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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票收益权转让及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5月4日接到公司

控股股东宁波天一世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一世纪” ）的通知，天一世纪于

2016年5月3日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票的收益权进行了转让， 并将该部分股票办理了

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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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4,000,000 18.95%

1）天一世纪（以下简称“乙方” ）与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签署

了《中泰·民淳28号股票收益权投资单一资金信托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本合

同”或“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 ）。

甲方通过拟设立的“中泰·民淳28号股票收益权投资单一资金信托”（以下简称“本信

托” ），以信托资金受让乙方持有的2400万股股票之收益权，并根据本合同约定由乙方在

约定时间内按照约定的金额支付该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 本信托自《中泰·民淳28号股票

收益权投资单一资金信托》（以下简称“信托合同” ）生效且委托人在信托合同约定时间

内交付信托资金之日起生效。 本信托期限不超过24个月。

2）天一世纪与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中泰·民淳28号股票收益权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股票质押合同》。

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天一世纪于2016年5月3日签订了《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

约定天一世纪向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为保障中泰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在《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项下的权利的实现，天一世纪自愿以其持有的2400

万股“理工环科”（股票代码：002322）限售流通股股票为天一世纪履行其在《股票收益权

转让合同》项下的义务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质押担保。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天一世纪持有公司股份126,656,706股，占公司总股本406,378,675

股的31.17%。

本次质押的股份为24,0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8.95%，占公司总股本的

5.91%。本次质押后，天一世纪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总数为88,176,706股，占其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69.62%，占公司总股本的21.70%。

二、备查文件

1、《中泰·民淳28号股票收益权投资单一资金信托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

2、《中泰·民淳28号股票收益权投资单一资金信托股票质押合同》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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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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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众合科技,证券代

码:000925） 自2015年11月3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5年11月3日公告了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

080）。 根据重组进展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5年11月10日、11月17日、11月24

日、12月1日、12月8日、12月15日、12月22日、12月29日、2016年1月5日、2016

年1月12日、2016年1月19日、2016年2月2日、2016年2月16日、2016年2月23

日、2016年3月1日、2016年3月8日、2016年3月15日、2016年3月22日、2016年

3月29日、2016年4月6日、2016年4月13、2016年4月20日和2016年4月27日披

露了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

为：临2015—081、临2015—082、临2015—083、临2015—084、临2015—086、

临2015—087、临2015—088、临2015—090、临2016—001、临2016—002、临

2016—016、临 2016—018、临 2016—021、临 2016—023、临 2016—024、临

2016—025、临 2016—026、临 2016—027、临 2016—043、临 2016—045、临

2016—047、临2016—049、临2016—051和临2016—058）。 2015年12月2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85）。 2016年1月28日，公司召开了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2016年2

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6—022）。

2016年4月22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议案，并于2016年4月25日发布了相关公告。 公司拟通

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唐新亮、宁波宽客御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

沁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萍乡市骏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北京润信鼎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文建红、张建强和江苏中茂节

能环保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购买其合计持有的苏州科环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实施后有关监管事项的通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

通车业务指引（2015年修订）〉（深证上〔2015〕231� 号）》等文件的相关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

2016年5月3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6】第30号），公司积极组织

各相关中介机构对上述问询函进行书面回复，截至本公告日，相关回复工作尚

未完成。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具体复牌时间待公司本次回复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另行公告。

本次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4日

■ 责编：李刚 电话：010－63070363� E-mail:zbs@zzb.com.cn

■ 2016年5月5日 星期四

财经要闻

conomy

A02

E

发改委：深入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

推动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和社会资本跟进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发改委网站4日发文指出，2016年一季度，

在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促投资稳增长政策

“组合拳” 带动下， 全国整体投资形势继续好

转，为稳定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下一步，

推动出台“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 以及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抓住

二、三季度项目建设高峰期，切实加快专项建设

基金项目开工和建设实施进度。 积极推动商业

银行信贷资金和社会资本跟进， 发挥投贷结合

的放大效应。

发改委指出，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85843亿元， 同比增长10.7%， 增速比

