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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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15BJ1006927

深圳市龙电电气有

限公司 82%股权及

5046.85万元债权

/ 12063.47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电能仪器仪表的技术开发、购销；计算机

软、硬件的开发、系统集成（不含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及不含限制项目）等

14938.900000

G315BJ1006930

秦皇岛海洋食品总

厂 整 体 产 权 及

1535.163013万元债

权

5652.68 871.73

注册资本：3945万元 经营范围：罐头（畜禽水产罐头、果蔬罐头、其他罐

头）的生产（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7年05月19日）；饼干

生产（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03月11日）

2406.893013

TA15BJ1000330

北京五星青岛啤酒

有限公司部分设备

报废资产

39.175005 39.175005

本次转让标的为北京五星青岛啤酒有限公司拟报废处理的设备，共计395

台（套）。

39.18

G315BJ1006661-3

河南中石油昆仑金

源燃气有限公司51%

股权

4238.89 4224.63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天然气加气站的投资，天然气城市气化的

投资，压缩天然气汽车改装的投资；与压缩天然气相关的技术咨询及服务；

销售：天然气加气设备及零部件。

1939.105170

G315BJ1006925

北京华控汇金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95%股权

1750.06 1000.21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等。 1570.312750

G315BJ1006923

山西晋东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20%股权

/ 71609.11 注册资本：63000万元 经营范围：煤炭勘查、开发、洗选的投资等。 14321.822000

G315BJ1006924

北京北达信诚科技

有限公司20%股权

14.07 -6.03

注册资本：50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

技术咨询、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电

子产品（不含电子游戏机及零部件）、机械设备；图文设计、制作。

0.010000

G315BJ1006921

北京康信保险经纪

有限公司10%股权

4321.42 4027.18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为投保人拟定投保方案、

选择保险人、办理投保手续；协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进行索赔；再保险经纪

业务；为委托人提供方防灾、防损或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咨询服务；中国保监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无

363.000000

GR2015BJ1000168-2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

镇置业城置盛阁、置

福阁一楼25套商业

房地产

/ 1045.000000

转让资产为安徽伊园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置业

城置盛阁、置福阁一楼25套商业房地产

940.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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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数控高速凸轮轴磨床等一批废旧设备 本次转让标的为数控高速凸轮轴磨床、简易数控凸轮轴磨床等一批废旧设备（详见《设备清单》），评估值10.554659万元，挂牌价11.082392万元，保证金2万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公开竞价整体转让。 竞价时间：2015年11月27日上午11：00开始。 标的详情、特别告知等详见网站公告

（www.cquae.com）。 报名电话：023-63622583、13996302405���黎朗（节假日除外）报名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2楼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红塔体育森林公园（高尔夫球场）实物资产、构筑物及土地使用权标的系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红塔体育森林公园（高尔夫球场）实物资产、构筑物及土地使用权。 标的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胜利水库，建成于2012年，占地面积623976平米，构筑物建筑面积为2391.63平米，建筑物为钢混结构，无房产证、有土地证、无租赁、

无抵押、担保及其它他项或共有权利情况。标的基础配套设施齐全，交通十分便捷。标的明细以《资产转让清单》为参考，资产完整性以实物现状为准，《实物转让清单》以外的资产不在本次转让范围内。评估值：48787.11万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48788万元整体公开竞价转让，保证金14000万元。 以上标的详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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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1085023-8009、18610612559�鹤先生（节假日除外）报名（文件快递）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1室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

重庆市铭禹电力有限公司66.67%的股权公告 受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11月30日14：00对以下标的物按现状依法在重庆联交所以互联网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整体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次拍卖标的物（以下简称标的物）：被执行人持有的重庆市铭禹电力有限公司66.67%的股权，拍卖保留价：648.928万元，竞买保证金：33万元。 二、标的物展示时间、地

