，并且不能保证主体

和附件是否完好无损。

1.00

G315BJ1006851-2

海南博鳌高尔夫有限公

司70%股权及

22701.488809万元债权

/ /

注册资本：6000万元 经营范围：兴建经营高尔夫球场、网球场；代销经营高尔夫球场

设备、用品用具；体育文化用品销售；高尔夫相关知识培训、会议策划；开发酒店、开发

经营别墅、游泳池、康疗设施、旅游娱乐设施；餐饮服务；小型商场（食品除外）。 （一

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38058.093000

G315BJ1006909

北京中合利成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100%股权

1638.24 -911.12

注册资本：1875万元 经营范围：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

效期至2016年12月09日）等。

1875.000000

G315BJ1006910

幸福国际旅行社整体产

权及350万元债权

310.43 -121.4

注册资本：600万元 经营范围：招徕、接待外国人、华侨、港澳、台湾同胞、来华、归国或

回内地旅游业务等。

431.830100

G315BJ1006847-2

广西桂鑫机械设备防腐

有限公司100%股权

1058.69 956.19 注册资本：570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结构制作安装及防腐、喷涂等。 861.000000

G315BJ1006906

新疆中包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74%股权

5759.47 4149.94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易燃液体类：1，2�二甲苯、甲醇、苯、石脑油（未经许

可的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易制爆、剧毒化学品除外）；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等。

3810.955600

G315BJ1006908

西安北方惠天化学工业

有限公司10%股权

6074.18 3114.97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聚氨酯油漆、丙烯酸油漆、聚酯油漆、

环氧油漆、氨基烤漆、醇酸漆、硝基油漆、丙烯酸树脂、聚酯树脂的生产销售（安全生产

许可证有效期限至2017年4月21日） 一般经营项目：乙基二茂铁、卡托辛、水性涂料、

精细功能材料系列产品的科研开发、生产、销售、服务；涂装工程施工；化工原料、化工

产品销售（危险化学品除外）；防腐保温工程；橡胶材料及其制品的科研开发、生产、

销售、服务；进出口业务、贸易(未取得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

311.497000

*G315BJ1006808-3

北京华通时空通信技术

有限公司20.40%股权

3080.4 2306.02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通信设备、网络设备生产（限丰台区科技园外环西路

26号院16号楼东座B1层）等。

471.000000

GR2015BJ1001411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餐车、机供

品等报废资产一批

/ 2.4356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餐车、机供品等报废资产一批对外转让。 2.4356

GR2015BJ1001408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报废电子产

品一批

/ 0.1694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报废电子产品一批对外转让。 0.1694

GR2015BJ1001410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报废电子产

品一批

/ 0.0259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报废电子产品一批对外转让。 0.0259

GR2015BJ1001407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报废电子产

品一批

/ 0.0056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报废电子产品一批对外转让。 0.0056

GR2015BJ1001406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西南分公司持有的

车辆、设备、餐车、电子

产品等报废资产一批

/ 4.3934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将所持有的车辆、设备、餐车、电子产品等报

废资产一批对外转让。

4.3934

GR2015BJ1001398

北京佐竹精麦面粉有限

公司面粉生产线设备

39.4 39.4 北京佐竹精麦面粉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面粉生产线设备对外转让。 39.4

*G315BJ1006856

华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9%股权

17087.6 10488.07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的其他业务（以中国证监

会批准、工商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6，011.53

G315BJ1006886

上海长威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1.41%

财产份额

144333.41 140719.01 注册资本：0万元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1986.000000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15BJ1006915

深圳市中电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30%股权

103.77 91.97

注册资本：200万元 经营范围：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增值电

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4年1月7日）；网络技术信息服务；商业策划、咨询（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8.000000

G315BJ1006914

青岛北方奥莱管理有限

公司100%股权及34450

万元债权

60631.04 21540.04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零售服装、百货、鞋帽、工艺品、钟表、眼镜、鲜花、家

电、电子产品；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56000.000000

G315BJ1006917

太原金郡同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20%股权及

19，471.87411万元债权

98475.95 1116.58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等。 19695.190360

G315BJ1006916

太原金郡同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10%股权及

9，735.937055万元债权

98475.95 1116.58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等。 9847.595180

GR2015BJ1001403

山西神头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3、4号

（2x200MW）机组资产

处置

/ 3764.640000

转让资产为【山西神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山西神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3、4

号（2x200MW）机组资产处置】

3800.000000

GR2015BJ1001405

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棕

港公寓6单元2层3号住

宅房产

/ 139.830000

转让资产为【中国石化集团四川维尼纶厂】拥有的【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棕港公寓6

单元2层3号住宅房产】

139.830000

GR2015BJ1001045-2

北京市密云县沿湖小区

44号楼1-104号房产

/ 155.660000

转让资产为北京千禧苑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北京市密云县沿湖小区44号楼

1-104号房产

140.094000

GR2015BJ1001044-2

北京市密云县沿湖小区

48号楼1-103号房产

/ 169.340000

转让资产为北京千禧苑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北京市密云县沿湖小区48号楼

1-103号房产

152.406000

GR2015BJ1001046-2

北京市密云县沿湖小区

48号楼1-104号房产

/ 155.660000

转让资产为北京千禧苑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北京市密云县沿湖小区48号楼

1-104号房产

140.094000

GR2015BJ1001402

向家坝水电站右岸EL.

