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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巴东县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的公告

一、协议签署情况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乙方"）于2016年9月29日与巴东县人

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签署了《巴东县高铁旅游小镇及周边旅游资源综合开发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双方合作内容主要为巴东县高铁小镇及周边旅游资源和

旅游配套基础设施的投资开发、建设、运营、管理。项目总投资约为人民币30亿元。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巴东县位于长江三峡中段，历史文化悠久，名胜古迹丰富，拥有优质的生态环境和自然

景观，是湖北省旅游强县。境内拥有5A级景区神农溪，4A级景区巴人河和链子溪，以及小神农

国家金丝猴自然保护区等优质旅游资源。同时，规划建设的郑州至万州高铁线路将途经巴东

县，并在巴东县溪丘湾乡平阳坝设巴东北站。

本协议的签署对方为巴东县人民政府。巴东县人民政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交易对方未发生类似业务。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项目合作地点及范围

1.项目地点：湖北省巴东县

2.合作内容：巴东县高铁旅游小镇及周边旅游资源和旅游配套基础设施的投资开发、建

设、运营、管理

3.项目总投资：30亿元人民币

（二）合作方式

1.甲、乙双方结合自身资源及项目建设的要求和特点，采用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投资、PPP、

EPC等多种模式在内的合作方式，实施本协议所涉及的项目投资、融资、建设和运营，并按照

国家法律法规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进行项目建设的合作。

2.本协议签署后，双方分别组建工作专班，具体负责对接合作事宜，本着合作共赢的原

则，实施项目的规划设计、投资运营、一级土地开发、项目建设和项目融资，共同推进本协议

的落实。

3.甲方支持乙方投资开发巴东旅游资源，参与巴东县的基础设施建设。

4.双方合作具体项目，均须在履行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各项程序后，在本协议所确立

的原则范围内另行签订具体项目合作协议，并以具体项目合作协议为准。

（三）合作双方责权利

1.甲方的权利义务

(1)确保项目建设及实施模式的合法性，完善项目前期建设行政审批手续，并提供相关合

法性文件。

(2)在法律法规许可的前提下，及时向乙方提供涉及项目范围内的相关资讯，构建良好的

合作、沟通与协调平台；在同等条件下，甲方优先考虑乙方参与高铁新区的其它项目建设。

(3)支持乙方及其战略合作企业在巴东县的发展，为乙方引进的产业提供便利条件、优惠

政策和资源支持，在甲方政策范围内，乙方享有与其他招商引资项目同等优惠政策。

(4)负责合作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建设用地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等前期事宜，并承担相

应费用。

(5)协助乙方及其战略合作企业做好项目融资及运营管理等工作。

2.乙方的权利义务

(1)对项目的投资、进度、质量、安全等负责，接受甲方及委托机构的监督与管理，确保在

合同约定的时限内完成项目的建设并交付使用。

(2)充分运用自身融资能力，为合作项目提供多种融资方案并引荐金融机构，解决合作领

域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融资需求。

(3)发挥基础设施及景区建设的设计与施工优势和产业链整合能力，为项目建设提供设

计、施工、运营一体化的专业的综合服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协议意向合作金额约为人民币30亿元，预计对公司2016年及未来年度的经营业

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根据本协议具体推进情况，公司将可能参与项目区域旅游、项目建设或运营，这意

味着公司业务的进一步延伸，对公司业务发展及经营模式转型具有积极影响。

（三）本协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本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协议对甲方形成

依赖。

五、协议风险提示

（一）本协议为双方就项目战略合作的原则性约定，本协议约定意向合作项目尚需具备

或履行立项审批、项目招标、正式合同签署等手续，合作具体事项的最终确定尚存在一系列

不确定性，将以正式签署的项目合同为准，亦存在最终签署的合作协议与本协议在金额、建

设内容等方面不一致的风险。

（二）本协议涉及的投资金额为预估数，公司能否签署本协议项下具体的工程合同以及

工程合同的签订时间、金额、工期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对合同签订进展情况履

行公告义务。

（三）本协议拟定总投资金额较大，对公司以及合作方的融资能力、项目管理能力等提出

较高的要求。未来公司与交易对方就具体项目签订最终工程合同时，应综合考虑具体项目的

资金来源及管理难度，如交易对方在具体项目合同上履约条件不够充分，可能会造成具体合

同履约的不确定性。因此，公司除把控交易对方整体履约能力外,还需把控在具体项目上的履

约风险,此方面使得本协议执行存在不确定性。

（四）除需后续履行的各项手续存在不确定性外，本协议约定的意向合作项目，受甲方建

设投资工作安排、项目资金筹措情况、政策性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存在最终落实情况与协议

