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能源局：

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

国家能源局

２８

日发布消息说，

２０１６

年要

积极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和淘汰落后产

能，加快关闭退出灾害严重、不具备安全生产

条件、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煤矿。

国家能源局网站

２８

日发布的消息显示，

煤矿瓦斯防治部际协调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

议当天在北京召开。 会议披露，

２０１５

年，全国

煤矿发生瓦斯事故

４５

起、死亡

１７１

人，同比减

少

４

起、

１０１

人，分别下降

８．２％

、

３７．１％

。

会议指出，虽然近几年煤矿瓦斯事故逐年

大幅度下降，但事故总量依然较大，重大瓦斯事

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非法违规生产矿井瓦斯

事故多发，煤矿瓦斯防治形势依然严峻。煤炭企

业普遍亏损，部分企业通过减少安全投入、压缩

瓦斯治理时间控制成本，埋下安全隐患。

数据显示，

２０１５

年，全国煤层气（煤矿瓦

斯）抽采量

１８０

亿立方米、利用量

８６

亿立方米，

同比分别增长

５．５％

、

１１．５％

。 煤层气产业仍处

于起步阶段，规模小，利用率低，制约发展的

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

会议还提出，

２０１６

年，各地区、各部门要

全面落实煤矿瓦斯防治各项工作措施， 力争

遏制一次死亡

３０

人以上的特别重大瓦斯事

故， 努力减少一次死亡

１０

人以上的重大瓦斯

事故， 煤矿瓦斯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

１０％

以上；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量

１９０

亿立方

米，利用量

９２

亿立方米。（新华社电）

中国成为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第三大股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

２７

日宣布

ＩＭＦ２０１０

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已正式生效，

这意味着中国正式成为

ＩＭＦ

第三大股东。

ＩＭＦ

在一份声明中说，

ＩＭＦ

的 《董事会改革

修正案》从

１

月

２６

日开始生效，该修正案是

ＩＭＦ

推进份额和治理改革的一部分。 根据方案，约

６％

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

家转移 ， 中国份额占比将从

３．９９６％

升至

６．３９４％

，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仅次于美国

和日本。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

４

个新兴经济

体跻身

ＩＭＦ

股东行列前十名。

该方案生效后，

ＩＭＦ

份额将增加一倍，从

２３８５

亿特别提款权（

ＳＤＲ

）（约合

３２９８

亿美元）增

至

４７７０

亿

ＳＤＲ

（约合

６５９７

亿美元）。

ＩＭＦ

执董会成

员将首次全部由选举产生。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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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6年1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2016年1月20日通过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12人，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12人。 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 、关于固定资产处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2015年度公司固定资产盘存评审结果，公司本部、河北长安、合肥长安、

北京长安、保定常客、南京长安存在因提足折旧正常报废、技术改造淘汰等原因，

不能使用的机器设备和其他设备、生产及办公类房屋，以及公司本部房屋转让共

计2,880项，账面原值42,286.82万元，净值21,433.74万元，影响当期损益（减少

利润）3,338.74万元。

议案二 、关于计提、转回或转销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本公司会计政策，2015年公司计提、转回或转销减

值准备情况汇总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年初账面

余额

本期计提

额

本期减少数

期末账面

余额

备注

转回 转销

一、坏账

准备

7,129.23 260.03 452.22 25.01 6,912.03

二、存货

跌价准备

15,459.58 23,729.65 2,295.56 8,241.28 28,652.39

计提主要为未实现

销售存货减值；转回

主要为已计提减值

存货价值回升；转销

主要为已计提减值

存货实现销售或处

置。

三、固定

资产减值

准备

59,652.81

39,

462.71

- 18,108.83 81,006.69

转销主要为已计提

减值固定资产实现

处置。

四、在建

工程减值

准备

1,045.87 - - 1,045.87 -

五、无形

资产减值

准备

9,749.65 2,033.96 - - 11,783.61

六、商誉

减值准备

7,346.53 - - - 7,346.53

合计 100,383.67

65,

486.35

2,747.78 27,420.99 135,701.25

2015年减值准备计提对公司当期税前利润的影响为减少税前利润62,

738.57万元人民币。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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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天盈黑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参与投资微医集团有限公司（原“挂号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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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月28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深圳天盈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天盈创新” ）通知，

