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0151 中成股份 B14

000422 湖北宜化 B13

000532 华金资本 B32

000613 大东海A B18

000623 吉林敖东 B12

000900 现代投资 B10

000953 河池化工 B26

000998 隆平高科 B14

002008 大族激光 B12

002013 中航机电 B10

002047 宝鹰股份 B12

002161 远望谷 B4

002167 东方锆业 B4

002260 德奥通航 B3

002263 大东南 B13

002366 台海核电 B14

002367 康力电梯 B4

000066 中国长城 B1

深市主板

002005 德豪润达 B11

深市中小板

002405 四维图新 B30

002423 中原特钢 B4

002426 胜利精密 B12

002433 太安堂 B14

002435 长江润发 B13

002445 中南文化 B4

002447 晨鑫科技 B4

002523 天桥起重 B23

002538 司尔特 B12

002538 司尔特 B12

002542 中化岩土 B14

002552 宝鼎科技 B12

002579 中京电子 B11

002594 比亚迪 B28

002599 盛通股份 B3

002610 爱康科技 B13

002619 艾格拉斯 B4

002656 摩登大道 B10

002699 美盛文化 B12

002702 海欣食品 B10

002712 思美传媒 B16

002717 岭南园林 B16

002769 普路通 B16

002802 洪汇新材 B13

002822 中装建设 B40

002828 贝肯能源 B30

002848 高斯贝尔 B24

002869 金溢科技 B11

002870 香山股份 B19,B20

002890 弘宇股份 B1

002903 宇环数控 B18

300131 英唐智控 B1

300504 天邑股份 A23

600309 万华化学 B4

600398 海澜之家 B16

600433 冠豪高新 B9,B10

300109 新开源 A10

创业板

600053 九鼎投资 B16

沪市主板

600487 亨通光电 B36

600655 豫园股份 B17,B18

601628 中国人寿 B16

601678 滨化股份 B1

603038 华立股份 B26

603214 爱婴室 A23

603336 宏辉果蔬 B36

603393 新天然气 B32

603496 恒为科技 A23

603517 绝味食品 B14

603596 伯特利 A1

603596 伯特利 A17,A18,A19,A20

603718 海利生物 B11

603811 诚意药业 B3

603856 东宏股份 B10

603897 长城科技 A21,A22

长信基金 B36

大成恒丰宝 A24

博时合晶货币 B44

基金

富荣基金 B20

工银瑞信前沿 B29,B30

广发汇元纯债 B5,B6,B7,B8

国海富兰克林 A23

国联安鑫禧 B33,B34

国联安鑫悦 B54

国泰基金 B20

红塔红土盛隆 B45,B46,B47,B48

红塔红土盛世 B37,B38,B39

红塔红土稳健 B41,B42,B43

红塔红土优质 B49,B50,B51

华安基金 B22

华宝基金 B14

华泰柏瑞中国 B21,B22

华夏基金 B10

汇安基金 B3

汇添富 B26

交银施罗德 B44

景顺长城 B34

南方基金 B11

鹏华基金 B14

浦银安盛 B14

前海开源 B32

前海开源顺和 B15

融通丰利四分法 A16

泰达宏利市值 B35,B36

泰康稳健增利 B53

天治基金 B1

万家基金 B27,B28

新华钻石品质 B52

信诚稳利债券 B11

兴业保本混合 B31,B32

兴业聚宝灵活 B56

兴业聚盛灵活 B55

兴银基金 B34

易方达 B32

银河银联系列 B25,B26

银华瑞和 B57,B58,B59,B60

中欧强利债券 B40

中银基金 B3

上海产权 B1

华立医药 B2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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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2018SH1000120】

宝钢股份黄石涂镀板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

宝山区塘后路285弄31号301室）

建筑面积127.87平方米 562.0000

【G32017SH1000551-2】 大庆星火通讯安装有限公司100%股权 1662.11 1171.68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电信工程专业承包叁级，通讯器材、通讯设备、建材、计算机、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

