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号），自2008年9月16日起，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对本公

司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等估值日没有市价的投资品种， 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

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0.25%以上的，采用指数收益法调整最近交易市价，确定公允价值。

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自2013年10月24日起，本公司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美

盈森（证券代码：002303）适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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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

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533

证券简称：万家乐 公告编号：

2013-049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申请材料获得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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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3年10月2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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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31268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本公司提交的《广东

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还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以及最终

取得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

:

国栋建设 股票代码

:600321

编号

2013-029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

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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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栋集团"）的通知，国栋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 国栋集团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150,000,000股公司股票进行期限为1年的股

票质押回购业务。

2、国栋集团于2013年10月23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质押回购业务，股份质押期限自

该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质押期间该

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3、国栋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358,060,570股，占公司总股本30.32%，本次质押的15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70%。截止本公告日，国栋集团累计质押343,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05%。

特此公告。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10

月

25

日

A

股简称

:

招商银行

H

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

2013-053

A

股代码

:600036 H

股代码：

0396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招商信诺

50%

股权

收购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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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本公司于2008年5月5日与深圳市鼎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签署协

议，收购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下称"招商信诺"）50%股权（下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已取得所有必要的监管批准并完成交割手续，招商信诺也于近日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交易完成后，招商信诺中文名称保持不变，英文名称将由"CIGNA� &� CMC�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变更为"CIGNA� &� CMB�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于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持有招商信诺50%股权，信诺北美人寿保险公司持有招商信诺

50%股权。

有关本次交易的其他详情请参阅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交所和本公司网站

上刊登的日期为2008年5月5日、2008年6月27日、2011年6月3日及2013年3月28日的相关公

告。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0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600598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

2013-060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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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24日在哈尔滨市南岗区汉水路263号公司

八楼会议室召开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1,150,262,331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64.7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

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

案事项合法有效。会议由刘长友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决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更换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公司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合作长达十一年， 可能会在审计工作独立性和审计质

量等方面受到一定影响，因此，公司决定更换年度审计机构。同时，为确保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

工作协调进行，将两项审计工作委托同一审计机构承担。公司本着维护审计独立性，注重提升

审计质量，合理降低费用支出原则，通过广泛邀请、深入交流、综合评定、合理报价等方式，最终

确定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中标人。

同意1,150,262,331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代表股

份有效表决票数的100%。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提议扩大公司的经营范围，增加"农药的采购与销售"的经营内

容。

同意1,150,262,331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代表股

份有效表决票数的100%。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岳晓峰和马晓东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海马汽车 股票代码：

000572

编号：

2013-47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提示

1、 公司董事会于2013年10月9日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10月24日下午14:00

2、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秦全权董事长

6、本次股东大会的内容及大会召集、召开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计2人，代表股份578,325,5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1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海南 雨润律师事务所谢

国华、朱永斌律师出席大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的议案》。

同意票578,325,5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

0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海南雨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谢国华 朱永斌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0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0553(200553)

证券简称：沙隆达

A(B)

编号：

2013-58

号

Celsius Property B.V.

关于部分要约收购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B

股股票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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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Celsius� Property� B.V.公告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B股要约

收购报告书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275号），Celsius� Property� B.V.(“Celsius” )于2013年

10月11日公告了《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B股要约收购报告书》，并约定自2013年10月11日

起向全体沙隆达B股流通股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收购其所持有的B股流通股份。本次要约收购

具体内容如下：

一、要约收购基本情况

要约收购股份类别 要约价格 预定要约收购数量 占总股本的比例

流通B股 6.58港币/股 148,480,805股 25%

二、要约收购目的

为积极部署实施农化业务资产的全球化布局， 进一步增强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及其子

公司在境内外农化业务的协同效应， 中国农化计划通过境外控股子公司Makhteshim-Agan�

Industries� Ltd.下属的Celsius对沙隆达的B股股票实施部分要约收购，以进一步增强中国农化

对沙隆达的控制权。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沙隆达B股股票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三、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32个自然日，自2013年10月11日至2013年11月11日。其中，在要约