380m拌和系统的设备

及构件资产

/ 402.050000

转让资产为三峡金沙江川云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拥有的向家坝水电站右岸EL.380m拌

和系统的设备及构件资产

402.050000

GR2015BJ1001404

中国石化集团四川维尼

纶厂位于成都市西月大

厦第五层办公楼

/ 499.660000

转让资产为中国石化集团四川维尼纶厂拥有的中国石化集团四川维尼纶厂位于成都

市西月大厦第五层办公楼

499.660000

GR2015BJ1000605-6

北京市海淀区城华园7

号楼3门1406

/ 478.942000 转让资产为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北京市海淀区城华园7号楼3门1406 407.100700

GR2015BJ1001409

双螺旋气动雾化微油点

火与稳燃装置（发明专

利）和带氧气助燃的双

强化微油点火与稳燃装

置（实用新型）两项专

利权

/ 215.190000

转让资产为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拥有的双螺旋气动雾化微油点火与稳燃装

置（发明专利）和带氧气助燃的双强化微油点火与稳燃装置（实用新型）两项专利权

215.190000

G315BJ1006913

中冶地集团北京岩土工

程有限公司100%股权

1057.85 1057.85

注册资本：700万元 经营范围：专业承包；租赁建筑设备（不含起重设备）、仪器；地震

灾害治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 ）

G315BJ1006913

*G315BJ1006912

北京中缆三希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45.9%股权

649.31 408.28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机械设备、电线电缆及成套产品、仪器仪表、五金、

交电、化工、矿产品、金属材料、塑料、塑料制品、水暖建材、建筑材料、工装模具、文具、

服装；技术咨询服务等。

*G315BJ1006912

G315BJ1006680-2

国投安信数字证书认证

有限公司60%股权

2122.05 2028.72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电子认证服务（许可证有效期到2015年8月18日）；

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维修、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销售（以上各项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专项审批的项目未获批准之前不

得经营）

G315BJ1006680-2

G315BJ1006911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1.45%股权

/ 4487246.85

注册资本：45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建设、经营电厂及有关工程，包括筹集国内外

资金，进口成套、配套设施、机具等，以及为电厂建设运行提供配件、材料、燃料等。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G315BJ1006911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本次公告(2015-203)仅反映投

资账户截止 2015 年 11 月 5 日的投

资单位价格, 下一公告日为 2015 年

11 月 10 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

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

及公司网站公告， 如遇节假日则顺

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寿全国服务电

话：4008-838-838�或登陆公司网

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

cn。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优势领航投资账户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18.67365�

20.70924�

34.46338�

13.52661�

11.32425�

14.02799�

12.22027�

13.19197�

9.73228�

7.79257�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571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64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重要事项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5年9月26日，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披露了《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公告。 广州创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州创思” ）为公司本次重组标的，今日公司接到相关亲属通知，广州创思总经理和《烈

焰手游》制作人被银川市公安局采取强制措施以协助烈焰手游侵权案调查。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发布相关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

000662

证券简称：索芙特 公告编号：

2015-062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发审会审核有条件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于2015年11月6日对索

芙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有条件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

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9日

股票代码：

002769

股票简称：普路通 公告编号：

2015-37

号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事项，经公

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普路通，证券代码：002769）于 2015�年 11月 2�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2015年11月2日刊登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36号）。

目前，公司正全力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的各项工作，有关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为避免公

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1� 月 9日开市起

继续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

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6日

股票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

B

股票代码：

000521

、

200521

编号：

2015-051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5年10月26日开市起停牌，并于2015年10月26日、11月2日对外发布了相关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2015-048号、2015-049号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施方案尚在进行论证和完善，中介机构的尽

职调查等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中，相关沟通工作正在持续进行，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根据相关规定，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美

菱电器、皖美菱B，证券代码：000521、200521）自2015年11月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承诺将不

晚于2015年11月26日披露相关事项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尽快推进上述事项，并于股票停牌

之日起至少每5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进展公告。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728

证券简称：台城制药 公告编号：

2015-081

广东台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止审查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台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5月21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报送了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并于2015年6月1日取得中国

证监会第151261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公司于2015年8月27日取得中国证监会