不一致甚至无法实施的风险。

（五）本协议的履行可能将占用公司一定的资金规模，如未来公司资金紧张，可能存在施

工项目无法正常执行的风险。另外，随着本协议的推进，公司可能会涉及旅游项目的开发及

运营，这要求公司的综合经营能力需进一步提高和延伸，具有一定风险。敬请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巴东县高铁旅游小镇及周边旅游资源综合开发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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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中标公告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9月29日收到哈密市伊州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为"哈密市伊州区西部片区新建核心区中心

景观轴建设PPP项目"和"哈密市伊州区西区道路建设PPP项目（三标段）"的中标单位。公司已

于2016年9月12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项目中标公示的提

示性公告》。

一、 中标项目及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哈密市伊州区西部片区新建核心区中心景观轴建设PPP项目

1.投资额：15,000万元

2.项目合作期限内资本金内部收益率：6%

3.建设模式：BOT（建设-运营-移交）

4.建设及运营期限：建设期1年，运营期9年

5.项目业主：哈密市伊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哈密市伊州区西区道路建设PPP项目（三标段）

1.投资额：15,500万元

2.项目合作期限内资本金内部收益率：5.9%

3.建设模式：BOT（建设-运营-移交）

4.建设及运营期限：建设期1年，运营期9年

5.项目业主：哈密市伊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上述项目业主均为哈密市伊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公司与哈密市伊州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未承接该招标人项目。

二、项目中标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中标上述项目将对公司2016年度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与上述项目业主正式签订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待合

同签订后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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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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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以下提案被否决：

第三项提案：《本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特别决议）;

第四项提案：《本公司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特别决议）。

二、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三、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6年9月29日（星期四）下午2：45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9月28日--2016年9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9月29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9月28日

下午15：00至2016年9月2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本公司方大大厦一楼多功能会议厅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熊建明董事长

6、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6年9月13日发出，各项议题的相关内容均已刊登在同日的《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英文）和www.cninfo.com.cn上。

7、出席或列席情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

8、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总体情况：

出席人数 代表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总体情况 125 270,736,124 34.31%

其中：现场投票 6 155,868,712 19.75%

网络投票 119 114,867,412 14.56%

2、A股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出席人数 代表股份数量 占A股总股份比例

A股总体情况 117 202,170,491 44.62%

其中：现场投票 4 87,938,622 19.41%

网络投票 113 114,231,869 25.21%

3、B股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出席人数 代表股份数量 占B股总股份比例

B股总体情况 9 68,565,633 20.41%

其中：现场投票 3 67,930,090 20.22%

网络投票 6 635,543 0.19%

4、中小股东（代理人）出席的总体情况（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

出席人数 代表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中小股东总体情况 121 101,609,813 12.88%

其中：现场投票 3 34,298,798 4.35%

网络投票 118 67,311,015 8.53%

五、提案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本公司与全资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参与表决的股

东

270,736,124 184,725,756 68.23% 27,535,843 10.17% 58,474,525 21.60%

参与表决的A

股股东

202,170,491 121,098,595 59.90% 22,597,371 11.18% 58,474,525 28.92%

参与表决的B

股股东

68,565,633 63,627,161 92.80% 4,938,472 7.20% 0 0.00%

本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本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履行合同提供担保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参与表决的股东 270,736,124 184,697,956 68.22% 27,564,443 10.18% 58,473,725 21.60%

参与表决的A股

股东

202,170,491 121,070,795 59.89% 22,625,971 11.19% 58,473,725 28.92%

参与表决的B股

股东

68,565,633 63,627,161 92.80% 4,938,472 7.20% 0 0.00%

本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本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参与表决的股