收购期限届满前3个交易日内（即2013年11月7日、8日、11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

接受。

四、操作流程

1.股东应当在要约收购有效期内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

办理有关申报手续。申报方向：预受要约应申报卖出，撤销已预受的要约应申报买入。预受要

约有效的股份数量以股东当日收市后实际持有的未被冻结、质押的股份余额为准。

2.股东申报过程中须关注下列要素内容

证券名称 收购编码 申报类型 要约收购价格

沙隆达B 990035 预受要约 6.58港币/股

3.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当日可以撤销预受申报，股东在申报当日收市前未撤销预受申报

的，其预受申报在当日收市后生效。

4.股东拟撤回预受要约的，可以在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申报撤回，已预受要约的股

份将于撤回申报的次日解除临时保管，并可以进行转让。若申报撤回预受要约数量大于已预

受股份（含当日预受）数量，则超出部分无效，剩余撤回申报有效。在要约期届满前3个交易

日内（即2013年11月7日、8日、11日），接受要约条件的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预受。

5.要约期满后，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少于或等于收购人预定收购数量，则收购人按照

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购买被股东预受的股份；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预定收购数量时，收

购人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

6.�投资者已申报预受的股份应避免再申报卖出,已申报卖出的股份应避免再申报预受

要约。若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的当日申报卖出已预受股份的,或股东在申报卖出股份的当日

申报预受要约的，预受要约申报有效,若股东未在当日或次日撤销预受申报,会造成相关卖出

股份在其交收日卖空,投资者需补购所卖空股份,其卖空所得收益将被没收且需缴纳罚款，具

体详情请参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深市B股结算会员买空卖空

处理试行办法》（http://www.chinaclear.cn/old_files/1163818869451.pdf）。

具体操作程序详见2013年10月11日刊登的《Celsius� Property� B.V.关于要约收购湖北沙

隆达股份有限公司B股股份申报公告》

五、预受要约情况

截至2013年10月2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午收市后，预受要约数量合计794,701股。

六、本次要约收购详细信息

投资者如欲了解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 请查阅2013年10月11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B股要约收购报告书》 及《Celsius�

Property� B.V.关于要约收购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B股股份申报公告》等相关内容。

本次公告为Celsius关于部分要约收购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B股股票的第二次提示性

公告。

Celsius Property B.V.

2013

年

10

月

24

日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华商大盘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信证券"）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自2013年10月25日起国信证券开始代理本公司旗下华商大盘

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630015）的销售业务,并开通定期定额申购

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

投资者可在国信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及销售网点办理如下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转换等

业务。（如有变化请以国信证券公告为准）

一、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1、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国信证券提交申请，约

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国信证券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

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2、投资者可与国信证券自行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开通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基金最低

扣款金额为人民币500元（如有调整，请以国信证券公告为准）。

3、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申购费率等同于正常申购费率,计费方式等同于正常的申购业务。

4、投资者可与国信证券约定每期固定扣款日期，固定扣款日期应遵循国信证券的相关规

定。

5、投资者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相关流程和业务规则请遵循国信证

券的有关规定。

二、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1． 本公司旗下基金办理日常转换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本公司公告暂停申购或转换时除外）。由于各基金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放日

的具体交易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投资者应参照各基金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2．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人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3．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拟转出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拟转入的

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4．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即份额注册日期在前的先

转换出，份额注册日期在后的后转换出，如果转换申请当日，同时有赎回申请的情况下，则遵循

先赎回后转换的处理原则。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

申请单独计算。

5．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基金的转换价格以转换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

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6．基金转换时，最低申请份额为300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

份额基金转换， 但某笔基金转换导致其在一个销售机构的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500份时，