其参与投资设立的深圳天盈黑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简称“天盈黑石” ）与深圳市前海盈合大健

康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深圳市前海盈合大健康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二

期）》，天盈黑石投资1.226亿元人民币认购深圳市前海盈合大健康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简

称“盈合大健康” ）LP份额。

盈合大健康（二期）主要投资于上海安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简称“安寅投资” ），

根据其与安寅投资签订的《上海安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盈合大健康投资1.4亿

元人民币认购安寅投资LP份额。安寅投资拟2000万美元投资微医集团有限公司（原“挂号网” ），目

前已取得江苏省商务厅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资证第N3200201600054号）。

一、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天盈黑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9957028X；经营场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

一路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前海盈合投资有限

公司；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期货、保险及其他金融业务），投资管理（不含证

券、期货、保险及其他金融业务）。 天盈黑石总认缴出资额为2.5亿元人民币，深圳市前海盈合投资有

限公司认缴额为650万元人民币，天盈创新认缴额为24,250万元人民币，北京捷存慧鑫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认缴额为100万元人民币。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盈合大健康，注册号：440300602467157，成立于2015年6月19日，经营场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

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前海盈

合大健康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期货、保险及其他金融

业务）；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

安寅投资，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K34TU46；成立于2015年12月21日，主

要经营场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华申路180号1幢6层6032室；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安和

大健康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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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微医集团有限公司（原“挂号网” ）基本情况

根据挂号网（guahao.com）官网显示，微医集团有限公司（原“挂号网” ）成立于2006年，注册

地为开曼群岛，董事长为廖杰远。 微医集团有限公司（原“挂号网” ）以“就医不难、健康有道” 为使

命，致力于以信息技术推动中国医疗健康产业的变革，通过互联网连接医院、医生和患者，促进三者

间信息的高效共享，并提供最领先、最受信任的移动医疗服务，打造互联网全国分级诊疗平台和良性

互动的医疗服务与健康产业生态圈。

截至2015年12月，微医集团有限公司（原“挂号网” ）已经与全国27个省份、1900多家重点医院

的信息系统实现连接，拥有超过1亿的实名注册用户和19万名重点医院的专家。 2011、2012、2013、

2014年度，微医集团有限公司（原“挂号网” ）累计服务患者人次分别为650万、2800万、7200万、1.6

亿，截至2015年12月份已突破2.7亿，累计为国人节省2000万个工作日，已快速成长为国内最大的就

医服务平台和移动互联网就医服务第一入口。

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分析

天盈黑石参与投资微医集团有限公司（原“挂号网” ），有助于拓展公司投资渠道，分享互联网

医疗产业及股权投资市场的收益，微医集团有限公司（原“挂号网” ）通过和移动医疗产业链上相关

机构的深度合作，逐步创建了以医、药、险为核心的全新商业模式和行业生态圈，目前已经成为国际

领先的移动医疗服务平台。 本次投资有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不断提高公司的投资水平，为

公司和股东争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合伙企业因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交易方案、并购整合等多种因素影响，

可能面临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并且在运作过程中仍不能排除市场、利率、政策及法律等方面带

来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有限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及时控制风险，确保公司投资的安全和收益。

特此公告。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29日

发行力度加大 地方债投资主体待扩容

各地置换地方债每季至多发行30%规模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财政部日前就2016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发