汽车配件、电线电缆、文具用品、化工产品销售。

1133.0000

【G32018SH1000069】 上海昊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6.5%股权 30042.00

注册资本：35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数码产品、音视频设备、电子产品的开发、销售、安装，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计算机网络专

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子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文化

艺术交流策划，会展会务服务，商务信息咨询，通讯器材、金属材料、教学用具、家用电器、农用机械、仪器仪表、商用

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的销售。

4956.9300

【G32017SH1000447-4】 上海包装造纸(集团)有限公司13.56%股权 106226.95 85795.70

注册资本：54505.98�万元

经营范围：纸,纸制品,塑料及制品,电化铝,图片日历,颜料,印刷,塑料,纸制品工业设备,纸浆,文化用品,纸箱制作和印

刷,包装装潢设计,质量检测,出版物印刷,包装印前,包装印刷,其他印刷,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8481.1100

【GR2018SH1000119】

上海航空工业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沪JL6378桑塔纳SVW7182QQD）

详见交易所网站 2.9915

【GR2018SH1000118】

上海航空工业房产经营有限公司部分资产（沪

B73163别克君威SGM7250G）

详见交易所网站 0.9820

【GR2018SH1000117】

上海航空工业房产经营有限公司部分资产（沪

L97890别克君威SGM7205ATA）

详见交易所网站 7.2920

【GR2017SH1000498-2】

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鸡西供电公司部分资

产（鸡西龙电宾馆）

详见交易所网站 4265.0000

【GR2017SH1000596-6】

上海市邮政公司部分资产（管弄路311弄54号

401-3室）

建筑面积74.61平方米 383.0000

【GR2018SH1000116】

中国航油集团辽宁石油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上海

市商城路2000号111室办公房产）

建筑面积169.71平方米 755.2301

【G32017SH1000480】 中国电子物资津蓟公司整体产权 19.46 -111.40

注册资本：700.00�万元

经营范围：各类物资的销售；机电产品、汽车、电工器材、电子产品、家用电器销售；电子材料、短线物资的联合开发利

用。

30.0000

【G32017SH1000566】 中国电子物资华东公司整体产权 0.37 -50.26

注册资本：2021.00�万元

经营范围：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电子工业及系统外所需原材料，机电产品，电子产品，仓储，汽车，化纤，家用电

器，物流技术咨询，地方物资代办服务，商务咨询。

0.0001

【GR2017SH1000688-2】

湖南天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浦

东大道1097弄12号21C室）

建筑面积171.1平方米 997.5000

【GR2017SH1000687-2】

湖南天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浦

东大道1097弄12号21D室）

建筑面积168.2平方米 978.5000

【G32018SH1000066】 上海东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4%股权 531.04 513.12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

123.1489

【G32018SH1000065】 上海尚福之星商务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 9.62 8.21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商务服务，保洁服务，经销服装及辅料、服饰品、针纺织品、一般劳防用品、建材、文化用品、工艺品、百货，

旅馆，附设分支机构。

20.0000

【G32018SH1000028-2】 上海杉德金卡信息系统科技有限公司1.179%股权 238926.24 227685.86

注册资本：12721.50�万元

经营范围：计算机、系统集成领域内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服务及产品的装配、修理，电器机械及器材、电子产品及通

信设备、电子计算机及配件、家用电器、照相器材、文教用品销售，金融终端的研发，金融终端机具的生产，电子信息

设备、税控器、税控收款机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

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实业投资。

2684.4200

【Q318SH1014792】

镇江中轩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转让方对标的

公司人民币22211.09213万元债权

32143.90 2895.64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地产销售；物业管理。

25600.0000

【G32017SH1000373-3】 北方工业烟台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2920.01 2910.06

注册资本：2774.00�万元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轻纺织品、化工产品及原材料、五金交电、仪表仪器、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木材、钢材、机电产品

的批发、零售。

291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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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B1