东

270,736,124 153,288,179 56.62% 29,723,072 10.98% 87,724,873 32.40%

参与表决的A

股股东

202,170,491 88,674,822 43.86% 25,770,796 12.75% 87,724,873 43.39%

参与表决的B

股股东

68,565,633 64,613,357 94.24% 3,952,276 5.76% 0 0.00%

参与表决的中

小股东

101,609,813 31,718,265 31.22% 29,447,922 28.98% 40,443,626 39.80%

本议案审议未通过。

4、审议《本公司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参与表决的股

东

270,736,124 163,616,602 60.43% 29,964,272 11.07% 77,155,250 28.50%

参与表决的A

股股东

202,170,491 99,003,245 48.97% 26,011,996 12.87% 77,155,250 38.16%

参与表决的B

股股东

68,565,633 64,613,357 94.24% 3,952,276 5.76% 0 0.00%

参与表决的中

小股东

101,609,813 42,046,688 41.38% 29,689,122 29.22% 29,874,003 29.40%

本议案审议未通过。

上述议案均为特别决议，需获得与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郭磊明、杨佳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法律意见书

2、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9月30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工商银行为长盛年年收益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根据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签

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2016年9月30日起，工商银行将代理长盛年年收益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为A类000225）的销售业务。

二、自2016年9月5日起，投资者可在工商银行的各指定网点进行本基金的开户、申购及其

他业务。

三、投资者可通过工商银行及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

1、工商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95588

网址：www.icbc.com.cn

2、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2666

公司网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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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

证。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本基金以1元初始面值开展基金募集，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

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

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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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9月30日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秋实2016经典收藏品网络动态报价公告

北京产权交易所于2016年 09月18日至09月30日通过网络动态报价方式处置收藏品一批， 包括翡翠、

玛瑙、和田玉、相机等。

有意者请登陆北交所网站（www.cbex.com)或北交互联网站（https://otc.cbex.com/）了解活动及标的

详情。

预展时间： 2016年09月18日至2016年9月28日

预展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民旺园31号强佑大厦东侧底墒

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九月十四日

项目编号：CF16GJ000189

项目名称：中投发展有限责任公司60%股权

项目概况：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拟对其持有的中投发展有限责任公司60%股权进行公开转让。

意向受让方受让该标的时，还须按照同等条件（包括相同的价格条件及其他交易条件等）同时受让绿城

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黑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并挂牌转让的标的企业24%、10%

的股权。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标的企业经营范围：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养老健康产业投资、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城市信息化

建设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受托资产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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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标的对应评估价值：人民币72820.52万元

挂牌期限：自2016年09月30日至2016年11月1日止

挂牌价格：76800万元

交易保证金：23040万元

项目编号：CF16GJ000190

项目名称：中投发展有限责任公司24%股权

项目概况：绿城房地产集团拟对其持有的中投发展有限责任公司24%股权进行公开转让。意向受让方

受让该标的时，还须按照同等条件（包括相同的价格条件及其他交易条件等）同时受让中国建银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黑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并挂牌转让的标的企业60%、10%的股权。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标的企业经营范围：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养老健康产业投资、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城市信息化

建设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受托资产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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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标的对应评估价值：人民币29128.21万元（以标的企业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24%计算）

挂牌期限：自2016年09月30日至2016年11月1日止

挂牌价格：30720万元

交易保证金：9216万元

项目编号：CF16GJ000191

项目名称：中投发展有限责任公司10%股权

项目概况：上海黑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对其持有的中投发展有限责任公司10%股权进

行公开转让。意向受让方受让该标的时，还须按照同等条件（包括相同的价格条件及其他交易条件等）同

时受让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绿城房地产集团分别持有并挂牌转让的标的企业60%、24%的股权。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标的企业经营范围：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养老健康产业投资、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城市信息化

建设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受托资产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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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标的对应评估价值：12,136.75万元（以标的企业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10%计算）

挂牌期限：自2016年09月30日至2016年11月1日止

挂牌价格：12800万元

交易保证金：3840万元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10-57896586；

联系人：程先生 联系电话：010-57896517；

项目详情请登录：www.cfae.cn(北金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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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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女士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民营业务服务电话：010-51917888-395、13301153185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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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2016SH1000485】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设备 详见交易所网站 50.9300

【GR2016SH1000439-3】

上海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罗山路

1502弄10号201室房产）

建筑面积 73.05平方米 398.7800

【G316SH1008547】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万股

（占总股比的0.99%）

70079.10

注册资本：6073.20�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电热毯、取暖器具等家用电器产品、电热蚊香片、电热蚊

