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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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东直门外大街

42

号

宇飞大厦

6

层

615

、

620

、

621

、

622

号

4

套房产

标的资产为华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市东直门外大街42号

宇飞大厦6层615、620、621、622号4套房产， 标的资产评估值为1277.72万

元。

转让方：华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转让价格：人民币1277.72万元

动态报价公告期限：2016年06月20至2016年06月24日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17号

联 系 人：刘先生、李先生

联系电话：010-57896526、010-57896523

详情请参见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网站www.cfa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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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16BJ1007255

北京晁田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5%股权

1511.4 2.83

注册资本：2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销售图书、期刊、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音

像制品制作。 一般经营项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承办展览展示；会议

服务；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技术培训；广告设计、制作（仅限使用计算机进行制

作）；软件设计；影视策划；企业形象策划；翻译服务；劳务服务；家居装饰；租赁影视设备。

10.000000

G316BJ1007256

湖北中南鹏力海洋探测

系统工程有限公司41%

股权

1597.17 159.08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海洋与大气环境探测精密仪器设备、光电仪器、石油及天

然气设备、海洋工程装备、液压机械、液压凿岩机械、机械设备、精密钢管材料、金属结构件

的研发、制造、销售、售后服务及其零部件、原材料、整机、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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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704300

G316BJ1007257

乌兰察布市江河余热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100%股

权及3897.71万元债权

3669.04 -236.68

注册资本：1500万元 经营范围：产纯低温余热发电及同类业务投资开发；厂区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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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7.710100

G316BJ1007258

杭州京科置业有限公司

49%股权及19307万元债

权

42295.81 2893.76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投资管理等。 20938.945000

G316BJ1007259

国电中山燃气发电有限

公司51%股权及38113万

元的债权

41604.45 386.98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火力发电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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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310.359800

SW1606BJ00050

(GR2016BJ1001106)

神华铁路货车运输有限

责任公司2278辆报废敞

车

/ 4936.426000

转让资产为【神华铁路货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神华铁路货车运输有限责任公

司2278辆报废敞车】

4936.426000

SW1606BJ00077

(GR2016BJ1001080)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手动高压通用

测试机设备）

/ 7.0000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手动高压通用测试机设备）】

7.000000

SW1606BJ00076

(GR2016BJ1001081)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沉铜凹蚀线设

备）

/ 5.4000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沉铜凹蚀线设备）】

5.400000

SW1606BJ00075

(GR2016BJ1001082)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东源双轴钻机

设备）

/ 7.8000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东源双轴钻机设备）】

7.800000

SW1606BJ00074

(GR2016BJ1001083)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成品清洗机设

备）

/ 7.5000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成品清洗机设备）】

7.500000

SW1606BJ00073

(GR2016BJ1001084)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自动光学检测

仪设备）

/ 8.0000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自动光学检测仪设备）】

8.000000

SW1606BJ00072

(GR2016BJ1001085)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数控铣床设

备）

/ 5.1000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数控铣床设备）】

5.100000

SW1606BJ00071

(GR2016BJ1001086)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数控钻床设

备）

/ 5.5000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数控钻床设备）】

5.500000

SW1606BJ00070

(GR2016BJ1001087)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铜箔分条裁剪

机设备）

/ 3.8500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铜箔分条裁剪机设备）】

3.850000

SW1606BJ00069

(GR2016BJ1001088)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飞针测试仪设

备）

/ 2.3905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飞针测试仪设备）】

2.390500

SW1606BJ00068

(GR2016BJ1001089)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飞针测试仪及

配套电脑设备）

/ 7.3700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飞针测试仪及配套电脑设备）】

7.370000

SW1606BJ00052

(GR2016BJ1001105)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通用测试机设

备）

/ 5.5500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通用测试机设备）】

5.550000

SW1606BJ00067

(GR2016BJ1001090)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双轴铆钉机设

备）

/ 4.0950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双轴铆钉机设备）】

4.095000

SW1606BJ00066

(GR2016BJ1001091)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数控铣床设

备）

/ 5.6700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数控铣床设备）】

5.670000

SW1606BJ00065

(GR2016BJ1001092)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数控铣床设

备）

/ 5.6700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数控铣床设备）】

5.670000

*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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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1606BJ00064