Disclosure

今日公告导读

Bulletin Board

特别提示

Trading Tips

深市

股权登记日

舒泰神

停牌一天

中成股份 露天煤业

取消停牌

隆平高科 司尔特 香山股份

大富科技 光环新网

沪市

停牌一天

带路分级 带路A� �带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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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并购业务联系电话：010-51918836任先生

证券代码：601678� � � �股票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3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听取投资者意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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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相关内

容于2018年3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指定媒体进行了披露， 并将于2018年3月29

日召开的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此项议案。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和交流，充

分听取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关于公司现金分红方案的意见和诉求，公司决定于2018年3

月19日至20日集中听取投资者对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意见。在此期间内，投资者可

以通过公司上证e互动平台、公司邮箱、证券部联系电话及传真等方式向公司反馈相关意见。

上证e互动平台：http://sns.sseinfo.com/company.do?uid=1678

公司邮箱：befar@befar.com

联系电话：0543-2118571� � � � �传真：0543-2118888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601678� � � �股票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4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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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刘维群持有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13,006,8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9%。截至

本公告日，刘维群持有公司股份13,006,8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9%。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刘维群本次拟减持股份不超过75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0.063%，减持价格为8元/股以上。减持期间为自2017年11月14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

内。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转增股本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将根据股

本变动对减持数量、减持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 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刘维群在其减持计

划期间内未减持公司股份。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姓名 身份 现持股数量（股） 现持股比例（%） 股份来源

刘维群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一

13,006,848 1.09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

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股份来源 减持数量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刘维群

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前股份及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式取

得的股份

不超过 750,

000股

不超过公司

总 股 本 的

0.063%

自2017年11月14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易

等法律法规

允许的方式

8元/股以上。 若在减持

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

派发红利、 转增股本等

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

将根据股本变动对减持

数量、 减持价格进行相

应调整。

具体计划详见公司于2017年11月14日披露的《滨化股份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计划的公告》

（临2017-055）。

三、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刘维群持有公司股份13,006,8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9%。截至本

公告日，刘维群在其减持计划期间未减持公司股份。

本次计划实际实施情况与刘维群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000066� � � �证券简称：中国长城 公告编号：2018-031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签署《在自主可控人工智能平台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仅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为双方合作意向和合作方向、合作范畴的初步

洽谈结果，后续是否能最终达成具体合作项目及业务进度均存在不确定性。实际业务合作须

以双方签订的具体业务合作协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对公司的具体影响需取决于双方后续签署及实施的项目及

合同执行情况，目前难以预测；但如最终能顺利开展合作，将对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和业绩

带来正面影响。

一、概况

为更好利用各自优势资源，共同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产业平台创新、成果孵化和行业

应用生态发展，本着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长城"或"公司"）、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简称"百度"）于2018年3

月18日签订了《在自主可控人工智能平台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有效期三年。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1、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向海龙

3、注册资本：4,520万美元

4、主营业务：开发、生产计算机软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承接计算

机网络系统工程；销售自产新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广告。

5、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10号百度大厦三层

6、与本公司关联的关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基于自主可控基础架构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平台移植与落地

中国长城提供云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相应的技术服务和集成服务，自主可控的平台和品

牌，以及行业落地资源；百度提供"AI� CITY大脑"、"智能感知平台"、以及相应的AI开发平台

技术服务；共同打造"人工智能软硬创"三位一体平台。

2、新型智慧城市、智能制造及其他关键行业的合作

采用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为传统智慧城市提供全新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促

进关键行业的产业升级。

3、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创新中心的建设合作

通过和地方政府的紧密合作，双方将合作共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将人工智能/大

数据技术转化为产业应用成果，培育高成长性产业集群。

（二）合同生效条件及有效期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三年。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认为，随着物联网技术、ARM等芯片技术、移动互联技术、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

展，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发展趋势，未来将可能改变各行各业。双方通过本次战略合

