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GR2022SH1000447】

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

究中心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一套整车 KC参数测量系统设备 2,567.184100 2022-08-26

【GR2022SH1000446】

广德独山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部分资产

2#熟料生产线原有设备 152.410000 2022-08-11

【GR2022SH1000444】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部分资

产

车辆工厂毛坯和铜瓦 502.860000 2022-08-10

【GR2022SH1000445】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部分资

产

车辆工厂模具资产 231.240000 2022-08-10

详见项目官网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市分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市虹口区部分房产，详见项目官网 255-720 2022-08-10

【GR2021SH1000976-4】

国家能源（山东）新能源有

限公司蓬莱分公司部分资产

风力发电机组 2,960.962900 详见项目官网

【GR2022SH1000441】

中铁大桥局集团第四工程有

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上海豪都国际花园 1-53号 1,400.000000 2022-08-19

【GR2022SH1000440】

无锡华燕化纤有限公司部分

资产

东绛镇蠡江新村 27#28#29# 400.020000 2022-08-19

【GR2021SH1001641-4】

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

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 19号 901室、909室、910室、911室、912室、913室房产 1,136.745000 2022-08-18

物权 /资产 /权益类项目信息

【Z32022SH1000007-2】

乌鲁木齐新疆民街抵债资产

相关权益

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8838、18610806302

18,500.000000 2022-08-22

【GR2022SH1000439】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浦东分行部分资产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2451号 1-6幢房地产 85,210.000000 2022-08-15

增资项目信息

厦门闽电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厦门闽电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国有全资企业

注册资本：80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商务服务业

职工人数：21

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股权结构：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司 1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注册资本：80,000.000000万元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位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通过增资，引入战略合作伙伴，实现股权多元化，充分发挥各方资源及业务优势，保障业务

及公司未来发展。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增资终结条件: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或挂牌期间未征集到符合增资条件的

意向投资人。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持股 50.00%，新增投资人持股 50.0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项目联系人：黄昕宇

联系方式：010-51915336、18600347116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2-09-09

(项目信息以 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上海化工宝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上海化工宝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实际控制企业

注册资本：2,974.2424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商务服务

职工人数：51

经营范围：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电子商务等，详见项目官网。

股权结构：详见项目官网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约 2家，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公司相关业务的市场开拓和研发；用于日常运营和补充流动资金。。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详见项目官网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本次新增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不超过 5%。 本次增资完成后，原股东合计持股比不

低于 92%。 新增股东与原股东最终持股比例根据本次最终成交价格确认。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本次增资后，增资人原股东宁波宝之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和北京百川盈孚科技有限公司拟与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一致行动协议。

项目联系人：汪思维

联系方式：19512345772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2-09-19

(项目信息以 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上海化工宝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上海化工宝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实际控制企业

注册资本：2,974.2424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商务服务业

职工人数：51

经营范围：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等，详见官网。

股权结构：详见项目官网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约 2家，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公司相关业务的市场开拓和研发；用于日常运营和补充流动资金。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详见项目官网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本次新增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不超过 5%。 本次增资完成后，原股东合计持股比不低

于 92%。 新增股东与原股东最终持股比例根据本次最终成交价格确认。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本次增资后，增资人原股东宁波宝之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

北京百川盈孚科技有限公司拟与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一致行动协议。

项目联系人：汪思维

联系方式：19512345772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2-09-21

(项目信息以 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厦门航天思尔特机器人系统股份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厦门航天思尔特机器人系统股份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实际控制企业

注册资本：91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职工人数：339

经营范围：智能装备、机器人系统的设计、研发、制造、销售；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软件开发；应用软件服

务；销售软件服务。

股权结构：详见项目官网。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8.42%

拟新增注册资本：9,216,589股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位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主要用于技术产品研发、制造能力提升、项目运营资金补充、管理及营销机构建设等方

面。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详见项目官网。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本次增资完成后，增资人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化，增资人同一实际控制人下股东