该不足500份基金份额部分将会被强制赎回。

7．基金份额持有人对转入的基金份额持有期自转入日开始计算。转入的基金在赎回或转

出时， 按照自基金转入确认日起至该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或转出确认日止的持有时段所适用的

赎回费率计算赎回费。

8．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在T＋1日对基金份额持有人T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

请进行有效性确认，办理转出基金的权益扣除以及转入基金的权益登记。在T＋2日后（包括该

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可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

9． 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换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出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

的10%时，为巨额赎回。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由基金管理

人按照基金合同规定的处理程序进行受理。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 但应最迟在

调整前3个工作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三、基金转换费用

1．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两部分构成，具体

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

份额持有人承担。

转入份额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剩余部分舍去，舍去部分所代表的资产归转入基金财产所

有。

（1）如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出金额＝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入总金额＝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

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费率＝转入基金适用申购费率－转出基金适用申购费率

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转入总金额－转入总金额/(1+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费率)

转入净金额＝转入总金额－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

转入份额＝转入净金额/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转换费＝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

（2）如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2．对于实行级差申购费率(不同申购金额对应不同申购费率)的基金，以转入总金额对应

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计算申购补差费用；如转入总金额对应转出基金申购

费或转入基金申购费为固定费用时，申购补差费用视为0。

3．转出基金赎回费的25％计入转出基金资产。

4．计算基金转换费用所涉及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均按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规

定费率执行，对于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发生的基金转换业务，按照本公司

最新公告的相关费率计算基金转换费用。

四、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

1．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2．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3．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它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接受该

基金份额的转出申请。

4．基金管理人认为会有损于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某笔转入或某笔转出。

5．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

6．基金资产规模过大，使基金管理人无法找到合适的投资品种，或可能对基金业绩产生

负面影响，从而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7．法律法规规定或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基金暂停转换或暂停后重新开放转换时， 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在至少

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536

网址：www.guosen.com.cn

2、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00-8880；010-58573300

公司网址：www.hsfund.com

六、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

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

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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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在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前，请务必考虑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在

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投资收益。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

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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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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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www.suaee.com

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

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海通证券大厦

3

楼，咨询电话：

400-883-919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

15

号，联系电话：

010-51917888

杨先生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民营业务服务电话：

010-51917888-395

、

13301153185

任先生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２０１3

年

10

月

25

日

【G313SH1006992】 宁波市镇海威远石油钢铁有限责任公司49%股权 -- 2800.00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汽油、煤油零售（限2012年09月25日省安监局核发的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核准品种，有效期至2015年9月27日）；柴油零售。一般经营

项目：润滑油零售。

1372.0000

【G313SH1006989】 上海海荷园林花卉有限公司25%股权 1206.15 917.29

注册资本：70.00万元

经营范围:花鸟鱼虫、工艺品、园艺工具、化肥及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自产产

品；绿化工程服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229.3220

【G313SH1006991】 沈阳市民用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2611.08 1327.40

注册资本：315.00万元

经营范围:民用建筑设计（甲级）、研究；建筑勘察设计咨询服务

1327.4000

【G313SH1006988】 上海沪铁保安服务公司100%产权 -- 954.77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为客户单位提供门卫、巡逻、防火、防盗、守护等保安服务；铁路货物

押运：展览、展销、营销、发售及停车场的保安服务：安装、保养、维护安全技术防

范设备、防火、报警工程和保安装置，技术防范报警服务及其与公共安全防范有

关的服务：安全防范咨询服务

954.7700

【G313SH1006990】 沈阳绿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 2652.01 527.31

注册资本：815.50万元

经营范围:房产物业管理；供暖；房产中介（需持证经营）及商品房销售

527.3121

【G313SH1006987】 五洲药厂一分厂100%产权 257.51 -1123.23

注册资本：1735.70万元

经营范围:强力霉素中间体（氢化物），盐药物化工中间体（涉及行政许可的，凭

许可证经营）。

260.0000

【G313SH1006746-3】

上海华豪工贸发展有限公司40%股权及转让方对上海

华豪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人民币906.815056万元债权

1404.01 159.06

注册资本：110.00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摩托车及专用设备和零配件的整理检测，国际贸易，保税区企