1-2月提高0.5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15384亿

元，同比增长19.6%，比1-2月提高了4.6个百分

点；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17677亿元，同比增

长6.2%，比1-2月提高了3.2个百分点；新开工项

目计划总投资81403亿元， 同比增长39.5%，比

1-2月降低了1.6个百分点。

发改委称，下一步要深入推进投融资体制

改革，推进投资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向纵深发展，着眼加快补齐发展短板，切实

加大投资力度，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

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引领带动作用，引

导金融资金和社会资本， 加大有效投资力度，

大力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着力改变农业基础薄

弱、农业生产能力不高的现状，加快工业化和

信息化融合速度，培育发展先进新兴产业和业

态，加快新型城镇化，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并继续充分发挥中央预算

内投资和专项建设基金积极作用，进一步加快

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下达进度，做好预算资金

拨付工作，加快计划执行进度，尽快形成实物

工作量。 组织开展中央预算内投资沉淀资金专

项督查工作。 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模式，进一步加强PPP项目推介工作，

吸引民间投资参与PPP项目建设。 统筹安排中

央预算内投资和专项建设基金，优先支持符合

投向的PPP项目建设。

4月CPI料环比微升 PPI跌幅有望收窄

□

本报记者 彭扬

国家统计局下周将陆续发布4月经济数据。

业内人士预计，4月CPI同比涨幅可能在2.2%-2.

6%之间，比上个月微升。 二季度CPI翘尾因素为

年内高点，会对物价起到抬升作用。同时，PPI跌

幅有望继续收窄。

CPI仍有上行可能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 根据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主要农副产品数据， 经过初步