布通知称，2016年地方债通过公开发行和定向

承销方式发行。鼓励地方财政部门在合法合规、

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研究探索面向社会保险基

金、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保险公司

等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发行地方债。

通知明确， 各地每季度置换债券发行量原

则上控制在当年本地区置换债券发行规模上限

的30%以内（累计计算），即截至第一季度末发

行量不得超过30%， 截至第二季度末发行量不

得超过60%， 截至第三季度末发行量不得超过

90%。分析人士预计，2016年地方债置换与新增

规模将达到6万亿左右。新增债券将增加地方可

用资金， 存量置换债则帮助减轻地方债务成本

支出，利于稳增长。

谨慎控制新增债券额度

2016年地方债仍然包括新增债券和存量置

换债券。 通知明确，对于新增债券，地方财政部

门应当根据对应项目资金需求、 库款情况等因

素，合理确定发行进度安排。 对于置换债券，在

满足到期存量债务偿还需求的前提下， 各地每

季度置换债券发行量原则上控制在当年本地区

置换债券发行规模上限的30%以内 （累计计

算）， 即截至第一季度末发行量不得超过30%，

截至第二季度末发行量不得超过60%， 截至第

三季度末发行量不得超过90%。

中债估值中心预估，2016年地方债发行会

在2015年的基础上增加50%至60%的规模。 业

内人士称，在中央严控地方债务风险背景下，地

方债再度扩容，存量置换债券是重点。新增债券

额度仍会谨慎控制， 地方稳增长除了借力地方

债，还得综合运用其他投融资手段，如通过PPP

模式撬动社会资本。

中金公司固定收益研究组认为， 存量债务

在未来2至3年完成置换， 意味着未来将提前置

换未到期债务。 预计2016年地方政府债券置换

与新增规模总计约6万亿。预计春节前会有少量

地方债发行， 但集中供给或需待春节后甚至两

会后。2016年地方债发行将更加均匀，且债务余

额管理制度下，地方政府发债的自主性将增加。

分析人士认为， 地方债发行能缓解地方政

府的资金压力。新增债券能增加地方可用资金，

存量置换债则能帮忙减轻债务成本支出， 更多

资金能用于稳增长。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 当前我

国监管层的政策导向仍然是积极推进包括债券

在内的直接融资发展， 以支持实体经济的增长

和转型。 预计2016年地方债置换的额度应该会

比2015年有所增加。同时，随着城投债的政策约

束趋松，预计城投债发行量也不会小。

研究推进地方债主体多元化

由于地方债发行将继续加大力度， 投资主

体扩容势在必行。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杨瑞金

日前表示，2016年地方债发行任务十分繁重，国

家将进一步完善地方发行相关制度， 积极研究

推进地方债主体多元化。

通知明确， 鼓励地方财政部门在合法合

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研究探索面向社会保

险基金、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保

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发行地方

债。 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在上海等自由贸

易试验区发行地方债试点工作，在符合有关规

定的前提下吸引外资法人金融机构参与自由

贸易试验区地方债发行， 积极探索积累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

杨瑞金称，在目前基础上，鼓励更多面向社

会保险基金、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等以及个人

投资者参与投资地方债。 积极推动地方债二级

市场建设。 着力提高地方债流动性，建立地方债

收益率曲线。 继续加强对地方财政部门发债工

作的指导，加强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及时研究

解决发债过程中遇到实际问题， 保障2016年地

方债务发行圆满完成， 推动地方政府债券市场

健康、稳定、长期、可持续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 随着越来越多省份发行地

方债，各地价格或出现分化。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温来成认为，随着地方债发行越来越多，不同区

域地方债价格差别有望进一步扩大， 财力雄厚

的地区，有望以更低资金成本融资；而财政困难

的地方，融资成本相对会高一些。

券商人士表示， 去年地方债还难言出现地

区分化，如果出现地区分化，应该是不同品种的

债券利率都有差异。另外，省与省之间的差别不

太明显，利率波动还跟资金面的紧张程度有关。

银监会：城商行助推科技创新创业企业发展

截至2015年末，已有5家民营银行开业运营

□

本报记者 刘国锋

28日， 第27场银行业例行新闻发布会公开

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我国城市商业银行

法人机构数共计133家，已开业民营银行法人机

构数共计5家。

银监会城市银行部表示，目前，城商行已成

为各城市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重要生力军。 城

商行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特点，研发

新的业务产品，创新金融配套服务，着力满足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特色化金融需求，积极助推

科技创新创业企业发展。 同时， 城商行还抓住

“互联网+” 的历史机遇，积极开展互联网金融

服务，为银行业的金融创新增添了新的力量。 截

至2015年末，已有5家民营银行开业运营。

南京银行新闻发言人童建表示， 南京银行

作为第一家上市的城商行，坚持服务地方经济，

支持小微企业，助力科技创新。 截至目前，南京

银行累计支持初创型科技企业300多亿，2000

余户，当前余额超百亿，信用及信用放大类业务

占比50%以上。 针对初创型科技企业“轻资产、

高成长、高风险” 的特性，南京银行逐步形成一

套科技金融特有的新型信贷文化和风险评价技

术，重点加大对企业未来现金流的把握，有效规

避“高风险” 。

杭州银行副行长丁锋表示，该行将“科技

文创金融” 列为全行战略特色业务，专注于培

育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运用全周期服务的思路，

根据企业成长过程中不同阶段， 提供配套金融

服务。目前，杭州银行服务的科技文创金融客户

数达到4005户，累计投入信贷资金超过千亿元，

融资余额205.73亿元，户均融资500万元。

西安银行副行长王欣表示， 该行以服务中

小企业作为基本定位之一， 成立了小微金融专

营部门，构建了信贷工厂经营模式，建立分级授

权授信制度，大幅提高审批效率和专业性。 该行

通过创新担保方式， 解决了企业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却因缺少抵押担保而融资受限的问题，是