香液、杀虫气雾剂、杀虫器具等系列家庭杀虫卫生产品的研制、生产、销

售和进出口业务。

694.0000

【G316SH1008546】 上海中科再启医疗设备有限公司32%股权 2010.00

注册资本：2625.00�万元

经营范围：Ⅲ类6830X射线诊断设备的生产，Ⅲ、Ⅱ类：医用超声仪器及

有关设备、医用磁共振设备、医用X射线设备，Ⅱ类：医用电子仪器、医用

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的销售，一类医疗器械、通信技术、医用新材料、

生物技术、光机电一体化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840.0000

【G316SH1008545】 无锡百盛传感网络有限公司30%股权 522.00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范围：传感器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纺织、电子、食品、生物技术的

开发、设计、孵化、技术服务、科技成果的转让；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硬件

的开发、设计及维修；网络设备安装及维护；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增

氧机械、茶园防霜机的组装与销售；生态修复工程的施工；农用智能温

室大棚的设计、安装、销售；物理农用设备的设计、安装、销售；水产养殖

环境监控与管理设备的设计、安装、销售；电子工程专业承包；会议及展

览服务；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技术培训。

156.6000

【G316SH1008544】 武汉久源电力有限公司5.2%股权 4172.68 2690.50

注册资本：2690.00�万元

经营范围：电力设备安装、检修、质量监理、检测、试验；锅炉清洗；金属

材料、电器机械及器材、建筑材料、仪器仪表、木材、阀门及配件、电线电

缆、电力设备及配件、润滑油及化工产品，煤炭的批发兼零售；电厂设备

运行、维护；劳务派遣。

139.9100

【G316SH1008543】

北京东方广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43.0727万

股份（占总股份的3.739%）

53683.16

注册资本：11850.00�万元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范围包括许可经营项目：生产数字电视机顶盒、前

端设备、条件接收系统、有线电视加解扰系统、有线电视中心机房设备；

销售通信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

让：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租赁电视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出租商业房屋。

2008.0000

【GR2016SH1000462-2】

上海华康科技开发公司部分资产（消毒炉及

配套设备和部分办公设备）

详见交易所网站 204.0390

【G316SH1008542】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17540.1341万股

股份（占总股本的14.032%）

717038.65

注册资本：12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电池、充电器、超级电容器、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储能产

品、风光储能产品、储能电子元器件的原材料、元器件、半成品、产成品、

生产设备、仪器、配套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转

让、工程承揽业务和进出口业务；太阳能电站项目的开发、涉及、管理、

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合同能源管理服务；自有房屋租赁；电子设备、机

械设备及电池相关设备的租赁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

务。

103576.6900

【GR2016SH1000484】

北京中铁诺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宝鸡建工花园在建工程）

详见交易所网站 2911.3400

【G316SH1008541】

天津星华城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上海

中星（集团）有限公司对天津星华城置业有

限公司47572.291666万元债权

279353.27 136136.76

注册资本：16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自有房屋租赁，房屋信息咨询，装

饰装修工程。

185572.2917

【GR2016SH1000483】

上海三毛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朝日服

饰分公司部分资产（一批机械设备及电子设

备）

详见交易所网站 2.3695

【GR2016SH1000482】

上海三毛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朝日服

饰分公司部分资产（自动裁床及CAD软件）

详见交易所网站 6.0000

【G316SH1008540】 上海中信国际旅游社有限公司19%股权 15715.96 157.85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经营范围：入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会务服务，展

览展示服务，票务代理，订房服务，商务咨询，经济信息服务，承接各类

广告的设计、制作，婚庆礼仪服务，国内货运代理，摄影，旅游商品、工艺

品、日用百货、花卉、服装、饰品的销售。

39.6600

【GR2016SH1000481】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

司部分资产（上海市黄浦区海潮路93弄3号

30层1701室房产）

建筑面积 82.48平方米 594.7400

【GR2016SH1000480】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

司部分资产(上海市黄浦区海潮路93弄5号34

层1906室的房产)

建筑面积 48.93平方米 371.0100

【GR2016SH1000479】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

司部分资产（上海市黄浦区海潮路93弄5号

34层1902室房产）

建筑面积 56.81平方米 426.4900

【GR2016SH1000478】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

司部分资产（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南芦公

路2190弄14号房产）

建筑面积 175.67平方米 225.2000

【GR2016SH1000477】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

司部分资产（昆明市双桥路鸿城花园A幢十

楼D2号房产）

建筑面积 126.06平方米 77.2000

【GR2016SH1000476】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

司部分资产（昆明市双桥路鸿城花园A幢十

楼B1号）房产

建筑面积 102.79平方米 64.2100

【Q316SH1014632】 上海经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1.029%股权 179244.33 179178.22