作意向的达成，希望能把百度的ABC（AI人工智能，Big� Data大数据，Cloud� Computing云计

算）技术与中国长城的自主可控软硬件平台结合，整合各自的优势资源，这将有利于共同探

索、发掘双方现有技术的适用宽度与深度；同时，通过全要素聚合的产业孵化及应用输出体

系搭建，有利于双方在全行业探索自主可控人工智能的发展与落地应用。如能最终落实，将

对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本次战略合作协议仅对合作方向做出框架性约定，对公司具体业务的影响与协同效

应将取决于双方后续签署及实施的项目及合同执行情况。

后续合作事项如能顺利推进， 将有利于助力打造信息安全自主可控环境下的人工智能

应用，并将对公司战略规划实施和品牌、经济效益的提升带来正面影响。

3、本次合作，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本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合作方形成依

赖。

五、风险提示

1、本协议仅为双方对未来开展合作的意向的表明，并不意味着双方必须签订正式合作

协议，任何一方也不因未签订正式合作协议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除知识产权管理与保密以

及争议解决条款外，本协议其他条款原则上对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如遇本协议与双方签

订的具体业务合作协议存在冲突的情况，须以双方签订的具体业务合作协议为准。

2、本协议的具体合作项目和进度须以双方签订的具体业务合作协议为准，尚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战略框架性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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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在自主可控人

工智能平台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八年三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890� � � �证券简称：弘宇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8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法定代表人变更工商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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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3月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山东弘

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议案》，选举柳秋杰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法定代表人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烟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现法定代表人为柳

秋杰先生。

除以上事项外，《营业执照》其他工商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3月16日

封闭期内天治鑫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2018-03-16

公告送出日期：2018-03-19

基金名称 天治鑫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天治鑫利半年定期开放

基金管理人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50280000

基金主代码 003123

基金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20050000

基金资产净值 （单位： 人民币

元）

35,704,301.83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基金简称 天治鑫利A 天治鑫利C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123 003124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资产净值

（单位：人民币元）

35,186,283.07 518,018.76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份额净值

（单位：人民币元

1.0182 1.0133

证券代码：300131� � � �证券简称： 英唐智控 公告编号：2018-014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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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2018年3月1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3月16日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书》的遗失作废声明

新日奔工机（南京）有限公司因遗失《证券质押

登记证明书》壹张，现声明作废。 出质人姓名及证券账

户：杜玉林，0226497511；质权人名称：新日奔工机（南

京） 有限公司； 质押证券代码及简称： 中望软件

（871544）；质押登记日：2016 年 9 月 14 日；质押标的：

出质人持有的中望软件股份；质押股份数量：1,200,000�

股股份；质押股份性质：无限售流通股；证券质押登记

证明书编号：【1705220003】，特此声明。

新日奔工机（南京）有限公司

2018年 3月 19日

【GR2018SH1000005-2】

中国石油大庆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部分资产（有线

电视权益及资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841.0000

攀钢集团成都钢钒有限公司部分冶炼区备品备件

资产7宗

详见交易所网站 1692.9100

【TR2017SH1000075-4】

上海汽车维修技术装备有限公司部分资产（普陀

区金沙江路65弄17号底，二层住宅房地产）

建筑面积295.4平方米 1654.2400

【GR2017SH1000725-2】

广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北京市丰台区

芳城园一区5号楼19层甲门1902）

建筑面积123.8平方米 680.5170

【Z318SH10G0107】 上海民怡实业有限公司的债权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活性炭、钢材、建材、装潢材料、金属材料、木材及木制品的销售，仓储，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798.0000

【G32018SH1000064】

镇江万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及中节能绿

色建筑产业有限公司对标的企业29999万元债权

39156.74 4699.56

注册资本：6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租赁、及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商务咨询；企业信息咨询；建筑

材料的销售。

34699.0000

【G32018SH1000063】 上海摩特威尔科技有限公司24%股权 29.87 -0.64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传感器、检测、监控专业领域的八技服务及其新产品研制；劳防设备、环保设备、节能设备的设计、制作、安

装、调试；仪器仪表、劳防用品销售，生产加工仪器仪表

0.0001

【G32018SH1000062】 中船圣汇装备有限公司25%股权 145840.35 27499.20

注册资本：26160.00�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压力容器和其成套设备的生产、安装和调试；从事罐式专用车的生产；从事工业炉的设计、制造、安