点：自公告之日起，标的物所在地现场展示。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人可通过线上（通过互联网方式）或线下（到重庆联交所现场）两种方式报名，竞买人应在11月 26日（到账为准）前将竞买保证金缴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联付通账户，并于11月27日（法定工作时间）前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签订竞买协议等）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其他详细事

宜请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联系电话及联系人：023-63622130??63625166?彭老师?QQ：2312715884重庆联交所地址：渝中区民族路101号交易大厦5楼 委托法院监督电话：023-63318215

市高院监督电话：023-67673247?�67673497���2015年11月13日

贵州省黔南州荔波县玉屏镇漳江东路5号人保旧办公楼等4宗房产 标的一：贵州省黔西南州册亨县城东风路人保宿舍第1层右侧一套房产，评估值4.98万元，挂牌价4.98万元，保证金1万元。 标的二：贵州省黔南州荔波县玉屏镇漳江东路5号人保旧办公楼房产，评估值72.51万元，挂牌价72.51万元，保证金14万元。 标的三：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仁县环北路26号人保宿舍第

1层左右两套、第2层左侧一套房产，评估值13.72万元，挂牌价13.72万元，保证金3万元。标的四：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西湖路2号人保宿舍1号楼第1层右侧一套、第3层左侧一套、第4层左侧一套及2号楼第6层右侧一套房产，评估值34万元，挂牌价34元，保证金7万元。以上标的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公开竞价转让。标的详情、瑕疵、特别告知等详见网站公告（www.

cquae.com）。 报名电话：023-63622583、13996302405�黎朗（节假日除外）报名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2楼

A07

■ 2015年11月16日 星期一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0155

证券简称：

*ST

川化 公告编号：

2015-085

号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

○

一五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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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1月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〇一五年第三次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15-084号），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将会议有关

情况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届次：2015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2015年11月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二〇一五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

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时间及议题的议案》，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1月20日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时间为：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的投票时间为 2015年11

月19日 15:00至2015年11月20日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投票时间为 2015�年11月20日上午 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六）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于股权登记日2015年11月12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川化宾馆3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

审议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参股公司股权质押向关联方申请借款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提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11月5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二〇一五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和《公司关于股权质押借款暨关联交易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持法人证明书，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身份证及持股证明进行登记。 授权代理人还须

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2、个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证明进行登记。

3、授权代理人代理须持有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代理人身份证及代理人持股证明

进行登记。

4、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传真或信函方式办理登记。

（二）登记时间：2015年11月13日至2015年11月19日工作时间。

（三）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江区大弯镇团结路311号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投票，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投票代码：360155

2、投票简称：“川化投票” 。 投票简称由上市公司根据其证券简称设置。

3、投票时间： 2015�年11月20日上午 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

4、在投票当日，“川化投票”“昨日收盘价”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不设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

具体如下表所示：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1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参股公司股权质押向关联方申请借

款的议案。

1.00元

（3）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时间为：2015年11月1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15:00，结束时间为

2015年11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4年9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江区大弯镇团结路311号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联 系 人：付 佳 刘慧

联系电话：（028）89301891、（028）89300379

传 真：（028）89301890

邮 编：610301

（二）会议费用：会期预计半天，出席者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二〇一五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七、授权委托书（附后）

特此公告。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川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3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 被委托人：

委托人证券账户：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持股数：

序号 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 对 弃 权

1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参股公司股权质押向关联

方申请借款的议案。

注：1、请注明对参与表决议案投同意、反对、弃权票，如委托人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照自

己意愿表决。

2、本表可自行复制，单位委托需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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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

002741

股票简称：光华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51

号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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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说明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两个

交易日内（2015年11月12日、2015年11月13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2、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

化。

3、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问，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4、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形。

5、近期公司未发现定期报告披露前出现业绩泄露，或者因业绩传闻导致公司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6、经自查，公司董事会确认，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

充之处。

四、 风险提示

1、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并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16日