注册资本：19445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咨询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园林绿化、装潢设

计；会务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

1843.7439

【G316SH1008453-3】 宁夏汇才工程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 654.52 189.45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经营范围：工程技术咨询；车辆、机械设备及工器具租赁；用工登记、求

职登记、劳务代理、政策信息咨询等就业服务工资；建筑劳务分包；办公

用品销售

300.0000

【Q316SH1014631】 上海太阳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 3370.29 3370.29

注册资本：2050.00�万元

经营范围：土建，建筑装潢，市政建筑，土方工程，水暖电安装建筑工程，

销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潢材料 、机械配件、混凝土制品，附设一户

分支。

3370.2900

【G316SH1008539】 深圳市深国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 54373.22 54227.95

注册资本：5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项目投资及投资咨询

54437.9600

【G316SH1008538】

湖南长轻置业发展总公司整体产权及转让方

对标的企业4472.201863万元债权

4564.43 89.52

注册资本：818.00�万元

经营范围：在本企业资质证书核定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从事

新技术、设备、产品、材料的引进、开发、研制、销售；提供工程技术培训、

晒图服务； 销售普通机械、电气机械及器材、仪器仪表、五金、交电、百

货、日用杂品、针纺织品、建筑材料及法律法规允许的金属材料、化工原

料及化工产品。

4564.4300

G3Y16SH1000062

黑龙江富锦凯马车轮制造有限公司83.51%股

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Y16SH1000061 南京新苏热电有限公司9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Y16SH1000060

西宁润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及

转让方对标的公司全部债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Y16SH1000059 保定市宇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Y16SH1000056 成都九扬兴投资有限公司5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Y16SH1000051 武汉长光科技有限公司42.04%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Y16SH1000050

长沙三九楚云大酒店有限公司55%股权及转

让方对标的公司的4728.532791万元债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项目名称：中海油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增资项目（预公告） 项目编号：20160908010001

中海油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隶属于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石油化工行业主要的、中国海油系统内唯一的，集安全技术研发、安全评估评价、安全管理咨询、安全监督监理、安保产品

服务、安全技术培训、职业健康服务，以及应急与消防、防火防爆、防雷电气等为主导业务的综合性专业安全技术服务公司。

近五年来，公司营业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到近50%，海外及外部市场增长迅速，收入占比超过35%。母公司正根据产业的协同性将其他关联公司进一步整合进入公司，财务指标也将更加完善。

公司拟通过本次增资引入战略互补的社会资本，改善资本结构，优化健全治理机制，激发企业市场化活力，加快技术实力提升，全面推动市场大幅布局和拓展，并实现公司品牌、收益等的快速成长。为保持核心经营

团队和核心技术骨干的稳定性，公司在引入战略资源投资者的同时，正在同步推动员工中长期激励机制建设及实施工作。

联系人：王丹 /�010-5191�8742�/�138-0126-8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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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16BJ1007417

三亚万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28106.078716万元债权及660.691135万元利息

36257.88 6840.77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经营范围：宾馆开发、经营管理，酒楼，康乐中心，游乐中心，餐饮服务（仅限

分支机构经营）；热带种植业，高科技产业；物资供应，建材、设备采购、租赁。（凡需行政许可的项

目凭许可证经营）（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

（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6500.000000

G316BJ1007416 北京宇信电子有限公司30%股权 1679 1677.31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国内VSAT通信业务、无线寻呼业务、计算机信息服务等。 553.512300

G316BJ1007412 中轻海鸥洗涤用品有限公司75%股份 5971.13 5363.22

注册资本：32405.9376万元 经营范围：委托加工并销售气雾杀虫剂（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

等。

4022.420000

G316BJ1007413 中轻海鸥洗涤用品有限公司25%股权 5971.13 5363.22

注册资本：32405.9376万元 经营范围：委托加工并销售气雾杀虫剂（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

等。

1340.805000

G316BJ1007414 北京外投人力资源有限公司65%股权 830.1522 240.1212

注册资本：200万元 经营范围：人才供求信息的收集、整理、储存、发布和咨询服务；人才推荐、人

才招聘、人才培训、人才测评、人才派遣、人事代理（代理人事政策咨询与人事规划；代理人才招

聘、人才测评和人才培训；经国家和本市有关部门批准代办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代办聘用合同

签证；代理当事人参加人才流动争议仲裁事宜）；代理保险法律和行政规章制度许可范围内的险

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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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78800