装、调试和维修；从事化工、冶金、石油、天然气、电站和船用设备的生产、安装；从事民用金属结构件的生产、安装；从

事金属零部件、锻件、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的生产；销售公司自产产品；从事设备的租赁业务；从事上述同类产品及危

险化学产品的批发和进出口业务。

6900.0000

G32018SH1000068-0 新疆花岗石材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067-0 温州鸿益置业有限公司51%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059-0 上海海外嘉光光电器件有限公司49%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052-0 东风鸿泰武汉洁能汽车改装有限公司51%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051-0 中文寰汇（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5%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050-0 大连正达药业有限公司8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Y18SH1000013

宁波高教园区国际会议交流中心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推介

上海捷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核心资产包含专利及自贸区内房产，公司已取得“活肤因子”发明专利，并注册艾德娜品牌生产，即“艾德娜rh-aFGF生物细胞生长因子” 。aFGF对生物体内部的血管、神经细胞的损伤有着

修复作用，对于表皮细胞的损伤也具有治疗修复效果，同时对于祛除老皮细胞、促进新皮细胞生长有明显效果。产品可用于术后伤口愈合、器官移植等。房产位于国际商贸大厦第17层整层（共19层），共14间，共计1388.43平米，每间具有中

央空调及独立的卫生间。国际商贸大厦坐落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区内（5号门），目前，上海自由贸易港建设方案正在酝酿中，该大厦将直接受益，前景无限。

标的转让底价6000万元，如希望拆分资产转让，具体细节面议，有意者请联系股权一部万经理、张经理，电话021-62657272-324、021-62657272-181。

湖北众晶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湖北众晶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主要资产为旗下众晶太极湖国际酒店及公司名下商业用地。该酒店坐落于武当山太极湖生态文化旅游新区南侧入口，武当山国际体育中心对面，占地面积219311㎡。

酒店内设五星级酒店标准客房、会议中心、会所和五栋独立式别墅客房组成，同时配备了恒温游泳池、网球场、高尔夫练习馆等健身设施。

酒店经营情况良好，合作方式包括不限于资产的整体或部分转让、项目融资、共同投资或运营。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王悦 021-62657272-171

湖北奇胜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公司主要资产为自有资金建设的综合楼一幢，位于武当山太极湖生态文化旅游新区南侧入口，武当山国际体育中心对面，土地证面积4841.14㎡、建筑面积8072.72㎡，共6层商业用房，已办产权证。

主要从事武当山周边园林绿化工程建设项目及为众晶太极湖国际酒店提供内外景观、山体园林绿化；为众晶太极湖国际酒店员工提供餐饮、住宿、用房租赁服务；为外单位提供办公、住宿租赁服务等。

合作方式：资产的整体或部分转让、项目融资、共同投资或运营等。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王悦 021-62657272-171

湖北陵仙逸景陵园管理有限公司融资项目

湖北陵仙逸景陵园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29日，经营范围：殡仪服务、墓穴销售、殡葬用品销售。

该项目计划总用地面积565.6亩，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墓穴69327个，期限20年，每年纪念堂500场次，5000元/场次；餐饮25000人次，20元/人次；墓穴3300个，15000元/个；其他2000人次，100元/人次。每年营业收入5270万元。

现拟申请融资9000万元，公司股份作质押，资金使用期限六年。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王悦 021-62657272-171

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转让

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近年来每年总产值在2亿元左右且每年有20%的提升。公司团队已超过500人，包含总部职工250人和一支300余人的监理队伍。公司主要运营核心人员稳定，年富力强，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以运营中心、投标中心、核

算中心、研发中心四大中心支撑起公司管理体系架构。招标代理咨询、工程造价咨询、工程监理、项目管理四大板块业务齐头并进，采用部门经理负责制结合项目经理负责制的运作模式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技术咨询服务。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王悦 021-62657272-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