测算，4月中上旬主要食品价格环比上涨、持

平、下降的种类分别占比27%、17%、56%，下降

的种类增多。 综合判断，4月CPI同比涨幅可能

在2.2%-2.6%之间，取中值为2.4%，比上个月

微升。

连平表示， 年初以来投资需求回升带动大

量工业材料价格上行， 将逐渐传导至非食品类

消费品价格。 二季度CPI翘尾因素为年内高点，

会对物价起到抬升作用。综合判断，影响物价上

涨的因素较多，未来CPI仍有上行可能。

瑞银中国研究报告认为， 虽然蔬菜价格大

幅回落，鸡蛋和水果价格也出现回调，但猪肉价

格环比加速增长。 即使猪粮比已创下2009年之

后新高， 但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量补库情况仍

未见起色。 预计下半年猪肉价格可能将持续高

位，不过二季度之后其同比增速会趋于下行。

PPI跌幅或持续收窄

天气回暖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新开工导

致上游产业价格的企稳回升，这将带动PPI环比

跌幅的收窄。 华泰证券研究报告表示，预计4月

PPI同比下跌3.8%，比3月份跌幅缩小0.5个百分

点；5月份PPI同比下跌4.0%， 与4月份跌幅扩大

0.2个百分点； 上半年PPI跌幅将维持在4.5%左

右，下半年会有明显的收窄。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认为， 需求改

善将带动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 近期基础工业

品价格暴涨，显示4月工业品价格环比将继续高

增长，PPI同比跌幅将继续收窄。

平安证券分析师魏伟认为，4月生产资料价

格整体上升，钢材、有色金属、橡胶、化肥均保持

上升趋势，且煤炭价格开始止跌企稳。 4月PMI

购进价格指数57.6%，较上月回升2.3个百分点，

呈现持续上行的态势。 购进价格的反弹将持续

带动PPI降幅收窄， 预计4月份PPI环比上涨

0.2%，同比升至-3.9%。

连平认为， 去年二季度和三季度工业产品

价格跌幅持续扩大，今年同比基数逐步走低，对

未来各月PPI同比增速将产生抬升作用。 实施积

极财政政策并加大力度， 发挥有效投资对稳增

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将提振投资需求，企业补

库存意愿提升， 带动大量工业产品价格保持恢

复性上升。随着去产能进程的推进，用3至5年时

间再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左右、 减量重组5亿吨

左右， 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至1.5亿

吨， 供给的下降将对相关产品价格起到一定的

支撑作用。此外，年内PPI翘尾因素逐月提升。因

此，未来PPI跌幅可能会持续收缩，但由于当前

跌幅较大，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一段时间。

社保基金一季度青睐消费医药等板块

□

本报记者 李超

上市公司一季报陆续披露， 全国社保基金

2016年在A股市场的首轮布局逐步显现。 据

Wind资讯数据，截至5月4日，已披露的上市公

司一季报显示，社保基金现身726家上市公司的

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一季度，社保基金及其

各类组合新进374只个股，增持236只个股，减持

151只个股。 整体来看，社保基金对IT、消费、材

料、房地产、医药等板块表现出较大兴趣。 分析

人士认为，从重仓流通股的行业配置情况看，社

保基金整体偏向于净利润增速较高、 净资产收

益率较高的行业。而社保基金顶层方案的出台，

是后续养老金入市的重要政策依据。

据Wind资讯数据，就社保基金组合在上市

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露脸” 的频度而

言，社保基金107组合暂列首位，位列69家公司

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 社保基金114组合、

社保基金118组合、 社保基金413组合各分别位

列66家、55家、47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

东名单。

就持仓变动情况而言，截至目前，紫金矿业、

天地科技、国投电力、中海发展、葛洲坝在一季度

受社保基金青睐，上述五股分别获社保基金各组

合增持10499万股、6300万股、3099万股、2283

万股、2199万股。在减持方面，社保基金对海润光

伏、巨化股份、中国武夷的减持数量位居前三位。

另外，春兴精工、华侨城A、省广股份等个股在一

季度内受到社保基金多个组合的青睐。

已披露的一季报显示， 社保基金对华侨城

A、紫金矿业、伊利股份三只个股的持仓数量最

多，且均超过1亿股。 IT、消费、材料、房地产、医

药等板块内的多只个股受到社保基金关注。

分析人士预计， 二季度社保基金的布局将

兼顾价值和成长性， 在股市震荡调整中依然积

极布局，消费类、制造行业相关个股将成为热点

投资标的。 作为长线投资者，社保基金对于投资

安全性、 稳定性、 资金的保值增值都有较高要

求， 其对于仓位的操作将成为市场投资者的重

要参考因素。

国金证券分析师李立峰表示， 从重仓流通

股的行业配置情况看， 社保基金整体偏向于净

利润增速较高、净资产收益率较高的行业。社保

基金顶层方案的出台， 是后续养老金入市的重

要政策依据。李立峰认为，地方养老保险基金委

托社保运营的步伐将加快， 后续扩大试点省份

范围， 将养老金结余资金委托社保投资运营的

可能性较大。

美联储拟推稳定金融系统新规

□

新华社电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３

日提议推出一项规

定， 以帮助大型复杂的金融机构实现有序破

产，避免无序破产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不再