(GR2016BJ1001093)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飞针测试仪设

备）

/ 1.4000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飞针测试仪设备）】

1.400000

SW1606BJ00063

(GR2016BJ1001094)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二轴数控钻机

设备）

/ 3.4500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二轴数控钻机设备）】

3.450000

SW1606BJ00062

(GR2016BJ1001095)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数控V割机设

备）

/ 5.5000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数控V割机设备）】

5.500000

SW1606BJ00061

(GR2016BJ1001096)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PCB测试台设

备）

/ 2.6000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PCB测试台设备）】

2.600000

SW1606BJ00053

(GR2016BJ1001104)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磨钻头机设

备）

/ 1.9500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磨钻头机设备）】

1.950000

SW1606BJ00051

(GR2016BJ1001079)

机器设备及电子产品等

资产一批

/ 20.110000 转让资产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机器设备及电子产品等资产一批】 20.110000

SW1606BJ00060

(GR2016BJ1001097)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去毛刺机设

备）

/ 3.0000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去毛刺机设备）】

3.000000

SW1606BJ00054

(GR2016BJ1001103)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主轴振动测定

器设备）

/ 1.4000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主轴振动测定器设备）】

1.400000

SW1606BJ00049

(GR2016BJ1001078)

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

公司处置部分报废资产

/ 193.980000

转让资产为【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拥有的【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处置部

分报废资产】

193.980000

SW1606BJ00059

(GR2016BJ1001098)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双位式密盖包

装机设备）

/ 1.2600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双位式密盖包装机设备）】

1.260000

SW1606BJ00058

(GR2016BJ1001099)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熔焊机设备）

/ 1.7000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熔焊机设备）】

1.700000

SW1606BJ00057

(GR2016BJ1001100)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自动装销钉钻

床设备）

/ 0.8400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自动装销钉钻床设备）】

0.840000

SW1606BJ00056

(GR2016BJ1001101)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电动起吊推车

设备）

/ 0.6650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电动起吊推车设备）】

0.665000

SW1606BJ00055

(GR2016BJ1001102)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PCB产业

相关资产（台车型热风烤

箱设备）

/ 0.420000

转让资产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PCB产业相关资产（台车型热风烤箱设备）】

0.420000

GR2016BJ1000815-2

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

刮板式速冷机

/ 1.245 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刮板式速冷机对外进行转让 1.125

GR2016BJ1000808-2

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

洗瓶机一台

/ 3.114 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洗瓶机对外进行转让 2.84

G316BJ1007252

昆山中传经典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40%股权

1850.23 914.63

注册资本：900万元 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会议服务、展览展

示服务等。

914.630000

G316BJ1007254

昌图县辽北新良粮食收

储有限公司60%股权

42.92 -45.41

注册资本：100万元 经营范围：粮食收购、储存、烘干、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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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00

G316BJ1007253

赤峰双平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30%股权

24970.4 9922.1

注册资本：7000万元 经营范围：农畜产品加工贸易（凭许可证经营）。 资产投资与管理，

房地产开发，矿产品销购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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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76.630000

G316BJ1007245

北京市恒亮加油站有限

公司60%股权

/ 1575.26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经营范围：零售成品油；零售预包装食品；洗车；销售润滑油、润滑脂、

汽车配件、日用百货、五金、交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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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45.1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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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加联泰资产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自2016年6月20日起,本公司决定参加上海联泰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泰资产）的基金申（认）购和定投费率优惠活动。投资者通过联泰资产的交易

系统进行申（认）购和定投申购基金的（仅限场外、前端模式），享受费率优惠。各基金具体折扣后费

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联泰资产活动公告为准。

一、 具体参加费率优惠的基金名称及代码如下：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长盛城镇化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354