业间的贸易，区内贸易代理，区内受让土地使用权范围内的房产业务；物业管理

及房产；装饰咨询服务，仓储服务及商业性简单加工；通过国内有进出口经营权

的企业代理与非保税区企业从事五金、纺织、化工、电子、通信等贸易业务（涉

及许可证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970.5000

【W313SH10G2647-2】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部分资产（上海谷泰滨江大厦

602室办公楼及地下15号车位）

-- --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null

526.0600

【W313SH10G2648-2】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部分资产（上海谷泰滨江大厦

605室办公楼及地下32号车位）

-- --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null

524.6600

【G313SH1006986】 上海盛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50%股权 611.23 312.26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160.0000

【G313SH1006984】

上海盛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3.49亿元出资份额（占

总份额的49.86%）

231623.03 69130.60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

咨询。

34900.0000

【G313SH1006982】

上海盛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3.5亿元出资份额（占

总份额的50%）

231623.03 69130.60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

咨询。

42000.0000

【W313SH10G2645-2】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部分资产（上海谷泰滨江大厦4

层办公楼及地下34号车位）

-- --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null

4659.7800

【W313SH10G2644-2】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部分资产（上海松林路97弄19

号别墅）

-- --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null

1691.0000

【W313SH10G2661】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心医院资产（建

筑物资产、设备类资产、土地使用权两宗）

-- --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null

2654.5500

【W313SH10G2646-2】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部分资产（上海谷泰滨江大厦5

层办公楼及地下35号车位）

-- --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null

4659.7800

【G313SH1006981】 首创爱华（天津）市政环境工程有限公司12%股权 -- 31292.18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设计、建设、经营城市市政工程设施、生态环境治理工程，相关技术和

设备的开发、生产、销售，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环保和给排水设备的进

出口、批发、零售及佣金代理(拍卖除外)。

4200.6500

【G313SH1006985】 上海盛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50%股权 611.23 312.26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160.0000

【G313SH1006983】

上海盛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10万元出资份额（占

总份额的0.01%）

231623.03 69130.60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

咨询。

10.0000

【G313SH1006883-2】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4000万股股份（占总股

本的3.57%）

-- 3095681.62

注册资本：671576.00万元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

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国家有关管理机关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

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99600.0000

【W313SH10G2660】 上海市民生路1399号太平人寿大厦16层房产 -- --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null

3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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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313SH10G1834-2】 上海市福山路450号新天国际大厦8层房产 -- --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null

2530.0000

【W313SH10G1833-2】 上海市福山路450号新天国际大厦9层房产 -- --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null

2939.0000

【G313SH1007000】 上海永乐电影在线有限公司10%股权 2265.47 95.71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经营范围:国产影片发行，电影放映，影视器材的销售，影院经营管理咨询服务

（以上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20.0000

【G313SH1007002】 上海金山制药有限公司15%股权 1791.25 996.76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经营范围:小容量注射剂、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原料药、精神药品（涉及行政

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149.5137

【G313SH1007004】

贵州格目底矿业有限公司35%股权及转让方对贵州格

目底矿业有限公司人民币4398.47万元债权

361493.74 93671.72

注册资本：63401.10�万元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加工（由下属分支机构从事开采、加工）及销售（以上经营

项目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的专项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

展经营活动）。

37185.1000

【G313SH1006999】 上海虹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10%股权 69.26 -97.23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普通货物运输，渣土运输，货物代理（二类），汽配，摩托车配件，建材，

日用电子器具，模具，橡塑制品及其技术咨询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

经营）。

0.1000

【G313SH1007003】 高学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30.75%股权 4787.69 4333.51

