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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产权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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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G315BJ1006758

海南航澄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90%股权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16700.66

122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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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编号

总资产
（万元）

项目名称

净资产
（万元）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兼营省内建筑材料销售。

注册资本：1540239.7264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1104.021000

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等有价证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昆鹏恒通天然气有

G315BJ1006757

限公司100%股权

2628.36

776.25

挂牌价格
（万元）

项目简介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燃气经营（富含甲烷的天然气除外）；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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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0.000000

G315BJ1006753

3672152股股份（占总

保；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外汇存、贷款；
/

/

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结汇、售汇；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

股本的0.0238%股权）

2300.000000

外汇借款；外汇担保；买卖和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发行和代理发行股
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自营和代客外汇买卖；代理国外信用卡的发行及付款业务；

广州华美建设开发公司
G315BJ1006759

整体产权及

/

/

1565.610798万元债权

注册资本：800万元 经营范围：土木工程建筑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
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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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岸金融业务；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经中国银监会等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
1750.000000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注册资本：4130.76万元 经营范围：骨髓、脐带血、外周血有核细胞体外分离试剂盒及

大唐华银怀化石煤资源
开发有限公司100%股

G315BJ1006760

G315BJ1006750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石煤开采（股东授权，凭有效的资质经营）及衍生产
17131.35

525.25

权及全部债权

品（不含危化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火力发电；电力技术服务；公司自有资产租赁；电

中航（宁夏）生物有限
责任公司16.704%股权

/

21434.88

17140.000000
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G315BJ1006752

活动有限公司20%股权

645.6237

291.5232

议服务；信息咨询（中介除外）；舞台美术设计；场景装置、广告制作；提供演出服装；
安装、租赁道具、灯光、音响装置及演出设备；技术服务；销售演出器材及零配件；从事

103.000000

G315BJ1006702-2

文化经纪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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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中财资产管理有限

G315BJ1006754

公司10%股权

5143.42

5020.84

201998.79

27559.7

G315BJ1006746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咨询（金融资产除外）；投资管理；以自有资
金对实业、项目的投资；企业收购、兼并及重组的策划咨询。

502.084000

G315BJ1006755

股权
海南湘源房地产开发有

G315BJ1006647-3

限公司100%股权及

4731.04

3683.59

736.182198万元债权

注册资本：5100万元 经营范围：炭素及石墨制品的研制、开发、加工生产、销售、技术
服务、检测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维护等。

嘉亿（北京）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50%

10131.4

9967.16

股权

术培训有限公司100%

注册资本：178379.9919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监督委员会依照有
/

/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有效期

有限公司28.78%股权
成都宁兴汽车弹簧有限
公司50%股权

注册资本：1366万元 经营范围：2B酸、2B酸钠盐、4B酸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2207.19

1377.42

/

1458.06

/

/

/

10.30

/

117.910000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194.52万元 经营范围：弹簧设计、制造、销售；水电设备安装；金属结构件
制作；机电设备安装、修理；销售弹簧钢丝。

有限公司机器设备119

中美联合（北京）制呢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119台机器设备对外进行转让。

北京市政路桥建材集团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装修工程；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的省
内贸易。

GR2015BJ1000695
4420.000000

有限公司昌平沥青厂沥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剩余工程物资

理、咨询；股权投资管理。 （不得从事下列业务：1、发放贷款；2、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

5000.000000

保。 ）

北京市政路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所属昌平沥青厂持有的沥青混凝土拌和机一台
对外转让。

青混凝土拌和机一台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
或金融衍生品交易；3、 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4、 对除被投资企业外的企业提供担

GR2014BJ1001201-3
GR2014BJ1001200-3

1128弄1号303室房产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
1128弄1号203室房产

/

332.000000

/

332.000000

/

633.580000

天津市滨海新区碧海鸿
/

218.73

注册资本：10万元 经营范围：机动车驾驶培训[一级普通（汽车）]。

280.000000

1320.000000

限以许可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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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450000