长盛养老健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684

长盛生态环境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98

长盛同盛成长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813

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080001

长盛全债指数增强型债券投资基金 前端收费：510080

长盛动态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前端收费：510081

长盛中证 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9100

长盛沪深 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807

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805

长盛同德主题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039

长盛同益成长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812

长盛创新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80002

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80003

长盛同鑫行业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80007

长盛量化红利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80005

长盛环球景气行业大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80006

长盛战略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80008

长盛同禧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代码：080009

长盛同瑞中证 2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0808

长盛电子信息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80012

长盛同庆中证 8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806

长盛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80015

长盛同辉深证 100�等权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0809

长盛同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810

长盛双月红1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代码：000303

长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代码：000050

长盛年年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代码：000225

长盛电子信息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063

长盛航天海工装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35

长盛高端装备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34

长盛转型升级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97

长盛国企改革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239

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502013

长盛中证金融地产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0814

长盛上证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502040

长盛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502053

长盛新兴成长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892

长盛互联网+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085

长盛医疗行业量化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300

长盛同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代码：002283

长盛同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代码：002571

长盛沪港深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732

长盛同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代码：002789

二、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上述销售机构销售的基金，则自该基金开放申（认）购业务、定投之日起，将

同时参与相关销售机构的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销售机构的活动公告为

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三、特别说明： 长盛年年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盛双月红1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封闭运作，每年开放一次，不开展日常申购、定投业务。

四、重要提示

1、上述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

最新业务公告。

2、上述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相关销售机构。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

销售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其相关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466-788

网站：www.66zichan.com

?2、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2666（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站：www.csfund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

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购买货币

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存整

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

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835

证券简称：长城动漫 公告编号：

2016-068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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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避免公司股

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长城动漫，证券代码：000835）

自2016年2月29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已于2016年2月29日发布了《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10），于2016年3月7日、3月14日、3月21日、4月

5日、4月11日、4月18日、4月25日、5月3日、5月9日、5月16日、5月23日、6月6日、6月13日分别发布了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14、2016-018、

2016-020、2016-023、2016-027、2016-030、2016-036、2016-048、2016-052、2016-058、

2016-061、2016-064、2016-065）,于2016年3月28日、5月30日分别发布了《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22、2016-063）。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筹划中的西安灵境科技有限公司、广东飞翔达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收购相关工

作在正常推进过程中；同时公司拟收购汪忠文、洪冰雷、汪朝骥和汪雪微持有的北京迷你世界文化交

流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该公司主营儿童职业体验馆，目前已初步完成审计及评估工作。 公司还将进一

步协商、论证、完善重组方案。

停牌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由于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971

证券简称：高升控股 公告编号：

2016-56

号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中国证监会

并购重组委审核有条件通过暨公司股票复

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2016年6月20日（星期一）开市起复牌。

2016年6月17日，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于2016年6月17日召开

的2016年第43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式购买上海莹悦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

根据相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0971，证券简称：高升控

股）自2016年6月20日（周一）开市起复牌。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文件后

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六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820

证券简称：金城股份 编号：

2016－036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出

售、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

核委员会审核有条件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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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金城股份，股票代码：000820）于2016年6月20日（星期一）开市起复牌。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6月1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2016年6月17

日召开的2016年第43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金城股份，股票代码：000820）于2016年6月20日（星期一）开市起复牌。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文件，待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文件后将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592

证券简称

:

八菱科技 公告编号

:2016-79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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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今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黄生田

先生的辞职申请，黄生田先生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该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

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黄生田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黄生田先生

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后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公司及董事会对黄生田先生在担任董事会秘书

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在公司正式聘任董事会秘书之前，由公司董事

长顾瑜女士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请新的董事会秘书。

公司董事长顾瑜女士的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电话：0771-3216598

传真：0771-3211338

邮箱：nnblkj@baling.com.cn

地址：南宁市高新区科德路1号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20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信利发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提前结

束募集的公告

长信利发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519933）2016年4月21日经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886号文予以注册，并已于2016年5月30日开始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

为2016年6月24日。

为了更好的保护投资人利益，根据《长信利发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长信利发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长信利发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文件的相关

