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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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314SH1014442-3】

上海万花实业有限公司100%股

权

23645.24 22186.65

注册资本：5183.00�万元

经营范围:绿化养护,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水暖器材、木材、钢材、装潢材料、花鸟、鱼虫的销售，室内装潢，非标金属结

构件的加工，自有房屋租赁。

18931.2993

【GR2014SH1000144-2】

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报废资

产（北海救195轮）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null

132.6600

【G314SH1007496】

上海斯文森园艺设备有限公司

7.14%股权

6758.52 6022.66

注册资本：2023.00�万元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各类园艺用纺织制品及其相关产品（园艺机械、控制电器、拉幕系统配件、幕线、丝线）、家用及

工程用纺织制品，销售公司自产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430.0180

【G314SH1007487】

山东电力工业锅炉压力容器检

验中心有限公司100%股权

928.47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锅炉压力容器检验、寿命评估及技术管理；金属材料及设备试验分析与处理技术咨询服务。(未取得专项

许可的项目除外)

928.4700

【G314SH1007486】

上海富源滨江开发有限公司

47%股权及转让方对上海富源

滨江开发有限公司人民币59,

761.159593万元债权

258507.69 131356.29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资产管理，物业管理，会展服务，酒店管理，日用百货的销售，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121498.6147

【G314SH1007485】

安徽安港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17.45%股权

6052.91 2856.16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餐饮、综合性娱乐、美容美发、桑拿服务、客房、写字间、干花、鲜花、观赏植物及干洗、水洗，烟零售。

500.0000

【G314SH1007483】

上海曹路新市镇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80%股权

12557.08 10194.63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按许可资质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8155.7027

【G314SH1007484】

北京中北万兴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45.76%股权

30787.17 1373.28

注册资本：2185.18�万元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不另

附进出口商品目录）；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销售汽车（含小轿车）。

628.4200

【G314SH1007445-2】

蓬莱东海热电有限公司71%股

权及转让方对蓬莱东海热电有

限公司20000万元债权

60723.68 -3916.21

注册资本：7200.00�万元

经营范围:电力热力产品的生产、销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18000.0001

【G314SH1007482】

上海外高桥新市镇开发管理有

限公司6.13%股权

180933.04 61875.64

注册资本：41333.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及信息咨询服务（除经纪），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市政工程管理；城建工程勘察设

计，土木工程建筑，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承包、建设开发前期动拆迁工程，实业投资，国际贸易、转口贸易（涉

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3792.9769

【G314SH1007481】

宁波海洋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40%股权

5636.98 5529.43

注册资本：6000.00�万元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2211.7736

【Q314SH1014476】

西上海(集团)有限公司2.47%股

权

367298.96 144685.08

注册资本：7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房地产开发和物业管理、招商，工业厂房开发，仓储。（企业经营涉及

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3574.1864

【G314SH1007476】

山东鲁能人力资源发展中心有

限公司16.129%股权

1897.42 948.15

注册资本：279.00�万元

经营范围:职业介绍（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工程项目技术和管理的咨询、检测；人力资源开发、信息交流、咨询、

培训服务；国内劳务派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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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9272

【Q314SH1014473】

上海红茫果业专业合作社100%

股权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果树种植。[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116.0000

【GR2014SH1000144】

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报废资

产（北海救195轮）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null

147.4000

【G314SH1007471】

黑龙江奇谋置业有限公司40%

股权

3300.84 3109.50

注册资本：15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在资质证书规定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室内装潢；建筑装潢材料销售；绿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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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8000

【GR2014SH1000141】

上海上影汽车队有限公司部分

资产（11份车辆道路运输证）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null

300.0000

【Q314SH1014471】

上海集德贸易有限公司78%股

权

35.38 11.76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百货、包装材料、包装机械、纸及纸制品、纸浆、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文教用品、花木及花卉、

机电产品、橡胶制品、机械设备、纺织原辅材料、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的销售，商务信息咨询（除

经纪），物业管理。（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9.1755

证券代码：002585� � �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2014-031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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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知识产

权局颁发的1项专利证书，具体内容如下：

专 利 号：ZL� 2012� 1� 0028222.5

专利名称：一种防收缩PET镭射转移基膜及其制备方法

发 明 人：吴培服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利申请日：2012年02月09日

专利权期限：二十年

专利权人：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 书 号：第1346239号

上述专利在生产中的应用，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种类，发挥公司的自主知识

产权优势，提升公司的竞争力。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85� � �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2014-032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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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知识产