729.030000

102

台

北京市天河汽车驾驶技
G315BJ1006742-2

宜宾市南溪区红源化工

35000.000000

GR2014BJ1001095-4
G315BJ1006747

4140.000000

中美联合（北京）制呢
XZ1505BJ05136-3

吉林炭素有限公司70%

5122215股股份（占总
股本的0.2872%）

2015年12月31日）；组织文化体育活动；组织文艺演出、体育比赛；承办展览展示；会
北京北奥大型文化体育

服务及办公用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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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器材销售；电力环保产品综合利用。
注册资本：833万元 经营范围： 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有效期至

G315BJ1006756

细胞处理试剂盒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医疗中介服务；技术

GR2015BJ1000700

股权

庭C区6、7号,C区8、9号
两处住宅底商

转让资产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拥有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剩余工程物资
转让资产为中国粮油饲料有限公司拥有的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1128弄1号303室房
产
转让资产为中国粮油饲料有限公司拥有的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1128弄1号203室房
产
转让资产为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天津市滨海新区碧海鸿庭C区6、7号,C区
8、9号两处住宅底商

10.30

82.537000
265.600000
265.600000

633.580000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2015-2016中国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
招商挂牌公告
受广东优势传媒广告股份有限公司委托， 我公司通过体育产业资源交易
平台对2015-2016中国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冠名赞助商、 合作伙伴及供应商
等相关权益进行公开招商，现对项目正式挂牌，所有权益以挂牌内容为准。
2015-2016中国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覆盖范围广、影响人数多、时间跨度
长，赛事拟于2015年9月至2016年7月举行，届时全国32个省份的六百余所重
点高校将派球队参与。 届时，央视和各地方电视台体育频道将进行赛事转播，
PPTV等网络媒体也将对赛事进行网络直播，2014-2015赛季， 赛事的网络直
播场次达到135场次，更有微信、微博及各类平面媒体的报道和线上互动活动。
详细内容请登录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网站查询。
欢迎社会各界来电垂询。
联系人：
蒋海东 010-66295650 hdjiang@cbex.com.cn
邓宇 13810577698 dengy@sports.cn
平台网址：http://sports.cbex.com.cn/
北京产权交易所
2015年7月6日

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
关于征集会员单位的公告
为实现产权资本与体育产业的深度融合，加快体育产业资源的快速流转、
优化配置， 充分发挥体育产业内外所有相关从业单位或意向合作单位及个人
的优势，共同建设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竞争、有序的生态化、开放化体育发
展环境， 北京产权交易所与北京华奥星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建的体育产业

证券代码：000835

资源交易平台现公开征集体育平台会员单位。
体育平台诚邀各界精英一起，为体育领域提供产业规划、设计、咨询、代
理、投融资、人才服务以及其他各类增值服务，满足市场需求，助力体育产业发
展。
详情请登陆北交所或体育平台网站。
联系人：
蒋海东 010-66295650 15010900183 hdjiang@cbex.com.cn

2015全国帆船青少年俱乐部联赛
（
青岛站）招商挂牌公告
受青岛司南帆船俱乐部委托， 我公司通过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为2015
全国帆船青少年俱乐部联赛（青岛站）冠名赞助商及尊贵赞助商等权益公开
招商。 现对项目正式挂牌，所有权益以挂牌内容为准。
此赛事为国家帆船帆板管理中心批示的全国赛事，青岛站拟于2015年8月
15日至8月19日在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城市帆船俱乐部的
船只将同台竞技，赞助商可对船只进行独立包装，届时山东省体育频道、青岛
电视台、青岛多家报纸、杂志以及网络、微信等各类新媒体将对赛事进行多层
次的报道和传播。
详细内容请登录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网站查询。
欢迎社会各界来电垂询。
联系人：
王渤17090132570 wangb@sport.cn
吴昊天010-83143006 htwu@cbex.com.cn
平台网址：sports.cbex.com.cn/
北京产权交易所
2015年7月8日