陕西省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总量最大的金融机

构，占全省30%。

去年险资运用余额

达111795.49亿元

保监会网站28日发布的“2015年保险统

计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末，保险资金

运用余额达111795.49亿元， 较2015年初增

长19.81%。 其中，投资债券达38446.42亿元，

占比34.39%； 投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达

16968.99亿元， 占比15.18%； 其他投资达

32030.41亿元，占比28.65%。

截至 2015年末 ， 保险业总资产达

123597.76亿元，较2015年初增长21.66%。其

中，产险公司总资产18481.13亿元，较2015

年初增长31.43%；寿险公司总资产99324.83

亿元，较2015年初增长20.41%；再保险公司

总资产 5187.38亿元 ， 较 2015年初增长

47.64%； 资产管理公司总资产352.39亿元，

较2015年初增长46.44%。养老保险公司企业

年金受托管理资产达4168.8亿元， 投资管理

资产达3525.51亿元。（李超）

商务部：加强与二十国集团

贸易投资领域合作

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28日在“二十国集

团贸易投资工作组第一次会议” 上表示，为

积极回应工商界诉求，中方今年将与各方一

道， 就加强二十国集团贸易投资机制建设、

促进全球贸易增长、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等议

题展开讨论，并争取实现三项目标：一是加

强与二十国集团贸易投资领域合作，推进贸

易部长会议机制化进程，使二十国集团在全

球经贸治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二是为支持

多边贸易体制做出更多贡献，包括反对保护

主义、加强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的

协调以及探讨内罗毕会议后多边贸易体制

发展方向；三是推动全球贸易投资恢复强劲

增长，争取制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全球投

资合作框架、全球价值链能力建设行动计划

等合作倡议。

王受文指出， 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内生产

总值占全球约85%，贸易额占全球近80%，有

责任也有能力为促进全球贸易增长发挥重要

作用。 在当前全球贸易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

背景下， 工商界高度期待二十国集团采取切

实行动，加强贸易投资领域合作，推动营造良

好商业环境。（倪铭娅）

商务部：统筹规划好追溯体系建设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商务部副部长房爱卿日前在2016年全国

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工作会议上表示，《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