权局颁发的2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具体内容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专利权人 证书号

ZL�2013�2�

0419916.1

一种聚合物锂电

池冲压包装膜

吴培服 实用新型

2013年07月16

日

十年

江苏双星彩

塑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第3380944号

ZL�2013�2�

0412054.X

一种聚酯双泵稳

压直熔挤出拉膜

工艺系统

吴培服 实用新型

2013年07月11

日

十年

江苏双星彩

塑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第3363741号

以上新实用新型专利的取得充分体现了公司在薄膜领域的研发创新能

力，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拓市场和提高市场竞争力。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26� � � �证券简称：山东威达 公告编号：2014-051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设全资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更好地满足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并充分利用北京市的区域资源优势，

以吸引国内外高端技术及人才的加盟， 进一步加快公司向智能领域的拓展力

度，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500万元在

北京市海淀区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威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达智

能"）。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投资

金额在公司董事长的决策范围内，不需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近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威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办理完毕工商登记手

续，并取得了由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

的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北京威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108017720641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毛纺路（清河供应站）7幢一层136

法定代表人：杨明燕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修理机械设备；机械

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软件开发；软件咨询；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

计算机维修；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五金、交电、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通讯设备、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气机械、电子产品、金属

矿石、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威达智能公司尚处于设立阶段，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影响，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22日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项目编号：CF14GJ000113

项目名称：北京万佳高科科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80%股权

项目概况：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527.75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购销土产品、针纺织品、五金、交电、

化工、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机械电器设备、制冷空调设备、包装食品、家具、日用杂品、百货；组织展览展销；经

济信息咨询服务。

评估价值：人民币11244.16万元

挂牌价格：人民币8100万元。

挂牌期限：2014年8月22日至2014年9月22日。

详情见北金所网站www.cfae.cn

交易所联系人：王先生：010-57896586；苏先生：010-57896538。

项目编号：CF14GJ000104

项目名称：北京万佳高科科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20%股权

项目概况：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527.75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购销土产品、针纺织品、五金、交电、

化工、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机械电器设备、制冷空调设备、包装食品、家具、日用杂品、百货；组织展览展销；经

济信息咨询服务。

评估价值：人民币2811.04万元

挂牌价格：人民币2025万元。

挂牌期限：2014年8月22日至2014年9月22日。

详情见北金所网站www.cfae.cn

交易所联系人：王先生：010-57896586；苏先生：010-57896538。

北京产权交易所2014年第2014053号拍卖公告

中都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产权单位委托， 中都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于2014年09月05日上午10:00时对首钢总公司建工部设备处

结构调整（老库存）资产进行公开拍卖。

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地（欲实地勘验请提前预约）

预展时间： 2014年08月26�日、27�日

拍卖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民旺园31号楼9层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的程序：

有意竞买者须于2014年9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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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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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84592� � � 13601091885� � �联系人：李先生 葛女士

拍卖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民旺园31号楼9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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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某园林景观建筑公司100%股权转让