第151261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并于2015年9月25日向中国证监会提

交了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由于公司的发展变化，并综合考虑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与发展需要，经公司与保荐机构及相关各

方的审慎分析论证，拟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调整。 鉴于前述原因，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

中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查，并于2015年11月5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第151261号《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中止审查申请。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拟进行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事宜的后续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台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9日

股票简称：涪陵电力 股票代码：

600452

公司编号：

2015

—

025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关联交易合同以及增加

2015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日常关联除

外）共0次。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五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进行了表决回避，无须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现将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公司与重庆市涪陵区峡星电力勘察设计公司（以下简称“峡星公司” ）签订《勘察设计合同》：

公司委托峡星公司承担本公司辖区内供配电设施建设及改造工程的勘察设计工作，并签订《勘察设计

合同》，合同金额为386.46万元。

（二）公司与重庆市涪陵区瑞安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安公司” ）签订《施工合同》：

公司委托瑞安公司承担本公司辖区供配电设施建设及改造的施工任务，并签订《施工合同》，合同金额

为1540.70万元。

（三）公司与重庆渝电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电监理” ）签订《施工监理合同》

公司委托渝电监理承担供电辖区配电设施建设及改造的施工监理任务，并签订《施工监理合同》，合同

金额为266.36万元。

二、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关联方国

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电力” ）购买电力。本年度，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向重

庆电力增加购电量，预计将增加购电金额800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5年初预计金

额

2015年预计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购买电力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 9000万元 9800万元 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三、关联关系

峡星公司、瑞安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下的企业；渝电监理

系本公司间接控制人国网重庆市公司实际控制下的企业；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系本公司间接控制人。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

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四、关联方介绍

重庆市涪陵区峡星电力勘察设计公司， 成立于2002年7月， 法定代表人刘兴斌， 工商注册号为

500102000021540，注册地址为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20号，注册资本200万元，主营业务：电力行业（送电工

程、变电工程）专业丙级（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

技术与管理服务）、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量丙级（限电力行业）。

重庆市涪陵区瑞安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1年10月， 法定代表人刘兴斌， 工商注册号为

500102000041286，注册地址为重庆市涪陵区青羊镇西路37号，注册资本1200万元，主营业务：从事送变电

工程相关业务；电力技术开发、项目管理、工程技术咨询、电力设备制造、租赁；招标代理业务；水电开发与经

营；电力技术服务，电力抄表服务，电力工程技术评估、监理、劳务派遣，物业管理，园林绿化设计、施工；水泥

制品制造（不含预制构件）；销售机电设备、电力设备、五金、交电、百货、钢材、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等。

重庆渝电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成立于1998年6月， 法定代表人赵久云 ， 工商注册号为

500901000013741，注册地址为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20号，注册资本305万元，主营业务：电力工程监理

甲级、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工程技术咨询服务，设备监理预乙级，工程项目管理。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1997年 6月， 法定代表人路书军 ， 工商注册号为

500000000000467，注册地址为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21�号，注册资本 138,300万元，经营范围：国有资

产经营，电力项目引资投资，电力工程设计、施工、修造、监理、承包；电力、热力生产，购销，电网经营，电力设

备及物资购销，物资供销业，电力行业科技开发及技术咨询，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书执业)；电力技术咨询、

培训。

五、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为接受劳务服务，交易双方严格履行协议内容，劳务服务价格按国家规

定和市场公平合理的价格进行结算支付，不存在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并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公司与重

庆电力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向关联人购买电力，按照物价主管部门批准的电价结算电费。 在合同有效期

内，发生电价和其他收费项目费率调整时，按调价文件规定执行，交易履约有保证。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是关联方向公司提供劳务服务，以及公司向关联方购买电力的日常关联交易，属公司正常的生产

经营需要，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与关联方遵循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和交易条件，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

和中小股东利益；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必要的、合理的，其对公司的影响也是积极的。

七、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五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与该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张波、余兵、秦顺

东先生三位关联董事进行了表决回避，其他全体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峡星公司、瑞安公司、渝电监理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是

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由于电力行业的自然属性和特殊性，公司与关联方重庆电力之间的日常关

联交易是保证电网正常供电和持续经营的需要，交易是必要的、连续的、合理的，属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二十

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本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属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由于电力行业的自然属性和特殊性，公司与关联方之间进行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保证电

网正常供电和持续经营的需要，交易具有必要性、连续性、合理性，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

交易金额预计客观、合理，关联董事进行了表决回避，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关联交易议案。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六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http://www.cquae.com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

101

号交易大厦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电话：（

023

）

02363622638

、

02363622380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15CQ1001658

重庆长安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10%股权

20572.07 6409.79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长安品牌汽车及零部件；代办汽车相关手续及服务；