G316BJ1007415 中煤科工集团工程科技有限公司10%股权 44332.554 5967.418

注册资本：6000万元 经营范围：煤矿生产运营的投资管理；煤炭、生铁、矿石、钢材、水泥、土砂石、

建筑材料的销售；采矿、选煤、煤田水文地质矿山工程建设、矿山安全、环保，地下工程的技术开

发、研究、咨询、转让及技术工程承包；煤矿机电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及配套装备材料、煤炭综合

利用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服务及销售；市场信息

服务；进出口业务；施工总承包及专业承包；室内外装修；特种车辆及配件的销售。组织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不含演出）、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展览及会议服务；室内装饰设计、环境艺术设

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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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600.000000

SW1609BJ00240(GR2016BJ1002196)

中冶京诚（湘潭）重工设备有限公司“矿车专利

及非专利技术”无形资产组合

/ 9715.590000

转让资产为【中冶京诚（湘潭）重工设备有限公司】拥有的【中冶京诚（湘潭）重工设备有限公司“矿车专利及

非专利技术”无形资产组合】

9715.590000

SW1609BJ00251(GR2016BJ1002203) 北京市朝阳区康惠园1号院2号楼1至2层101房产 / 4513.370000 转让资产为【北京建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拥有的【北京市朝阳区康惠园1号院2号楼1至2层101房产】 4513.370000

SW1609BJ00249(GR2016BJ1002208) 北京市朝阳区康惠园2号院2号楼1至2层110房产 / 339.840000 转让资产为【北京建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拥有的【北京市朝阳区康惠园2号院2号楼1至2层110房产】 339.840000

SW1609BJ00246(GR2016BJ1002209) 北京市朝阳区康惠园2号院2号楼1至2层107房产 / 340.810000 转让资产为【北京建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拥有的【北京市朝阳区康惠园2号院2号楼1至2层107房产】 340.810000

SW1609BJ00247(GR2016BJ1002206) 北京市朝阳区康惠园2号院2号楼1至2层108房产 / 335.670000 转让资产为【北京建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拥有的【北京市朝阳区康惠园2号院2号楼1至2层108房产】 335.670000

SW1609BJ00248(GR2016BJ1002207) 北京市朝阳区康惠园2号院2号楼1至2层109房产 / 332.400000 转让资产为【北京建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拥有的【北京市朝阳区康惠园2号院2号楼1至2层109房产】 332.400000

SW1609BJ00245(GR2016BJ1002204) 北京市朝阳区康惠园2号院2号楼1至2层106房产 / 328.130000 转让资产为【北京建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拥有的【北京市朝阳区康惠园2号院2号楼1至2层106房产】 328.130000

SW1609BJ00250(GR2016BJ1002205) 北京市朝阳区康惠园2号院2号楼1至2层111房产 / 336.820000 转让资产为【北京建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拥有的【北京市朝阳区康惠园2号院2号楼1至2层111房产】 336.820000

SW1609BJ00243(GR2016BJ1002197)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处置部分实

物资产（氨基酸区域部分资产）

/ 141.489900

转让资产为【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处置部分实

物资产（氨基酸区域部分资产）】

142.000000

SW1609BJ00244(GR2016BJ1002198)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处置部分实

物资产（机修车间部分资产）

/ 222.373400

转让资产为【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处置部分实

物资产（机修车间部分资产）】

223.000000

SW1609BJ00256(GR2016BJ1002199)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存货资产（6套

柴油发电机组）

/ 892.000000

转让资产为【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拥有的【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存货资产（6套柴油

发电机组）】

892.000000

SW1609BJ00255(GR2016BJ1002202) 中国三峡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处置库存废旧图书 / 15.364364 转让资产为【中国三峡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拥有的【中国三峡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处置库存废旧图书】 15.364364

SW1609BJ00257(GR2016BJ1002211)

海南省三亚市三亚湾路海坡开发区A、B、C�三栋

别墅房地产

/ 3495.420000

转让资产为【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海南省三亚市三亚湾路海坡开发区A、B、C�三栋别墅房地

产】

3500.000000

GR2016BJ1001857-2 京GQ1996别克君威SGM7251G / 1.01 中国航空集团旅业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京GQ1996别克君威SGM7251G对外转让。 0.909

GR2016BJ1002002-2 辽BB9465帕萨特SVW7183FJi 5.4056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辽BB9465帕萨特SVW7183FJi对外转让。 4.86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