项目编号：TC14BJ1000139

项目概况：新加坡某著名园林建筑公司,成立于1981年。该公司先后完成数亿美元的工程建设与园林景观

建设，包括新加坡樟宜机场T3航站楼景观设计等。所建设项目荣获多次业内外奖项，如亚洲首个“全球卓越成

就奖” 、新加坡“LIAS白金奖及金奖” 、“总统环境奖”等奖项，开创多个业界“首个案例” ，如新加坡首个生态

公园、首个洁净科技园等，多次被新加坡主流媒体报道。标的目前仍正常运营，在新加坡建项目3个，维护项目4

个，总价值超过新币1000万以上，盈利能力为新币500万左右／年。现100%�股权转让，转让价格1600万元。

联系人：刘女士 010-66295509

某日本炭化炉企业寻求中方合作

项目编号：TC14BJ1000151

项目概况：该日本企业的环保炭化炉可将生活垃圾、塑料、纸尿裤、污泥、泡沫等都燃烧处理，而且不发生

任何有害废气。不需要一般焚烧炉必备的污水槽和除臭槽。在日本，每台可处理11立方米的垃圾。在日本将多

台链接后形成连续炭化的装置，增加每天的垃圾处理能力。通过该日本公司的垃圾焚烧炉处理过后，全部被

炭化。可以将这些炭用于土壤改良剂、发酵催化剂，或者用于湖泊的净化剂，衍生出新的产品，创造新的利润。

相比一般的燃烧炉的优点是，垃圾完全炭化、无烟无尘、节省燃料、环保。在日本近200家政府机关和商业企业

已经使用，在日本取得多项专利，正准备申请欧美及中国的专利。

联系人：刘女士 010-66295509

澳大利亚Great� Stone酒庄转让

项目编号：TC14BJ1000150

项目概况：项目位于南澳著名葡萄酒产区库纳瓦拉，拥有一个设计独特的葡萄酒庄，每年能够进行剥皮、

生产7000-8000吨葡萄酒。该酒庄具有为1200吨红葡萄酒进行发酵的能力，严格保证温度控制。目前，该酒庄

拥有5417000升的储存罐。该酒庄与南澳几大产区的葡萄种植园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可以得到持久的葡萄品

种的供应。同时该酒庄出产的产品质量上乘，与许多葡萄酒经销商建立了合作，其中不乏国际著名的葡萄酒

运营商。目前该酒庄转让价位500万澳元，葡萄酒库存价值600万澳元。投资者可以获得新成立公司85%的普通

股，其余15%的普通股由新公司管理层持有。

联系人：刘女士 010-6629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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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14BJ1006217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12.5%股权 / 463862.83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等。 57982.85375

G314BJ1006214 青岛阳光温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12046.13 11912.66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酒店管理（不含餐饮经营）；旅游项目开发；投资信息咨询服务等。 11920

G314BJ1006215 郑州信原实业有限公司35%股权 1790.18 1394.38

注册资本：1500万元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服务；开发与经营综合体育文化娱乐设施、旅游服务设施（以上范围须经

国家法律、法规批准方可经营的，未经批准前不得经营）。

488.033

G314BJ1006216

中信中原实业有限公司90%股权及

1597.113742万元债权

56620.62 28076.45

注册资本：18900万元 经营范围：在国内外组建各种形式独资、合资式合作经营企业；技术引进；销售汽车（不含小

轿车）及汽车部品、机械、电子信息产品；房屋、地产租赁；酒店管理。（上述范围凡涉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

方可经营的项目凭有效许可经营，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27791.967

GR2014BJ100062

1-2

辽宁华腾华毅管业有限公司预应力钢筒混

凝土管生产设备、车辆及钢结构厂房

/ 971.97

转让资产为辽宁华腾华毅管业有限公司拥有的辽宁华腾华毅管业有限公司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生产设备、车辆及

钢结构厂房

486.3

GR2014BJ100076

3

首钢总公司建工部设备处结构调整（老库

存）资产

/ 348.23 转让资产为首钢总公司拥有的首钢总公司建工部设备处结构调整（老库存）资产 315.0

*G314BJ1006213 北京昆仑亿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37.7%股权 / 800

注册资本：8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家用电器、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经济贸易咨询；市场

调查。（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知识产权出资410.388万元）

355

G314BJ1006036-

4

安丘市同力服装有限责任公司6.47%股权及

340万元债权

6536.75 -651.13 注册资本：746.955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加工、销售：服装、床上用品、面料等。 40.8001

G314BJ1006154-

2

北京兴财信息技术开发公司整体产权 / 2287.25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因特网信息服务。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2070

G314BJ1006212 京信世纪（北京）控股有限公司46.12%股权 110086.97 100032.47 注册资本：103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投资管理等 54625