股票简称：西部证券 股票代码：

002673

编号：

2015-115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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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 ）的控

股子公司，西部证券持股比例51%。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贺燕

萍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决定聘任贺燕萍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 近日，西部利得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办理完成监管机构要求的备案事宜，现将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变更事项公告如下：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总经理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贺燕萍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

管任职资格

是

任职日期 2015-11-16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北京市永安宾馆业务主管，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

客户部经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机构销售部总经理助

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交易部副总经理、销售交易部

总经理，光大证券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具有近18年金融证券从业经验。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上述变更事项已经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2）自新任总经理任职之日起，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安保和先生不再代

为履行总经理职务。

特此公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

600741

证券简称：华域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5－036

债券简称：

13

华域

01

债券代码：

122277

债券简称：

13

华域

02

债券代码：

122278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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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1月13日，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548号），具体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73,162,940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

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时限内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16日

遗失声明

本公司编号为ZYD150463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原件因故遗

失。该证券质押登记证明登记内容为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将其持

有的三安光电 （证券编码：600703） 肆仟贰佰陆拾柒万股（42,

67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质押给我公司。 现我公司特此声明

该证券质押登记证明（编号为ZYD150463）原件将被本声明取代，

并于本声明出具之日作废。

安信乾盛财富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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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产权交易所

2015

年第

2015093

号拍卖公告

北京瑞平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产权单位委托，北京瑞平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将于2015年11月

30日上午9：00对北京首钢超群电力有限公司供水系统设备进行公开

拍卖。

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预展时间：2015年11月24日、11月25日（首钢厂东门华夏银行门口

集合）

拍卖地点：北京市朝阳门北大街乙12号天辰大厦1307室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的程序：

有意竞买者须于2015年11月27日下午14:00时前持有效身份证明

到北京产权交易所办理受让登记手续，同时将拍卖保证金人民币贰拾贰

万元整汇入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经北

交所确认具有竞买资格的竞买人，携带北京产权交易所开具的保证金收

据及有效证件到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拍卖公司咨询电话：13811379776� �联系人：赵先生

拍卖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北大街乙12号天辰大厦1307室

北交所咨询电话：010-66295555� �联系人：徐先生

北交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17号

北京产权交易所

2015

年第

2015094

号拍卖公告

北京瑞平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产权单位委托， 北京瑞平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将于2015年11月

30日上午9：30对北京首钢超群电力有限公司汽轮发电机组设备进行公

开拍卖。

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预展时间：2015年11月24日、11月25日（首钢厂东门华夏银行门口

集合）

拍卖地点：北京市朝阳门北大街乙12号天辰大厦1307室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的程序：

有意竞买者须于2015年11月27日下午14:00时前持有效身份证明

到北京产权交易所办理受让登记手续，同时将拍卖保证金人民币壹佰壹

拾万元整汇入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 （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经

北交所确认具有竞买资格的竞买人，携带北京产权交易所开具的保证金

收据及有效证件到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拍卖公司咨询电话：13811379776� �联系人：赵先生