重蹈

２００８

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金融动荡

的覆辙。

根据提议的新规， 美国

８

家系统重要性银行

及在美国经营的外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可在其与

客户签订的衍生品、证券借贷及回购协议等金融

合同中加入条款注明，合同对手在系统重要性银

行进入破产程序后

４８

小时内，不得解除合同。

美联储主席耶伦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由

于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衍生品和回购合同基本上

主导了每天的金融交易， 如果合同对手大规模

解除合同， 将有可能导致系统重要性银行无法

有序破产，引发资产抛售，同时将金融风险传递

至整个金融系统。

该项规定将从即日起至

８

月

５

日向社会征集

意见。 提议发出后，对冲基金等系统重要性银行

的合同对手表示反对这一规定， 称该规定剥夺

了投资者权利。

当天， 美联储和其他两家监管机构还联合

提议推出另一项稳定金融系统的规定， 要求大

型银行机构根据其资产、 衍生品等风险资产留

存一定比例的稳定资金， 从而提高银行机构的

韧性，降低破产可能性。

一季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量下滑态势现改观

□

本报记者 彭扬

国土资源部近日发布今年一季度国土资源

主要统计数据。 根据数据，一季度全国国有建设

用地供应量同比下降0.2%，下滑态势出现改观；

主要监测城市地价均变化平稳， 住宅地价环比

增速温和上行；矿业权出让有所下降；地质灾害

发生数量和造成损失明显增加。

相关负责人表示，总体看，一季度国土资源

数据与宏观经济数据的走势保持一致。 经济筑

底反弹带来土地需求回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土地市场和矿业权市场持续调整。

主要城市地价监测情况显示，一季度末，全国

105个主要监测城市综合、商业、住宅、工业地价分

别为3668元／平方米、6767元／平方米、5554

元／平方米和766元／平方米。四类用地价格环比

增长率分别为0.96%、0.57%、1.27%和0.73%，同比

增长率分别为3.55%、2.60%、4.66%和2.50%。

去年下半年以来， 全国一二线城市房价上

涨，带动了土地市场回暖及地价小幅回升。 今年

一季度内需逐步回升，消费、投资、工业均表现

良好。 高端制造业、新能源、快递物流业等战略

新兴行业逐步释放需求， 对冲了部分传统工业

用地需求萎缩。

上周沪深两市

新增投资者40.69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最新发布

的投资者情况统计数据显示，4月25日至4月29

日，沪深两市新增投资者数量40.69万，其中新

增自然人投资者40.60万，新增非自然人投资者

0.08万。

数据显示，截至4月29日，沪深两市投资者

数量为10,545.41万，其中，自然人投资者数量

为10,515.73万， 非自然人投资者数量为29.68

万；期末持仓投资者数量为5,125.69万；报告期

间参与交易的投资者数量为1,495.44万。

分A、B股账户来看， 已开立A股账户的自

然人投资者数量为10,447.00万，已开立B股账

户的自然人投资者数量为238.12万； 报告期末

持有A股的投资者数量为5,028.31万，持有B股

的投资者数量为104.66万； 报告期间交易A股

的投资者数量为1,456.82万， 交易B股的投资

者数量为4.34万。（刘国锋）

上月新三板公司

股票发行金额125亿元

全国股转公司4日发布2016年4月挂牌公

司股票发行相关情况。数据显示，上月新三板挂

牌公司累计发行301次，发行金额为125.3亿元。

按主办券商统计，申万宏源、安信证券、中信建

投三家券商发行次数最多，分别为22次、16次、

14次， 发行金额分别为5.3亿元、4.0亿元和10.2

亿元。（王小伟）

国家试点简化黄金

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审批手续

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

４

日发布公告，为

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促进贸易便利化，决定开

展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非一批一证”

管理试点工作。

记者从央行了解到， 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

口业务频繁的法人可按 《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

口管理办法》的条件和审批流程，申请“非一批

一证”准许证。“非一批一证”准许证可在有效期

内（自签发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超过规定数量和

批次报关使用。海关在准许证正本背面“海关验

放签注栏”内逐笔签注核减进（出）口的数量，报

关批次最多不超过

１２

次。

公告显示，实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非

一批一证”准许证管理试点海关为北京、上海、

广州、南京、青岛、深圳海关，自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

日起

施行。 其他海关，仍按照现行规定办理。

我国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实行准许证

制度。 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一批一证”