港股通交易时间和投资者持股规范

问：节假日期间，沪港通交易如何安

排？

答：沪港通业务将仅在沪港两地均为

交易日且能够满足结算安排时开通。具体

交易日安排，将由两所证券交易服务公司

对市场公布。沪港通开通当年的交易日安

排将在开通之前向市场公布。

问：目前，香港市场台风和黑色暴雨

期间的港股交易如何安排？

答：由于地处台风和黑色暴雨的多发

地，香港市场在处理台风和黑色暴雨对交

易的影响上形成一套既定的成熟做法，即

按照八号及以上台风和黑色暴雨警告

（以下统称警报）发出时间在集合竞价阶

段（香港称开市前时段）前、集合竞价阶

段、 集合竞价阶段后到16:00等三个不同

时段有不同的应对措施。具体安排如下：

（一） 在集合竞价阶段前发出警报，

有以下几种不同安排：

其一，7:00前解除警报的， 交易正常

进行：

其二，7:00至9:00解除警报的，集合竞

价时段（香港称开市前时段）将被取消，

警报解除两小时后的整点或30分钟开始

交易（例如，如果警报在上午7:15解除，那

么早上交易时段将在上午9:30开始。如果

警报在上午7:30解除，那么早上交易时段

将于上午9:30开始。）。

其三，9:00至11:00解除警报的， 上午

交易取消，13:00开始交易。

其四，11:00至11:30解除警报的，上午

交易取消，13:30开始交易。

其五，11:30至12:00解除警报的，上午

交易取消，14:00开始交易。

其六，12:00以后解除警报的，全天停

止交易。

警报发出时点

警报解除

时点

交易情形

1

在集合竞价阶

段前

7:00前 交易正常进行

2 7:00至9:00

集合竞价时段（香港称开市前时段）将被取消，警报解除两小时后的整点

或30分钟开始交易。

例如，如果警报在上午7:15解除，那么早上交易时段将在上午9:30开始。

如果警报在上午7:30解除，那么早上交易时段将于上午9:30开始。

3 9:00至11:00 上午交易取消，13:00开始交易

4 11:00至11:30 上午交易取消，13:30开始交易

5 11:30至12:00 上午交易取消，14:00开始交易

6 12:00以后 全天停止交易

（二） 在集合竞价阶段发出警报，有

以下不同安排：

其一，如果是台风警报，那么集合竞

价阶段结束后停止交易，按照前述（一）

中所规定的解除警报情形恢复交易。

其二，如是黑色暴雨警报，那么正常

交易。

（三） 在集合竞价阶段后至16:00发

出警报，有以下不同安排：

其一，如果是台风警报，那么在发出

警报后十五分钟后停止交易， 按照前述

（一） 中所规定的解除警报情形恢复交

易。

其二，如果是黑色暴雨警报，那么正

常交易。

香港市场有关台风和黑色暴雨的休

市和恢复上市安排，联交所将在其交易所

网站上予以公开披露，内地投资者可以通

过联交所网站获取相关信息。

问：投资者买卖港股通股票的交易时

间是怎样的？

答：投资者买卖港股通股票的交易时

间应遵守联交所规定，即交易日的9:00至

9:30为开市前时段（集合竞价），其中9:00

至9：15接受竞价限价盘；9:30至12:00及

13:00至16:00为持续交易时段 （连续竞

价）， 接受增强限价盘。 撤单时间为9：

00-9：15；9：30-12：00；12：30-16：00。

问：什么是联交所开市前时段？

答：联交所开市前时段用以确定开市

价。

开市前时段是在早上开市前增设的

交易时间。联交所参与者可在该段时间将

买卖盘输入交易系统作单一价格竞价。

在开市前时段，买卖盘积累到一段时

间后， 会在预先设定的对盘时段中对盘

（即报价撮合）。 也就是买卖盘会以买卖

盘类别、价格及时间等优先次序按“最终

参考平衡价格” 顺序对盘。

在开市前时段，交易系统只接受输入

“竞价盘” 及“竞价限价盘” 指令，其中，

港股通投资者只可以输入 “竞价限价

盘” 。输入交易系统的买卖盘价格不可偏

离上日收盘价或按盘价 (最近参考平衡

价)9倍或以上及少于九分之一或以下，每

个买卖盘不得超过3,000手股份。

开市前时段又分为以下的交易时段：

时段 时间 交易规则

输入买卖盘时段 上午9:00至上午9:15

只接受竞价盘及竞价限价盘输入

注：港股通投资者只可以输入竞价限价盘，并且期间仅能撤单

而不可以修改订单。

对盘前时段 上午9:15至上午9:20

只接受竞价盘

注：港股通投资者不能输入“竞价盘” ，因此，不可以在9：15-9：

20之间输入订单。

对盘时段 上午9:20至上午9:28

1、投资者不得在交易系统内输入、更改及取消买卖盘；

2、已经存在的买卖盘会以买卖盘类别(以竞价盘为先)、价格及

时间等优先次序对盘；

3、在此时段确定每一只证券的最终参考平衡价格（即开盘价）。

暂停时段 上午9:28至上午9:30

至早上9:30持续交易时段开始前， 不能将买卖盘传递至联交所的交

易系统。

投资者可以通过联交所网站 “市场

运作” 项下的“证券交易运作” 内“交易

机制” 栏目，了解更详细的交易规则与机

制。

问：目前，联交所的持续交易时段是

怎样规定的？

答：每个交易日的上午9:30至中午12:

00、中午12:00至13:00(延续早市)以及下午

13:00至16:00是联交所的持续交易时段。

其中，12:00至13:00为延续早市时段，只适

用于指定证券， 而港股通股票不包括在

内，因此，对于港股通投资者而言，在这一

时段是无法参与交易的。

在持续交易时段，一方面，交易系统

会按照价格优先、 时间优先的原则成交；

另一方面， 交易系统只接受 “限价盘” 、

“增强限价盘” 及“特别限价盘” 。注意，

港股通投资者仅可输入“增强限价盘” ，

而不可输入“特别限价盘” 。

在此时段，输入交易系统的买卖盘价

格不可偏离按盘价(最近参考价)9倍或以

上及少于九分之一或以下。同时，每个买

卖盘的数量不得超过3000手股份。

问：投资者持有港股通股票超过一定

比例是否需要披露？

答：是的。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证

券及期货条例》规定，首次持有上市法团

5%或以上任何类别带有投票权的股份

（香港上市法团可发行不带有投票权的

股份）的个人及法团（该主体被界定为上

市法团的大股东）必须披露相关信息：

1、 在该上市法团持有的带投票权的

股份的权益及淡仓（即空头头寸）；

2、 所持有上市法团的股本衍生工

具，包括大股东持有、沽出或发行的股本

衍生工具，以及大股东行使、转让或不行

使该衍生工具之下的权利， 该权利可能

导致股份会被交付予持有人或由持有人

交付他人。

3、 下列有关大股东权益及淡仓的变

动：

(a)持股量的百分率数字上升或下降，

导致大股东的权益跨越某个处于5%以上

的百分率整数 (例如， 大股东的权益由

6.8%增至7.1%， 即跨越7%时需披露其权

益变动)；

(b)大股东持有需申报的权益，而该

股份权益的性质有所改变(例如，行使期

权)；

(c)大股东持有需申报的权益，以及在

披露期间持有或不再持有超过1%的淡仓

(例如， 大股东已持有某上市法团6.8%的

股份权益，并持有1.9%的淡仓)；及

(d)大股东持有须申报的权益，而淡

仓的百分率数字上升或下降，导致大股东

的淡仓跨越了某个处于1%以上的百分率

整数 (例如， 大股东已持有某上市法团

6.8%的权益，而淡仓由1.9%增至2.1%)。

具体申报的时间为，大股东在知悉上

述事件的当日起的3个营业日内。 在购买

股份时，大股东通常应在订立有关购买股

份的合约后3个营业日内送交通知存档；

售卖股份后， 大股东通常需要在结算日

(即有关股份交付予买方当日)后3个营业

日内送交通知存档。 但是，《证券及期货

条例》并未禁止该大股东在该3日内买卖

有关上市发行人的股份。

以上只能扼要地说明香港 《证券及

期货条例》的相关规定，并无法详尽表述

所有情形，因此，个别案例须视情形而定。

问：大股东豁免申报其权益的情形时

怎样的？

答：在规定的情形下，大股东也可以

豁免申报其新的权益。也就是，尽管大股

东取得股份权益或不再持有股份权益，以

及其权益的百分率水平因跨越某个百分

率水平， 但是在满足相应情形规定时，无

须申报其新的权益。

具体如：(a)其权益的百分率水平相等

于或低于其在“最后一次具报” 时所申报

的百分率水平；及 (b)其在“最后一次具

报” 时所申报的权益的百分率数字与他

自那时起的所有时间内的权益的百分率

水平之间的差别，少于有关的上市法团属

同一类别的已发行股本的0.5%。

免责声明：本栏目的信息不构成任何

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

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做出决策。上

海证券交易所力求本栏目的信息准确可

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不作

保证，亦不对因使用该等信息而引发或可

能引发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更多有关港

股通投资的信息，投资者可参阅香港联交

所网站

（ http : //www . hkex . com .

hk/chi/index_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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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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2014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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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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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G314SH1007470】