证券简称：长城动漫

标的资产为华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翠微中里
15号楼503、505-507号4套共计200.8平米的房屋权益， 标的资产评估值为
672.83万元。
转让方：华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转让价格：人民币672.83万元
动态报价公告期限：2015年07月 20日至2015年07月 24日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17号
联 系 人：刘先生、李先生
联系电话：010-57896526、010-57896523
详情请参见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网站www.cfae.cn

湖南衡阳“
太平洋商城”房屋及相关债
权公开转让
“
太平洋商城” 房屋位于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广东路21号。 本次转让标的
为 “太平洋商城” 房屋19294.70㎡ （其中： 第二层5500.62平米、 第三四层
9772.93平米、第五层4021.15平米）与其占用土地（面积以登记部门分割测绘
登记面积为准）； 以及转让方享有对衡阳太平洋公司的火灾赔偿款的追偿权
90.6万元及租金2,089,359.00元。 两债权已经法院判决确认，且转让方已申请
强制执行。
转让价格：人民币6160.00万元
转让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分行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项目编号

所有议案

100

议案1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赵锐勇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00

议案2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申西杰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00

议案3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贺梦凡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00

议案4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赵林中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00

议案5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陈国祥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5.00

议案6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俞锋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00

议案7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周亚敏女士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00

议案8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潘显云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8.00

议案9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盛毅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00

议案10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武兴田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0

议案11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王良成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0

议案12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车磊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0

议案13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13.00

议案14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4.00

议案15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5.00

议案16

关于公司监事会提名郑淑英女士出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6.00

议案17

关于公司监事会提名李嘉嘉女士出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7.00

议案18

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8.00

（3）在“
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2：议案表决意见对应“
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4）股东对“
总议案” 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7月22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5年7月23日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4年9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投票规则
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
投票。 网络投票包含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
种方式，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1.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2.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六、其它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人：赵 璐、代红波
（2）联系电话：028－85322086
（3）传真：028－85322166
2.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八、授权委托书（附后）。
特此公告。
四川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0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__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我（或我单位）出席四川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
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下列指示对列入该次股东大会的有关议案行使表决权：
议案名称

赞成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赵锐勇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申西杰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贺梦凡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赵林中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5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陈国祥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俞锋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周亚敏女士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8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潘显云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9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盛毅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武兴田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王良成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车磊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3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14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5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6

关于公司监事会提名郑淑英女士出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7

关于公司监事会提名李嘉嘉女士出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8

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项目概况：
房屋坐落位置: 长春市幸福乡光明村，房屋建筑面积 7,751平方米，目前
用途闲置
土地1：面积13,760平方米，土地证号南国用（94）字第0113号，类型工业
用地
土地2：面积10,459平方米，经吉林省高院调解给转让方，但没有权属证
明,并且土地性质不详、四至不清。
机械设备：电动大门、变压器、锅炉
其他：附属设施:烟囱30米、院墙620米、地面3306平方米、水井4口。 厂区
地面2006平方米，外商楼地面1300平方米，外商楼院墙82米、厂区院墙356平
方米，透明墙182平方米。
转让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营业部
转让价格：人民币2689万元
公告期限：2015年7月20日至2015年8月14日
联 系 人：张先生010-57896539 石先生 010-57896550
标的详情请登录：www.cfae.cn(北金所网站)

净资产
(万元)

G315CQ1001611

重庆市二零八汽车维修公司
70%股权转让

21.86

9.4

G315CQ1001594-2

长春双龙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90%股权及16599.59万元债
权

19252.05

-2191.24

8098.99

3390.11

2247.22

-20.40

委托价格

总议案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委托日期：

长春豪华鞋业有限公司物权资产位于
长春市幸福乡光明村的房产、土地、附
属设施及机器设备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01号交易大厦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电话：（
023）02363622638、02363622380