合计持股比例为 36.75%，其他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为 63.25%。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详见项目官网。

项目联系人：王心芸

联系方式：18221656966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2-08-31

(项目信息以 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债权类项目信息

【G32021SH1000621】

禹州神火昌平矿业有限公司

51%股权

总资产 2,130.22万元、净资产 -4,473.86万元，注册资本 5,295.19万元，经营范围：对煤矿的投资、投资咨

询及管理

联系人：孙轶先 联系电话:021-62657272-836�13795246431

0.000100 2022-08-15

【G32022SH1000131】

上海永业商业房地产发展有

限公司 60%股权

总资产 91,892.64万元、净资产 80,659.14万元，注册资本 10000万元，经营范围：商业房地产的开发经营。

联系人：房逸宁 联系电话:�021-62657272-233

50,890.185880 2022-08-15

【G32022SH1000157】

长城超云（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 26%股权

总资产：12,457.78万元，净资产：12,398.80万元，注册资本 33,085.71 万元，经营范围：技术推广、开发、服

务、咨询；计算机系统集成；设备租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通讯设备；互联网数据服务；组装

计算机服务器；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

联系人：闵尚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32、13910706350

14,537.814200 2022-08-24

近日挂牌公告信息详情请查阅 www.suaee.com

股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G32022SH1000123-2】

邵武市金卫水电有限公司

26%股权

总资产 14,816.94万元、净资产 -1,698.40万元，注册资本 3000万元，经营范围：水力发电。

联系人：鲍鹏恺 联系电话:010-51915336、13691580217

0.000100万元 2022-08-26

【G32022SH1000124-2】

邵武市金溏水电有限公司

26%股权

总资产 11,512.21万元、净资产 3,541.97万元，注册资本 1200万元，经营范围：水力发电。

联系人：鲍鹏恺 联系电话:010-51915336、13691580217

828.828800 2022-08-26

【G32022SH1000156】

上海品冠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总资产 9,817.53万元、净资产 9,452.98万元，注册资本 380万美元，经营范围：生产奶瓶、洗发精瓶、电子

电器产品塑料件、日用五金、包装装潢印刷，运动水壶及相关塑胶产品，销售自产产品，上述同类产品的

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

联系人：鲍鹏恺 联系电话:010-51915336、13691580217

9,772.000000 2022-08-26

【G32021SH1000600-9】

咸阳秦越纺织有限公司 19%

股权

总资产 65,454.72 万元、净资产 57,736.44 万元，注册资本 130,918.42 万元，经营范围：生产棉、麻、涤纶、

腈纶、粘胶、色织等各类纱、线、布等纺织品，服装、纺织机械设备、零配件，销售自产产品；纺织原料、纺织

纤维、丝织品的批发销售；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纺织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