注册资本：2666.67�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转让

自研成果；计算机软硬件（电子出版物除外）、通讯设备的批发、进口和佣金代

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

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

证经营）。

1332.5600

【G313SH1007001】

上海联鑫房地产有限公司40%股权及转让方对上海联

鑫房地产有限公司1000万元的债权

4134.26 2731.22

注册资本：3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及咨询服务、物业管理、建筑装潢材料、百货、家用电

器、服装鞋帽的批发零售。

2092.4900

【Q313SH1014389】 上海腾达广告有限公司30%股权 674.96 160.87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工艺美术品设计和销售，市场营销

策划，会展服务，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

许可证件经营）

48.2610

【G313SH1006996】 北京航天益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0.69%股权 13853.64 5044.80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专业承包；工程勘察设计。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

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产品设计；委托加工自动化控制设

备、环境保护机械；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投资；投资管理；销售仪器仪表、电子产

品、专用设备、节能环保设备、机械电器设备。

539.2892

【G313SH1006995】 北京航天益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3.37%股权 13853.64 5044.80 674.4898

【G313SH1006994】 新疆天山汽车制造有限公司17.61%股权 29070.62 3547.60

注册资本：2515.77万元

经营范围:重型系列专用车制造、改装及保养；自卸车，各类罐式车，厢式车，挂

车，特种车，专用车，汽车及零部件的研制、销售及服务；冶金机械，石油机械，工

程机械，输送设备，工装夹具，非标及专用设备，汽车零部件的研制、生产及销

售；房屋租凭；商务信息咨询；货物与技术的进口业务；汽车及机电产品、五金交

电、照明设备、化工产品、水暖器材、金属材料、橡胶制品、环保设备的销售。

624.7400

【G313SH1006993】 上海汉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2%股权 58494.99 42045.92

注册资本：1080.00万元

经营范围:建造、出租、出售公寓式办公用房及配套的商业、餐饮、娱乐用房和物

业管理（经营商业、餐饮、娱乐另行单项审批）。

840.9184

【G313SH1006998】 上海轻亚机电工程有限公司25%股权 7205.99 4194.31

注册资本：1667.00万元

经营范围:承接给排水、污水处理、消防供水、高低压变配电的工程；空调、冷冻、

地区供热等工程的规划、咨询及上述范围内成套工程建设（涉及行政许可的，

凭许可证经营）

1050.5800

【G313SH1006997】 广东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30%股权 64082.82 22417.43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

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销售：工业生产资料（不含危险

化学品），汽车（不含小轿车），百货、日用杂货，工艺美术品；房地产中介服务，

产品包装装潢设计，物业出租，汽车保管，家电维修，清洁服务，农副产品收购

（不含许可经营产品），代办仓储。副食品、其他食品、茶叶加工、销售（由分公

司经营）。

6725.2290

【G313SH1006971】 上海吉象物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 1383.09 1382.76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室内装潢，建筑材料、装潢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百

货、日用杂货、电动工具、汽车配件、劳防用品、普通机械、轴承、烟、酒、预包装食

品（见许可证）销售，房地产信息咨询。（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705.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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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13BJ1005771 湖北新能核电设备有限公司60%股权 5890.66 5027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 核电站设备模块、 结构模块的制造以及主管道和常规岛设备的加工制

造；钢制安全壳的制造；其他电站及核设施相关设备的制造；核电站设备制造技术

咨询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经营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件在核定的期限内

方可经营）。

3016.2

SW1310BJ00053

乌海能源公司下属公乌素煤炭加工公司等九单位报

废固定资产、工会车辆

/ 107.85 神华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资产 107.85

G313BJ1005770

中国中旅（集团）公司对华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52.268155万元债权

/ /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未经专项审批项目除外）等。

952.268155

SW1310BJ00054

黑龙江华电佳木斯发电有限公司41.8万千瓦关停小

火电机组容量指标

/ 25121.8 转让资产：黑龙江华电佳木斯发电有限公司41.8万千瓦关停小火电机组容量指标 25121.8

G313BJ1005768 北京亦庄数字显示产业管理有限公司40%股权 137515.66 98994.32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企业管理、餐饮管理、投资、投资管理、工程项目管理；房地产开发；