表1：股东大会议案对应“
委托价格” 一览表

序号

公告期限：2015年7月20日至2015年8月14日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17号
联系人:张先生 010-57896539 石先生010-57896550
标的详情请登录：www.cfae.cn(北金所网站)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公告编号：2015-063

四川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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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5年7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现将公司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5年7月23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7月23日上午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7月22日下午15:00至2015年7月23日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
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
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一种表决方式。
6.出席对象：
（1） 于股权登记日2015年7月17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律师，以及公司邀请的其他有关人士。
7.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700号新世纪环球中心E2，2-1-1306 四川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赵锐勇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申西杰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贺梦凡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赵林中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5.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陈国祥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俞锋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周亚敏女士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8.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潘显云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9.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盛毅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武兴田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王良成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车磊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3.审议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14.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5.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6.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提名郑淑英女士出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7.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提名李嘉嘉女士出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8.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备注：上述议案中第9项至第12项议案中的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方
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独立董事候选人信息将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zse.cn）进行公示，公示期为三个交易日。
上述议案相关内容详见2015年7月8日公司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等相
关公告。
上述议案中第1至第13项议案、第15至18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须经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投票赞成才能通过。
上述议案中第1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投票赞成才能通过。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代理委托书。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人股东委托
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加盖法人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股东
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提供本人身份证、加盖法人印章
的代理委托书。 委托书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出席会
议时凭上述资料签到。 授权委托书和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在本次会议召开前二十
四小时备置于公司。
（2）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5年7月21日上午10:00-12:00，下午13:00-16:00
3.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700号新世纪环球中心
E2，2-1-1304）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835
2.投票简称：长城投票
3.投票时间：
2015年7月23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
长城投票”“
昨日收盘价”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
买入” 。
（2）在“
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
表议案2，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翠微中里15号楼503、505-507号4套
共计200.8平米的房屋权益

反对

G315CQ1001610
G315CQ1001609
G315CQ1001607

重庆特种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65%股权转让
玉龙县鑫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60%股权及879.916133万元债
权
重庆市南川区三岔河水力发电
有限责公司16.4%股权

704.8

\

挂牌价格
(万元)

项目简介
注册资本：50万元
经营项目：一类汽车维修（大中型客车），一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危险货
物运输车辆维修（按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和期限从事经营）等。
联系方式：刘先生：023-63621586、15687887777,
熊先生：023-63606252、18680845183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经营范围: 专用汽车制造、改装、设计开发、销售；车载罐体设计开
发、制造、销售；汽车零配件销售、汽车发送；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
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
#。 经评估总资产19252.05万元，净资产为-2191.24万元，该90%股权及16599.59万元债权拟按现状以不低
于挂牌价协议或竞价转让。 联系方式：鹤先生 18610612559
注册资本：9008万元 经营项目：自产自销，电动机，工具，模具，电动机零部件，技术服务等。 联系方式：
熊先生 023-63606252、18680845183 刘先生：023-63621586、15687887777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经营范围：小水电开发（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
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联系方式：023-63623095
注册资本:686万元，经营范围：水力发电。 联系方式：崔传宜023-72385902，13372642645