汽车零部件制造、加工（不含发动机）；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

律、行政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证后销售方可经营）；汽车租赁（凭备案证从事经营）；三类汽车维

修（仅限有资格的分支机构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联系

方式：唐先生023-63623095

640.979

G315CQ1001657

北京泰雷兹交通自动化控制

系统有限公司

49%股权

8044.47 3480.73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1076.8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委托加工、销售信号控制设备及相关器材；系统

工程设计；技术咨询、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 联系方式：（010）51085023-8006

1710

G315CQ1001656

深圳平南铁路有限公司

72.6%股权及82232万元债权

338699.73 211585.16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22152万元 经营项目：从事平南铁路建设、经营以及配套的装卸、仓储业务；经

营铁路运输设备及器材、代办运输、代收车票以及平南铁路沿线内的灯箱、霓虹灯广告、车内广

播广告、车身广告和平湖、木石、坂田三站的路牌广告业务等等。

联系方式：李女士 13658369190

236450.315

G315CQ1001655

黄石市招商燃气有限公司

100％股权

2373.51 1716.13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项目：在黄石地区经营瓶装液化石油气（含丙烷）（燃气经营

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07月15日止；液化石油气（气瓶）充装（气瓶充装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

年10月07日止）；低压液化气、液化石油气汽车罐车充装（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年03月03日止）等等。 联系方式：李女士 13658369190

1717

G315CQ1001654

伊春中兵矿业有限公司

71.534%股权

23457.52 10165.35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12500万元，经营项目:�有色金属选矿、黑色金属选矿、加工销售。 联系人：

刘女士联系方式023-63622508

7271.682

G315CQ1001653 中开财务有限公司20%股权 － 54778.78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项目：批准该公司经营以下本外币业务：（一）对成员单位办

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二）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

付；（三）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四）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五）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

贷款及委托投资等等。 联系方式：李女士 13658369190

11290

G315CQ1001652

玉溪红塔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49%股权

9410.48 7822.97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8195.71万元，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铝塑复合管、塑料型材、塑钢门窗

及配件、铝型材、铝板材、铝锭、铝合金门窗及配件；铝合金门窗的设计、制作及安装；建筑幕墙、

建筑装饰的设计及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评

估总资产9410.48万元，净资产为7822.97万元，该49%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协议或竞价

转让。 联系方式：鹤先生 18610612559

3834

G315CQ1001610-4

重庆特种电机厂有限责任公

司65%股权转让

8098.99 3390.11

注册资本：9008万元 经营项目：自产自销，电动机，工具，模具，电动机零部件，技术服务等。 联系

方式：熊先生 023-63606252、18680845183�刘先生：023-63621586、15687887777

1763.07

渝A00235（奥迪2.8L）小轿车等6辆旧机动车渝A00235（奥迪2.8L）、渝B6S676（奥迪2.4L）、渝B6S009（奥迪2.4L）、渝A2H332（上海别克3.0L）、渝CA0750（桑塔纳1.8L）、渝F03003（东南2.0L）等6辆

旧机动车，评估值6.4万元，保证金1.5万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6.4万元协议或竞价整体转让。 特别告知： 1、本项目挂牌期自 2015年11月4日起至 2015年11月17日17时止，挂牌期满，如未征集到意向

受让方，不变更挂牌条件，按照5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挂牌，直到征集到意向受让方；2、意向受让方须在挂牌期内（法定工作时间）到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报名手续并缴纳保证金1.5万元到联交所

指定的客户备付金账户（挂牌截止日24时前到账，以到账为准）。 标的详情请见www.cquae.com�联系方式：023－63622638�李女士

渝A01933（奥迪2.8L）小轿车等11辆旧机动车 渝A01933（奥迪2.8L）等11辆旧机动车 评估值6万元，保证金1.5万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6万元协议或竞价整体转让。 特别告知： 1、本项目挂牌期自

2015年11月4日起至 2015年11月17日17时止，挂牌期满，如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不变更挂牌条件，按照5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挂牌，直到征集到意向受让方；2、意向受让方须在挂牌期内（法定工作时

间）到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报名手续并缴纳保证金1.5万元到联交所指定的客户备付金账户（挂牌截止日24时前到账，以到账为准）。 标的详情请见www.cquae.com�联系方式：023－63622638�李女

士

重庆白鹤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废铁一批竞价公告 转让标的系重庆白鹤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废铁一批,评估值97.6万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87.84万元竞价整体转让，保证金26万元。 公告起止日为：2015

年11月2日起至2015年11月13日17：00止，挂牌期满，如未征集到意向竞买人，则不变更挂牌条件，按5个工作日为周期延长挂牌,直至征集到意向竞买人。 标的对竞买人要求、特别告知等事项详见重庆联

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cquae.com）。 报名电话：023-63622508?刘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