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物业管理；经济信息咨询（不含行政许可的项目）；技术服

务；提供展览展示服务、会议服务、打字复印服务、翻译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广告；电脑图文设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企业形象设计；提供劳

务服务；提供健身服务；专业承包；销售日用品、建筑材料；自有厂房出租。

39597.73

G313BJ1005769 北京民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4.875%股权 5599.2 3970.47

注册资本：4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

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非专利技术出资1000万元。）

196

G313BJ1005767 天津四方化工有限公司5.45%股权 2021.35 68

注册资本：941.91万元

经营范围：无机盐、精细化工产品、化学试剂、生化产品、树脂、检测药盒及相关仪

器、高分子聚合及相关产品的开发、研制、销售；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的加工、销售

（不含国家禁止及限制的产品）（涉及到相关行业审批的项目，按相关部门的许可

证经营）

5

SW1310BJ00052

广东省大亚湾区澳头镇荃湾螺岭进港路201号土地

使用权及地上房屋建筑物

/ 5376.67

转让资产为: �核工业仪征振华实业公司所拥有的广东省大亚湾区澳头镇荃湾螺岭

进港路201号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建筑物

5376.67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推广信息

受转让方委托，我部门拟于2013年内对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路329弄31号101室地及北京市

东城区香河园街1号楼7层803室进行动态报价。

上海房产项目概况： 评估价800万

房屋现状： 标的位于上海市长宁区紧邻新华别墅, 新华路329弄31号101室。 建筑面积：

189.47平米，宗地面积：630平米。交通状况：通达度较好，临近轨道交通三、四号线延安西路

站，交通便利。周边配套齐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丰富，毗邻新华路商圈，大隐于市低调奢

华。

北京房产项目概况： 评估价1800万

房屋现状： 标的位于当代MOMA小区内， 东城区香河园街1号楼7层803室， 建筑面积：

288.97平方米。交通状况：东二环迅达全城，毗邻东直门交通枢纽商务生活出行便捷。周边配

套：教育：东城区最优良的中小学教育资源。医疗：三甲医院。购物：东直门东方银座、来福士

购物中心、太平洋百货、家乐福。

联系人：葛辉 010-66295529� � � � 18611794395

招商公告

受相关单位委托，北京产权交易所将于近期通过动态报价方式处置房产6套、车位2个及

高尔夫球会员卡一张，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商。

1、6套房产

号 房产地址 用途 产权面积m2 参考价格（万元）

1 深圳市福田物业时代新居7栋101 住宅 222.49 430

2 深圳市福田物业时代新居7栋102 住宅 244.56 470

3 北京市顺义区乡村高尔夫别墅6号楼 别墅 340.26 480

4 沈阳市和平区北五经街15号332 住宅 168.50 110

5 长春市朝阳区西安小区1区B座高层1101 住宅 193.40 87

6 北京市丰台区角门小区东里11号楼 商业 2170.5 4800

2、2个车位

序号 车位地址 数量 现状 参考价格（万元）

1 北京市海淀区交大东路60号3、4号楼地下一层2号车位 1 空置 18

2 北京市海淀区冠城园之冠城北园6号楼二单元B1层014号 1 租赁 27

3、1张高尔夫球卡

序号 名称 数量 卡号 参考价格（万元）

1 北京市顺义区乡村高尔夫俱乐部高尔夫球特别会员卡 1 27号 60

项目咨询联系方式：北京产权交易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17号

联 系 人：刘昕 、李培

联系电话：010-66295769� 、010-66295679

项目详细信息请登录网站：www.cbex.com.cn(北交所网站)

北京产权交易所

二

○

一三年十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