约定，经与本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提前结束本基金的募集，募集截止日提前至2016年6月22日，即自2016

年6月23日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也可访问本

公司网站(www.cx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566)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作基金资产。本公司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6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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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128

号投资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8

号静安中心

2012

室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电话：（

023

）

63622380

（

010

）

51085028-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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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16CQ1001728

四川明星万达房地产开发公

司100%股权

1350.64 910.62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经营项目:�叁级房地产开发建设。

910.62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方式023-63622508

G316CQ1001729

甘孜州奥深达润神矿业有限

公司100%股权

888.11 585.26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1200万元，经营项目:矿产品、电器机械及器材、五金交电、化工（不含危化品）建筑材料、工艺美术

品、汽车配件、日用品的销售（以上项目国家法律法规和禁止的除外）。

585.26

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方式023-63622508

G316CQ1001727

重庆源通电器设备制造有限

责任公司50%股权转让

28456.83 12704.38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5690万元，经营项目:�35kV级及以下电力变压器和电抗器，10kV级及以下配电变压器、35kV级及

以下成套开关设备、箱式变电站、无功补偿装置、充电桩、高低压元器件、电力金具、铁附件、电子产品生产、销售、维护

及相关生产技术咨询；普通货运；技术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仓储服务 ；水泥及砼制品生产、销售；电力电缆销售。

6352.19

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方式023-63622508

G316CQ1001697-3

重庆市弛电科技有限公司

95%股权

4889.12 1359.09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电子磁性元器件、照明电子及光电器件、电子铝材；生产电

线、电缆（仅供向有关部门办理许可审批，未经许可审批和变更登记，不得从事经营活动）；货物进出口（法律、法规禁

止的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经营）；销售电线、电缆。 联系方式：景先生，（010）51085788-8002

1226.58

G316CQ1001695-2

四川川投峨眉新银江铁合金

有限责任公司54.33%股权

20029.82 12738.65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40439.4363万元，经营范围:�铁合金及副产品生产、销售；环境保护机械开发、生产、销售；

铁合金生产设备制造。 联系方式：徐先生，13627655767

1539.13

G316CQ1001701-2

四川川投峨眉新银江铁合金

有限责任公司3.97%股权

20029.82 12738.65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40439.4363万元，经营范围：铁合金及副产品生产、销售；环境保护机械开发、生产、销售；铁合金生

产设备制造。 联系方式：颜先生，（010）51085023-8005

112.47

攀枝花市东区隆庆东路348号6栋4单元25号等13处房产竞价公告

标的系攀枝花市东区隆庆东路348号6栋4单元25号等13处房产，评估值601.47万元，挂牌价662.29万元，保证金4.27万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竞价分零转让。本项目挂牌期自 2016�年6月14日起至2016年6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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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挂牌交易相关其他事项及特别告知详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cquae.com）。 联系电话：（010）51085788-8006??联系人：陈女士??报名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

室

渝AA0477(奥迪2.8L)小型轿车等2辆旧机动车

标的包括渝AA0477奥迪FV7281CVT，挂牌价11.28万元，保证金3万元；渝AJS017途锐WVJAV671，挂牌价22万元，保证金6万元； 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协议或竞价分零转让。 标的详情及特别告知等详见网站公告（www.cquae.com）。 联系方式：刘女士

023-63622508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2楼央企部

重庆市沙坪坝区石小路115号及沙坪坝区石桥铺夏家湾土地及建筑物竞价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石小路115号及沙坪坝区石桥铺夏家湾土地及建筑物转让，评估值为801.37万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1300万元竞价整体转让，本项目挂牌期自 2016�年6月8日起至2016年7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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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挂牌交易相关其他事项及特别告知详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cquae.com）。 联系电话：023-63622380��联系人：徐先生 报名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2楼央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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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0)仅反映投

资账户截止 2016 年 6 月 16 日的投

资单位价格, 下一公告日为 2016 年

6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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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868�

20.01422�

30.28035�

13.74351�

10.56622�

13.30877�

10.70002�

13.25971�

9.20648�

5.5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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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项目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