23

11007.0001

2203.57
1367.15
115.59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叁亿零肆佰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硫铁矿销售、硫精砂销售、铁精矿购销，联系方式 陈女
23521
士（010）51085023--8006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经营范围: 电站环保及节能技术开发、设备供应；电站技术改造及
四川东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技术咨询；电站设备成套供应；发电机组及辅助装置制造；普通机械、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建筑材料（不
60.44
G315CQ1001606
8424.94
1208.67
含危险化学品）、仪器仪表、计算机及自动化产品的开发、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该50万股股份拟
司50万股股份
按现状以不低于人民币60.44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联系人：徐衍，电话：13627655767
云南滇能陆良协联热电有限公
注册资本2465.866万美元。 经营范围：电力的生产及销售；蒸汽、热气的生产及销售。
G315CQ1001605
18711.3
16185.65
3237.13
司20%股权
联系方式：023-63623095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内资股15万股司法拍卖公告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内资股15万股。 拍卖保留价：62.25万元， 竞买保证金：6.2万元。 相关详情请见网站 （http://www.rmfysszc.gov.cn/） 公告。 联系方式： 谷女士
023-43780301 2015年7月17日
四川省达县南外新桥路57号房产竞价公告 标的位于四川省达县南外新桥路57号房产，建成年代为2003年，房屋建筑物为5层框架结构，证载建筑面积为2555.71㎡，房屋证载用途为科教，实际用途为办公，土地使用权面积
3163.74㎡，出让地（土地使用期限至2057年8月5日），土地用途为科教用地，有房权证、土地证，有租赁（租赁期限至2015年8月14日,承租人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无抵押、担保、占用及其它他项或共有权利情况。 评估值610.72万
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800万元竞价转让。 本项目挂牌期自 2015 年 7月17日起至2015年7月30日17时止，挂牌期满,如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则不变更挂牌条件,按照5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挂牌,直至征集到意向受让
方,交易相关其他事项及特别告知详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cquae.com）。 联系电话：023-63622508 联系人：刘女士 报名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2楼央企部
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36号嘉陵国际大厦20A号办公用房 房屋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36号嘉陵国际大厦20层，建成于1997年，有房产证，证载所有权人为江西三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钢混结构，建面合计约614.51㎡。 房屋
证载用途为非住宅 ，实际用途为非住宅，该房产土地性质为出让地，土地证在开发商处，转让方未办理土地证，综合用地，无租赁、无抵押、无占用等情况。 房产周边配套设施完善，交通十分便利，房产内部中等装修，办公设施齐全，
可直接入驻办公。 评估值：350.2707万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350.2707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保证金70万元。
欲了解以上项目详情，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并到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报名手续。 报名电话：010-51085023-8009、18610612559 鹤先生。 报名（文件快递）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
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1室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洲路100-2、3号等四套房产竞价公告 标的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渝洲路100-2、3号，挂牌价192.98万元，保证金57.9万元；九龙坡区陈家坪朝田村187 号，挂牌价258.03万元，保证金77.4万元；南岸弹子石街道石
桥
一村32号，挂牌价152.22万元，保证金45.6万元；渝北区龙溪街道加州花园C517/18-5，挂牌价82.5万元，保证金24.75万元；以上标的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分零竞价转让。 本项目挂牌期自 2015 年 7月9日起至2015年7月
22日17时止，挂牌期满,如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则不变更挂牌条件,按照5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挂牌,直至征集到意向受让方,交易相关其他事项及特别告知详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cquae.com）。 联系电话：
023-63622508 联系人：刘女士 报名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2楼央企部
G315CQ1001608

攀钢矿业宜宾公司100%股权

16362.14

15584.22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账户类别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优势领航投资账户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单位价格

账户设立日

17.94467
20.62036
34.98639
13.37840
11.35737
14.02292
12.84359
13.08168
10.03384
8.92774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5-130)仅反映投
资账户截止 2015 年 7 月 16 日的投
资单位价格, 下一公告日为 2015 年
7 月 21 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
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
及公司网站公告， 如遇节假日则顺
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寿全国服务电
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
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
cn。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弃权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票面利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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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发行不超过58亿元公司债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15年7月20日-2015年7月21日面向合格投资者网下
发行，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见2015年7月1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的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

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204号文” 核准。 首期债券基础发
行规模38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20亿元。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2015年7月17日13:00--15:00在网下向合格投资者进行
了票面利率询价，根据网下向合格投资者询价簿记结果，经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充分
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4.40%，发行总规模58亿元，其中基础发
行规模38亿元，超额配售20亿元。

（第一期）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