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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产权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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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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15BJ1006808

北京华通时空通
信技术有限公司
20.40%股权

3080.4

2306.02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通信设备、网络设备生产（限丰
台区科技园外环西路26号院16号楼东座B1层）等。

1000.000000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研制及
新产品的试销，计算机软硬件的相关设备、通讯设备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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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000000

G315BJ1006726-2

中标软件有限公
司50%股权

G315BJ1006807

北京大唐智能卡
技术有限公司
60%股权

威海市海埠路58
GR2015BJ1000955 号生活区20号楼
602号房产
GR2015BJ1000954

GR2015BJ1000953

GR2015BJ1000952

GR2015BJ1000951

威海市海埠路58
号生活区20号楼
601号房产
威海市海埠路58
号8号楼401号房
产
秦皇岛市建安里
22栋1单元4号房
产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阿克苏地区库
车县东城天山路
国有土地使用权

41620.68

35380

/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 生产集成电路产品、 智能卡
（IC卡）产品等。

15764.92

9600.000000

39.606000

转让资产为华能威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威海市海埠路58
号生活区20号楼602号房产

39.606000

转让资产为华能威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威海市海埠路58
号生活区20号楼601号房产

/

31.947000

转让资产为华能威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威海市海埠路58
号8号楼401号房产

31.950000

/

57.534000

转让资产为华能威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秦皇岛市建安里
22栋1单元4号房产

57.540000

798.890000

转让资产为阿克苏华锦化肥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县东城天山路国有土地使用权

/

/

/

39.610000

39.610000

798.890000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重庆市渝中区枇
杷山正街136号华
GR2015BJ1000949
安大厦15-C#房
产

/

165.210000

转让资产为中国航空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重庆市渝中区枇
杷山正街136号华安大厦15-C#房产

165.210000

东营港有限责任
GR2015BJ1000943 公司6台散杂货门
座式起重机

/

1698.560000

转让资产为东营港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东营港有限责任公司6
台散杂货门座式起重机

1737.330000

重庆市江北区建
GR2015BJ1000945 新西路4号拓展大
厦13-2房产

/

63.360000

转让资产为中国航空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重庆市江北区建
新西路4号拓展大厦13-2房产

63.360000

重庆市江北区建
GR2015BJ1000946 新西路4号拓展大
厦13-3房产

/

75.050000

转让资产为中国航空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重庆市江北区建
新西路4号拓展大厦13-3房产

75.050000

/

70.690000

转让资产为中国航空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重庆市江北区建
新西路4号拓展大厦13-4房产

70.690000

/

218.290000

转让资产为中国航空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重庆市江北区建
新西路4号拓展大厦13-5房产

218.290000

/

141.700000

转让资产为中国航空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成都市武侯区人
民南路四段领事馆路1号南谊大厦4层6-8号房产

141.700000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重庆市江北区建
GR2015BJ1000947 新西路4号拓展大
厦13-4房产
重庆市江北区建
GR2015BJ1000948 新西路4号拓展大
厦13-5房产
成都市武侯区人
民南路四段领事
GR2015BJ1000950
馆路1号南谊大厦
4层6-8号房产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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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体育彩票“
XX” 杯北戴河铁人三项大赛招商挂牌公告
受河北省铁人三项运动协会的委托， 我公司通过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为2015年中
国体育彩票北戴河铁人三项大赛公开征集冠名赞助商。 现对项目正式挂牌，所有权益以挂
牌内容为准。
自2006年以来北戴河铁人三项大赛已经成功举办了8届，并于2011年被评为中国体育
旅游精品项目之一。铁人三项运动因其兼具综合性、挑战性、观赏性、参与性为一身的特质，
已成为人们热衷参与的时尚运动。北戴河铁人三项赛道蜿蜒起伏，浴场浪小沙滩平缓，沿路
风景秀美，堪称是国内外最好的铁人三项比赛路线之一。经过多年的努力，大赛已确立起自
己的品牌地位，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各大网站都有常年大量图文并茂的报道。
本次赛事将通过多达二十六项宣传方式为赞助商提供多方位的宣传效果，以期为投资
人带来丰厚的价值回报。
详细内容请登录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网站查询：sports.cbex.com.cn/
欢迎社会各界来电垂询。
联 系 人 ： 陈 叶 15120040424 chenye@sports.cn 吴 昊 天 010-83143006
htwu@cbex.com.cn

北京新智唯弓式建筑有限公司
征集战略合作方公告
受北京新智唯弓式建筑有限公司（简称“
新智唯公司” ）委托，我公司拟通过体育产业
资源交易平台为新智唯公司公开征集战略合作方，现予公告。 若在公告期内征集到意向战
略合作方，将安排意向战略合作方对新智唯公司进行尽职调查，然后协商后续合作；若在公
告期内未征集到意向战略合作方，则本项目终止。
推行场馆设计、建设、运营管理一体化模式” 、“实施品牌战略，
国务院46号文件提出“
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知名企业和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品牌，支持优势企业、优势品牌