湖北省电力试验研究所职工技

协服务部100%产权

818.98 152.45

注册资本：17.10�万元

经营范围:（主管）电力技术攻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兼营）仪器仪表调试、技术资料翻译。

152.4500

【G314SH1007468】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400万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1.4371%）

12950.55 12950.55

注册资本：167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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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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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12950.5500

【G314SH1007469】

上海市莘庄工业区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70%股权

4093.37 3239.44

注册资本：2500.00�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市政建设，砼制品加工，水电安装，室内外装潢，建材。（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2267.611

【G314SH1007467】

建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2.93%

股权

51300.00

注册资本：43605.98�万元

经营范围: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5611.0000

【G314SH1007466】

上海金富门酒店有限公司

16.193%股权

26344.34 20493.25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住宿；音乐餐厅；打印、复印；百货、家电、卷烟、雪茄烟、酒类（不含散装酒）、工艺品（除金银）、珠宝玉器

批发零售、代购代销；饭店管理；大型饭店（含熟食卤味）；停车场（库）经营；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含熟食卤

味，冷冻冷藏）。

3318.4800

【Q314SH1014453-2】

上海琪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4.6%股权及转让方对标的企

业人民币2000万元债权

4510.47 847.46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公共安全防范系统设计施工，公共关系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投资管理，建筑工程管理咨询

及技术服务，销售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2787.9600

【GR2014SH1000140】

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部分报废设备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null

61.2100

【G314SH1007464】

上海凸版光掩模有限公司

28.5%股权

29845.18 9329.13

注册资本：843.4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光掩模，销售自产产品，上述产品同类商品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和进出口，并提供相关配套

服务，从事光掩模的研究、开发，转让自研成果，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支持，提供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

询、信息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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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8.8023

【G314SH1007460】

上海飘鹰展翅置业有限公司3%

股权

90849.80 20092.90

注册资本：49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除房屋中介）【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603.0000

【G314SH1007320-3】

湖南宝电群力煤矿有限公司

100%股权

13647.09 12999.30

注册资本：24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在本企业许可证书核定的范围内从事煤炭的开采、销售（有效期至2015年6月30日）；煤矿投资管理；煤矿

机械、配件销售。

7188.0000

【GR2014SH1000039-2】

芜湖长江轮船公司部分资产(安

徽省芜湖市纬二路与经七路交

叉口的长航医院房地产)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null

3177.1000

【G314SH1007454】

贵州粤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

10057.71 10057.44

注册资本：10083.65�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能源开发；电厂物资供应；电厂废物综合利用；非金融性投资；房地产投资咨询；企业项目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以上经营范围需要前置许可的除外）。

12290.0000

【G314SH1007450】

上海广电电器有限公司100%股

权及转让方对上海广电电器有

限公司122,692,251.80元债权

16910.82 4673.16

注册资本：1924.77�万元

经营范围:电子电器产品，家用视听设备，计算机终端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照明器具制造，加工，销售，从事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18000.0000

【G314SH1007441】

上海金陵雷戈勃劳伊特电机有

限公司50%股权

7398.87 2503.51

注册资本：570.00�万元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微电机、分马力电机和整马力电机及相关的组件，销售自产产品，提供售后服务和技术咨询服

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1251.7557

【G314SH1007438】

上海美华系统有限公司

50.3697%股权

2985.33

注册资本：747.83�万元

经营范围:开发、制作、销售企业管理软件系统、电子商务网络软件及相关产品的维护及技术培训，并提供相关技术

咨询服务。(涉及许可证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1503.7018

【G314SH1007428】

上海伽利略导航有限公司

9.375%股权

4230.66 3353.07

注册资本：3200.00�万元

经营范围:导航、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计算机网络设备、移动通信终端设备、其他通信设备、半导体分立器件的研

发、制造及销售，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全球定位系统设计与应用服务，集成电路设计与应用服务，公共软件服务，其

他软件服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314.3504

【G314SH1007426】

上海伽利略导航有限公司

18.75%股权

4230.66 3353.07

注册资本：3200.00�万元

经营范围:导航、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计算机网络设备、移动通信终端设备、其他通信设备、半导体分立器件的研

发、制造及销售，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全球定位系统设计与应用服务，集成电路设计与应用服务，公共软件服务，其

他软件服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628.7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