联系人：孙轶先 联系电话:021-62657272-836�13795246431

4,491.000000 2022-08-11

【G32022SH1000099】

宁夏上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转让方对标的公

司 11,473.�083521万元债权

总资产 33,669.68万元、净资产 0.50万元，注册资本 100万元，经营范围：光伏电站项目开发、投资、建设、

运营、维护及管理服务；光伏发电技术及设备、太阳能新能源技术及设备的研发；光伏发电项目技术升

级、改造、咨询服务；设备的制造、销售；五金工具、交通器材、机电产品的销售

联系人：金琦 联系电话:021-62657272-114

11,473.583521 2022-08-25

【Q32022SH1000017】

大友（攀枝花）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100%股权

总资产 1,847.94万元、净资产 780.62 万元，注册资本 200 万美元，经营范围：农业开发、农副产品深加工

（不包括食品），销售本公司产品。

联系人：陈磊 联系电话:021-62657272-259、15800381996

12,000.000000 2022-08-25

【G32022SH1000077】

嘉兴市加油加气站有限公司

50%股权

总资产 3,443.66万元、净资产 3,291.36万元，注册资本 3000 万元，经营范围：成品油的零售，压缩天然气

的销售； 下属加油加气站的投资管理；下属加油加气站从事便利店的经营范围为：食品、卷烟、雪茄烟、

润滑油、润滑脂、日用百货、文具用品、一类医疗器械及避孕器具的零售。

联系人：王凌智 联系电话:13774426933

1,645.680000 2022-08-25

【G32022SH1000139】

上海君欣房地产发展有限公

司 100%股权及转让方对标的

公司人民币 52363.268314万

元债权

总资产 147,195.18万元、净资产 48,177.79 万元，注册资本 24,155.99 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物业管理；建筑材料，金属、装潢材料，电器机械及器材销售，停车场库经营管理，商务咨询，自有房屋租

赁，会务服务。

联系人：陆文奕 联系电话:62657272-381、17887928176

100,541.058372 2022-08-25

【G32021SH1000518-2】

北京朗泰华科技发展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 49%股权

总资产 763.5643万元、净资产 572.3217万元，注册资本 784.3137万元，经营范围：技术开发、转让、培训、

服务；劳务服务；维修机械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机械设备、消防器材、社会公

共安全设备器材、日用杂品、服装鞋帽、针纺织品、文化用品、五金交电；产品设计；软件开发；组织文化艺

术交流；经济信息咨询；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翻译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电脑动画设计；影视策划；建

筑工程项目管理；设计、制作、发布广告；互联网信息服务。

联系人：鲍鹏恺 联系电话:010-51915336、13691580217

279.241200 2022-08-10

【G32021SH1000612】

禹州神火金鹏矿业有限公司

51%股权

总资产 961.21 万元、净资产 -4,066.19 万元，注册资本 4,678.60 万元，经营范围：对煤矿的投资、投资咨

询及管理

联系人：孙轶先 联系电话:021-62657272-836�13795246431

0.000100 2022-08-24

【G32021SH1000626】

禹州神火文峪矿业有限公司

51%股权

总资产 434.81 万元、净资产 -2,506.04 万元，注册资本 4,026.51 万元，经营范围：对煤矿的投资、投资咨

询及管理

联系人：孙轶先 联系电话:021-62657272-836�13795246431

0.000100 2022-08-24

【G32022SH1000129】

中海石油葫芦岛精细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及转让

方对标的企业 2230.297028

万元债权

总资产 6,011.71 万元、净资产 3,376.99 万元，注册资本 3492 万元，经营范围：液化石油气（液化烃）、石

脑油、溶剂油（油漆及清洗用）生产、销售；原油批发（无储存）；石油制品生产、销售。 天然气（工业用）

充装销售；油田生产后勤配套服务；石油外输作业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原油、天然气及副新产品的检

验服务。

联系人：董慧聪 联系电话:010-51915336、13911000768

5,607.287028 2022-08-24

【G32022SH1000151-2】

建信国贸（厦门）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35%股权

总资产 6,574.86万元、净资产 3,769.21万元，注册资本 2000 万元，经营范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

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

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8838、18610806302

1,354.500000 2022-08-22

【G32022SH1000142-2】

长江经济联合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505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 0.6120%）

总资产 2,720.00 万元、净资产 2,720.00 万元，注册资本 82,517.2034 万元，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国内贸

易，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货运代理，仓储服务，供应链管

理，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食品流通、医疗器械、煤炭的销售，危险化学品经营，国内外经济信息咨询，

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会展服务。

联系人：徐佳奕 联系电话:021-62657272�-�141

2,448.000000 2022-08-22

【G32022SH1000187】

上海高校工程建设咨询监理

有限公司 30%股权

总资产 3,599.85万元、净资产 3,414.19万元，注册资本 300万元，经营范围：工程监理专业领域内的技术

咨询、技术开发、转让、服务，承担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安装工程、公路建筑工程、给排水建筑安装工程的