拍卖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北大街乙12号天辰大厦1307室

北交所咨询电话：010-66295555� �联系人：徐先生

北交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17号

拍卖公告

受攀枝花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于2015年12月03日10时00分， 通过北

京产权交易所指定的网络竞价平台，以网络竞价方式对以下标的进行公

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

腾冲腾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所属的位于云南省腾冲县腾越镇观音

塘社区玉泉小区2号、3号的商业、住宅、车库在建工程房地产。 建筑面积

40609.77平方米及其所分摊土地使用面积14003.39平方米，建筑装饰装

修面积15174.67平方米 （在不影响酒店运行功能好办理过户手续前提

下，可分拆拍卖）。 参考价：22300万元，保证金：1500万元。

二、拍卖地点：攀枝花市新开源拍卖公司拍卖大厅（攀枝花市仁和

区迤沙拉大道577号，新开源二手车市场三楼），（竞买人可到拍卖现场，

亦可通过互联网参与竞价）。

三、 展示时间及地点：2015年11月16日起至2015年12月02日止，在

标的物所在地展示。

四、办理竞买手续事宜：

1、竞买人于2015年12月02日16时前将保证金缴纳指定账户（保证

金以到账时间为准）：（账户户名：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

行：农业银行攀枝花炳草岗支行，银行账号：2213� 2101� 0400� 09505）

2、竞买人于2015年12月02日16时前凭保证金付款凭证在攀枝花市新

开源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或北京产权交易所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对审核通过

的竞买人凭北京产权交易所发放的竞买帐号登录指定系统参与竞价。

3、标的的税、费缴纳及瑕疵等相关问题到攀枝花市新开源商品拍卖

有限公司或北京产权交易所咨询。

4、标的的当事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其他优先权人如参

加竞买，请按本公告规定的事项、条件、时间，办理竞买登记、缴纳保证

金、参加拍卖会，逾期视为放弃其相关权利。

五、特别事项说明：

1、上述资产按现状拍卖，本次购买应交纳税费及相关资料、文件，按

法律规定交纳、办理。

2、涉及标的当事人和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须按上述要求办理

竞买报名手续，并于拍卖会当日参加竞买，否则视为弃权。

六、联系方式：

（一）四川天府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18982067980� �刘女士

（二）北京中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联系电话：13438131108� �夏女士

（三）攀枝花市新开源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12-3340595� � 13808140028� � �董先生

（四）北京产权交易所

联系电话：18581842375� �陈女士

详细信息可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 及

“北京产权交易所网站(� www.cbex.com.cn)”查询。

四川天府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新开源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中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2015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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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产权交易所 北京产权交易所

*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G315BJ1006931

长春塔奥金环汽车

制品有限公司10%股

权

64879.81 36190.9 注册资本：2545.99万元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轿车结构部件。 3619.090000

G315BJ1006933

北京安泰科信息开

发有限公司6.39%股

权（223.6785万元出

资份额）

/ 34894.11

注册资本：3500万元 经营范围：信息咨询；市场调查；企业营销咨询；计算

机软硬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金属材料、机电设备、化工产

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品）、木材、百货、五金交电、仪器仪表；

为企事业提供劳务服务； 设计、 制作、 代理、 发布广告； 利用www.

metalchina.com、www.atk.com.cn（www.antaike.com）网站发布网络

广告；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等。

2236.785000

G315BJ1006932

中进真容汽车投资

管理（北京）有限公

司85%股权

1056.78 1056.7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维修）；保险兼业

代理；投资管理；销售汽车（不含小轿车）、汽车配件；汽车租赁；承办展览

展示；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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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000000

G315BJ1006934

云晨期货有限责任

公司40%股权

/ 32792.72

注册资本：11000万元 经营范围：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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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7.090000

G315BJ1006839-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40000000股股份

/ 1806000

注册资本：1464000万元 经营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

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无。

23940.000000

G315BJ1006926

北京燕嘉伟业房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5.357%股权

14082.94 8675.62

注册资本：56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接

受委托从事物业管理；投资管理；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工程项目管

理；承办展览展示；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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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64.752900

G315BJ1006928

新华广联（北京）传

媒投资有限公司49%

股权

/ 2020.93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计算机技术培训等。 1000.000000

G315BJ1006929

港中旅太湖（苏州）

置业有限公司100%

股权

38391.23 36625.62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批准

证书的有效期至2014年9月10日）。 一般经营项目：物业管理。

36625.6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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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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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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8)仅反映投

资账户截止 2015 年 11 月 12 日的

投资单位价格, 下一公告日为 2015

年 11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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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4559�

21.12716�

36.54185�

13.53550�

11.74270�

14.59757�

13.01964�

13.23935�

9.99120�

8.6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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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贺燕萍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

管任职资格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