设的意见》在深入总结前期试点项目建设经验

的基础上，就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

做出全面部署，标志着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

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商务部将更加注重追溯模

式和技术的创新，聚焦供给侧改革，借力“互联

网+” ，助力消费转型升级，增添追溯体系建设

新动力。

房爱卿强调，要将追溯体系作为一项重要

民生工程和公益事业， 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

进。要围绕重点产品、重点企业和重点区域，抓

紧制定实施工作方案和重要产品名录，统筹规

划好追溯体系建设。要坚持形式多样与互联互

通相结合，保证追溯体系建设成效。 要兼顾质

量、消费和发展等多重目标，扩大追溯体系应

用价值。

房爱卿表示， 目前商务部已支持58个城

市、18个中药材产销大省总共1.35万家企业

建成运行追溯体系，覆盖经营商户20余万户，

初步形成辐射全国、连接城乡的追溯网络，在

提升流通安全保障水平、市场管理水平、流通

现代化水平和居民消费信心等方面发挥了良

好作用。

地方两会齐吹国企改革号角

（上接A01版）内蒙古自治区提出，坚决有

力化解过剩产能， 研究制定总体实施方案和分

类推进办法，通过技术改造升级一批、兼并重组

整合一批、对外投资转移一批、严格标准淘汰一

批、完善政策扶持一批，稳扎稳打、有力有序地

做好工作，务求取得实质性进展。 对资不抵债、

连年亏损、扭亏无望的“僵尸企业” ，加快兼并

重组或依法破产清算，退出市场。

陕西省提出，全力打好“去产能” 歼灭战，

重点开发陕北和彬长煤矿， 逐步关停渭北老矿

区。 坚决淘汰“僵尸企业” 、高污染企业和产能

过剩领域无竞争力企业，妥善安置分流人员。

山东省提出，下决心推动钢铁、煤炭、水泥、

有色、船舶、玻璃、轮胎、地炼等行业去产能，实

施化工产业搬迁改造和结构调整攻坚战。 对丧

失自我修复能力的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债务重

组、破产清算等方式，实现市场出清。

产业整合高潮可期

中泰证券认为， 今年地方两会对于股权多

元化、资产证券化、落后产能清退方面作了许多

新尝试，下一步，在全国两会前后，有望在中央

对国企改革的部署中看到对于上述新变化的明

确。 相关股权激励和产能清退的细则如果得到

明确，意味着困扰国企改革的关键“瓶颈” 今年

有望打破。今年将是重组与清退产能年，有望带

来市场对于国企改革预期的重构。 在监管部门

鼓励、市场倒逼、制度建设推进的背景下，或许

会迎来产业横向整合的高潮，钢铁、水泥、电解

铝、平板玻璃、船舶等产能过剩行业的资本市场

兼并重组事件将大概率增多。

国海证券认为，去产能势必要对国企整改，

清理坏资产， 而地方都有较大的资产证券化需

求，上市国企后续资产注入的预期将大大增强。

建议重点关注地方国企和央企产能过剩领域的

壳资源，如行业属于产能过剩领域，包括煤炭、

钢铁、有色、建材等；再如效益较差甚至处于长

期亏损状态、 改革需求迫切的公司以及背靠大

集团、资产证券化率较低且有优质资产的公司。

南方A50ETF单日获4亿元净申购

□

本报记者 曹乘瑜

昨日，A股延续疲弱表现， 上证指数跌

2.92%。 值得关注的是，香港直接投资内地A股

市 场 的 RQFII-ETF———南 方 富 时 中 国

A50ETF录得近4亿元人民币净申购，全天都处

于溢价状态，截至收盘，溢价率为1.01%。

南方A50ETF是全球最大直接投资A股市

场的ETF，高峰期规模达500亿港元，但近期随

着A股下跌，规模缩水至170亿港元。 南方东英

人士资本市场部经理李梓维表示， 在近期A股

大幅下跌后， 海外投资人对A股投资情绪有所

变化， 部分国际投资人认为A股的底部已经逐

渐形成，投资机会显现，导致今日南方A50ETF

全天都处于溢价状态。

部分业内人士认为，这一信号还有待观察，一

方面，目前QFII余额仍然在增加，另一方面，QDII

额度仍然供不应求， 这说明资金仍然在向海外配

置，海外资金还没有大规模入场。某香港私募人士

认为，真正的入场信号应该是人民币稳定。国内某

公募基金QFII负责人认为，外资对国内情况并不

了解，主要看人民币贬值的情况。 虽然A股下跌已

经释放了风险，但从全球范围来看，A股资产仍然

不算便宜，创业板仍然有三十倍市盈率。

外汇局未对外企

在华利润汇回设限

中国人民银行28日称， 近日有媒体称

“中国将限制外企在华盈利汇回” ，此消息不

属实。

央行称，外汇局相关政策无任何变化。目

前， 已按规定办理外汇登记的外资企业汇出

利润， 由银行按规定对与本次利润汇出相关

的董事会利润分配决议、 税务备案表等材料

进行真实性合规性审核后即可办理。（任晓）

东方资产将

启动上市引进百亿资本

记者

２８

日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获悉，

２０１６

年， 该公司将尽快完成股份公司的工商登

记和挂牌工作，组建股份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

经营管理班子，启动公司上市引战工作。今年底

或明年初， 公司将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引进约

１００

亿元资本。

据东方资产有关负责人介绍，

２０１５

年， 东方

资产实现净利润

７０．５６

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３．９９％

，

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净资产收益率 （

ＲＯＥ

）达到

１５．８５％

，经营质量保持在较高水平。收购大连银行

后，东方资产集团总资产将跳增至

６０００

多亿元。

根据国务院批复的东方资产改制方案，财

政部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将共同发起设立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两家发起

人股东已经签署发起人协议， 履行出资并完成

验资事项； 与此同时， 政策性剩余资产实现买

断，政策性负债得到免除，财务重组方案已经明

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