施工监理，机械设备、智能化系统工程设备、环保工业工程设备的施工监理。

联系人：方泽夏 联系电话:021-62657272*329�15921275510

1,024.260000 2022-08-19

【G32021SH1000578-4】

河北乾信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785.2万股股份（占 23.21%

股权）

总资产 91,444.93万元、净资产 43,331.14万元，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经营范围：肉鸡养殖、肉鸡屠宰、分

割、冷藏、销售；速冻食品加工；普通货运；仓储服务；饲料生产；自营商品进出口贸易。

联系人：鲍鹏恺 联系电话:010-51915336、13691580217

10,014.420000 2022-08-22

【G32022SH1000188】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30%股权

总资产 226,595.60万元、净资产 145,786.46万元，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经营范围：格盟金融城（土地编

号 C-0648）房地产开发与销售；自有房屋、地产的经营及对外租赁；物业管理；经营建筑材料与装潢材

料（木材除外）；安装设计、花木园林设计；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

联系人：闵尚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32、13910706350

43,735.938000 2022-08-22

【Q32022SH1000016】

上海许瑞兴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 100%股权

总资产 1,585.78万元、净资产 1,279.80万元，注册资本 100万美元，经营范围：生产各种机械式拉线及相

关的五金、塑料、橡胶机构配件、动力滑板车、玻璃升降器总成，销售公司自产产品；在奉城镇洪庙工业二

路 99号内从事自有生产用房出租。

联系人：刘晓晨 联系电话:021-62657272-840�13611610945

8,000.000000 2022-08-19

【G32021SH1000610】

郑州神火李宅矿业有限公司

51%股权

总资产 0.16 万元、净资产 -3,045.21 万元，注册资本 4,073.05 万元，经营范围：煤炭开采、生产、销售；矿

用器材的销售及煤炭开采技术咨询服务。

联系人：孙轶先 联系电话:021-62657272-836�13795246431

0.000100 2022-08-18

【G32021SH1000619】

禹州神火义隆矿业有限公司

51%股权

总资产 1,017.01 万元、净资产 -5,880.55 万元，注册资本 3835 万元，经营范围：对煤矿的投资、投资咨询

及管理。

联系人：孙轶先 联系电话:021-62657272-836�13795246431

0.000100 2022-08-18

【G32022SH1000101】

上海申松立信印刷有限责任

公司 100％股权及 180万元

相关债权

总资产 8,631.12 万元、净资产 8,272.21 万元，注册资本 628 万元，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印刷，自有房屋租

赁，物业管理。

联系人：方泽夏 联系电话:021-62657272*329�15921275510

8,452.210000 2022-08-17

【G32021SH1000625】

禹州神火润太矿业有限公司

51%股权

总资产 794.27 万元、净资产 -4,406.55 万元，注册资本 4,736.38 万元，经营范围：对煤矿的投资、投资咨

询及管理

联系人：孙轶先 联系电话:021-62657272-836�13795246431

0.000100 2022-08-18

【G32021SH1000631】

禹州神火圃晟源矿业有限公

司 51%股权

总资产 933.21 万元、净资产 -4,189.82 万元，注册资本 4,857.98 万元，经营范围：对煤矿的投资、投资咨

询及管理

联系人：孙轶先 联系电话:021-62657272-836�13795246431

0.000100 2022-08-17

【G32021SH1000618】

禹州神火正德矿业有限公司

51%股权

总资产 1,101.21万元、净资产 -4,954.67万元，注册资本 8,240.07万元，经营范围：对煤矿的投资、投资咨

询及管理

联系人：孙轶先 联系电话:021-62657272-836�13795246431

0.000100 2022-08-16

【G32022SH1000181】

上海静源房地产有限公司

30%股权及转让方对标的企

业 454.96万元的债权

总资产 5,994.70万元、净资产 470.22 万元，注册资本 500 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

物业管理

联系人：盛允笑 联系电话:021-62657272-283�18321263616

604.960000 2022-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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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 689号 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 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