指的是一个准许证只允许在海关履行一个批次

的报关手续。 而“非一批一证”准许证指的是在有

效期内、不超过规定数量和批次的情况下，可在

试点海关多次报关，简化了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

口业务频繁的企业的报批程序。（新华社电）

农发行：

提升粮棉油信贷管理水平

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5月4日消息，农发

行日前在沈阳召开粮棉油信贷工作会议，对

2016年粮棉油信贷工作进行具体部署。 会议

表示， 认真落实国家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宏

观调控政策，坚持在不“打白条”的前提下防

控风险的指导思想，坚持“钱随粮走、购贷销

还、专款专用、库贷挂钩、封闭运行” 的管理

原则，用新思路、新要求和新举措提升粮棉油

信贷管理水平。

农发行表示，2016年要重点做好六项

工作。 一是全力做好粮棉油收购信贷工作。

东北地区各级行要密切关注玉米生产状况

和市场变化，早调查、早准备、早布局，结合

实际提前谋划，制定合理预案。 棉花收购信

贷实行“一行二策” ，新疆棉花收购全力确

保不出现“卖棉难” 和“打白条” ，内地实

行风险全覆盖支持模式。 二是全力做好去

库存工作。 要主动参与粮棉油去库存政策

调研和制度制定， 积极做好挂账前的准备

工作，摸清去库存中的粮棉油库存成本、生

产年度、占用贷款等情况，推进去库存和挂

账同步进行。 同时，加大市场性收购贷款促

销收贷力度。 三是全力支持好中储粮公司

落实国家宏观调控任务， 积极支持中储粮

公司的轮换等经营性业务资金需求。 四是

推进地方储备粮集中统一管理， 加强动态

储备企业准入管理。 五是严格粮棉油产业

化龙头企业准入标准， 把不良贷款清收与

干部管理挂钩， 坚决遏制粮棉油不良贷款

高发频发势头。 六是全面推行实施远程监

控系统，2016年上半年要在东北四省区实

现与中储粮公司的数据对接， 下半年在夏

粮主产区实现对接。 （刘国锋）

保监会批复三家险企税优健康险条款和费率

□

本报记者 李超

保监会网站4日发布消息，保监会于近日批复

同意平安人寿、中国人寿、新华保险等公司使用相

应的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

平安人寿对应产品为“平安税优保个人税收优惠

型健康保险（万能型）” ，中国人寿对应产品为“国

寿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万能型）A款（2016

版）” 和“国寿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万能

型）B款（2016版）” ，新华保险对应产品为“新华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

（万能型）A款”和“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万能型）B款” 。

保监会要求， 三家公司在使用上述各保险

产品的条款和保险费率时，应加强销售管理，明

确说明保险责任、责任免除、合同解除等事项，

确保消费者正确理解保险合同。 各公司要向消

费者详细说明医疗保险报销实行 “正面清单”

的原因、内容、优势等，不得误导消费者。 同时，

各公司应按照规划合理开展业务， 加强现金流

监测和偿付能力管理，防范经营风险。

楼继伟：全球经济

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理事会第

４９

届年会

２

日至

５

日在法兰克福举行，会议讨论了亚太地区

经济形势、亚洲国家推动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

动亚行改革等议题。

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国务秘书费希

特主持了理事会会议， 来自亚行各成员理事及

相关金融机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中国财政部

部长楼继伟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

楼继伟在发言中表示， 当前全球经济依然

面临严峻挑战。各国应加快推动结构性改革，增

强经济的灵活性和韧性， 通过创新为经济注入

可持续增长动力。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亚太

地区同样面临艰巨的结构性改革任务。

楼继伟说， 作为本地区重要的多边开发机

构，亚行应主动适应形势变化，积极有所作为，制

定包括中高收入国家合作战略在内的更具前瞻

性的发展战略； 开发更具创新性的政策工具，切

实提高项目质量； 加强亚行治理结构和机构能

力；全面拓展与现有多边发展援助机构以及亚投

行、金砖银行等新机构的合作，并采取公私合营

（

ＰＰＰ

）模式加强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

楼继伟强调，今年是亚行成立

５０

周年，也是

中国和亚行合作

３０

周年。 中方将一如既往地支

持亚行，并深化与亚行的全方位合作。中国将向

亚行第

１２

期亚洲发展基金捐款

１

亿美元，支持亚

行低收入成员的减贫事业。 中方希望亚行能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 以自身变革带动自身更好发

展， 并为亚太地区的减贫和发展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