北京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招

商

公

和优势项目走出去” ，新智唯公司拥有弓式建筑专利技术和相关非专利技术，在国内近百
个项目中得到广泛应用，符合国家政策支持和鼓励的方向，发展前景广阔。
新智唯公司是一家具有二十多年历史的民营科技创新公司，自主研发了以多项专利技
术和非专利技术为核心架构的弓式建筑体系及其若干系统，已在国内承建了近百项的体育
文化设施项目（40多个开合屋顶全天候体育场馆），其中“
国家网球馆开合屋顶项目” 的性
价比在国内外同类体育馆中较为突出、得到一致好评，另有近百项军事设施项目受到军方
单位好评。 新智唯公司研发并获得了新的装配式开合网球蓬馆专利，适合于各类球场加建
开合屋顶的系列产品，市场前景广阔。 针对欧美地区近80%体育场馆加建开合屋顶这一市
场需求，新智唯公司又研发出“
全装配预应力弓架及其开合系统” 专有技术，突破超大跨度
及其开合的核心难题，占领该领域的国际制高点，市场潜力预计较为可观。
引入战略合作方后，新智唯公司将推动实现国内产品制造的标准化、品牌化。对于项目
需求方，可采取PPP模式、金融租赁模式等多种形式提供金融服务，推动弓式建筑系列产品
逐步上市，针对国际市场将采取合作、并购等方式快速拓展市场。
战略合作方将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新智唯公司运营， 包含但不限于股权投资等方式，新
智唯公司承诺可出让股权比例最高可达30%，价格面议。
欢迎社会各界来电垂询。
联 系 人 ： 吴 昊 天 010-83143006 htwu@cbex.com.cn 陈 叶 15120040424
chenye@sports.cn
平台网址：sports.cbex.com.cn/

第十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招商
招展挂牌公告
受北京国体科技开发服务中心委托，我公司通过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为第十届全国
体育科学大会公开征集主赞助商、金牌赞助商、银牌赞助商、铜牌赞助商及参展商。 现对项
目正式挂牌，所有权益以挂牌内容为准。
四年一届的全国体育科学大会是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主办的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内
容最丰富，最具广泛性、综合性和权威性的体育科技工作者的盛会，也是汇集和转化优秀体
育科技创新成果，展示体育科技工作者智慧和才华，为体育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提供智力和
科技支撑的最高和最大的平台。
第十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将于 2015年11月5日至9日在浙江大学举办。 届时，将有来
自全国高校、体育科研单位和相关单位的 2000 多名体育科技工作者参加本届盛会。 大会
设主会场进行开幕式和主题报告、60个专题分会场进行800余篇专题报告、1200多篇优秀
墙报将与展览同步进行交流展示，欢迎广大体育同行踊跃参展，在全国体育科学大会上展
示自己的科研成果和企业形象。
详细内容请登录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网站查询:sports.cbex.com.cn/。
欢迎社会各界来电垂询。
联系人：

证券代码：600030

告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邓 宇 13810577698 dengy@sports.cn 张 娅 迪 010-66295683 ydzhang@cbex.
com.cn

2015年宁波国际马拉松赛权益
招商挂牌公告
受苏州汇创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委托，我公司通过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公开征集
2015年宁波国际马拉松赛” 首席赞助商、钻石赞助商、白金赞助商、金牌赞助商。
“
2015宁波国际马拉松将于10月24日在宁波杭州湾新区开跑，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浙
江省体育局和宁波市人民政府主办，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宁波市体育局、
宁波市台办承办。
本次赛事设有全程、半程及4.5公里迷你马拉松三个项目，参赛规模达到10000人次，成
绩优秀的选手将获总额超百万元的奖励。 比赛路线设置涵盖杭州湾新区生态湿地区、商务
新城区和产业功能区，沿途更可领略杭州湾跨海大桥雄姿。 比赛期间，CCTV-5将进行150
分钟的全程直播，赛事将有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数十家媒体报道。
组委会邀请到了被誉为 “东方羚羊”“世界女飞人”“
短跑女王” 的世界著名女子短
跑运动员台湾纪政女士带队参与，还有中东欧友好城市代表队及各界名人参与赛事，这将
是宁波首个大型国际性体育赛事。
详细权益内容请见附件，所有权益以挂牌内容为准。
联系人：
邓 宇 13810577698
dengy@sports.cn
张娅迪 010-66295683
ydzhang@cbex.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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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 31日至2015年09月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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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2723

证券简称：金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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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8月25日， 公司有几名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有关问
题，调查工作尚在进行之中，公司予以积极配合。 相关事项如有新的进展，且涉及公告事项
时，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发布公告。
公司正在积极采取措施，认真查找各项业务尤其是创新业务中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
严肃整改。 目前，公司管理有序，运营稳健，流动性充足，各项业务正常开展。 公司认真接受
监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感谢社会各界、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对中信证券的支持和关心。证
券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也是证券公司生存和发
展的基础，公司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依法合规的经营理念，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资本市场的
发展做出贡献。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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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
本公司” ）于2015年8月28日接到公司控股
股东田畴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名称：田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二、增持计划
田畴先生计划自2015年7月10日起六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市
场情况，择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交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对公司股份
进行增持，拟增持股份数量不少于公司股份的1%，即不少于2,000,000股。
三、增持目的
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增持公司股份，是基于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及
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股东利益所作出的决策；表达公司控股股东积极维护市场稳定，保
障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根本利益的决心。
四、本次增持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票。
五、已增持股份的数量及比例
截至本公告日，田畴先生合计已增持公司股份1,914,200股，占公司总股本1.0253%，具体增持情
况如下：

股票简称：金鸿能源

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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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发行不超过8亿元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940号文核准。 根据《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本次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本期债

本期债券发行期为2015年8月27日至2015年8月28日，发行情况如下：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80,000万元实际发行规模为80,000万元，占本次公司债
券发行规模的100%。 最终票面利率为5.00%。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024.77

883.54

G315CQ1001631

海南寰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
项目及2091.972737万元债权

12399.65

9514.24

Q315CQ1001005

云南电力设计实业有限公司13.47%股
权

6364.64

5357.26

重庆金星股份有限公司436万股股份

5149.06

1958.26万元

8098.99

3390.11

1616.17

1616.17

G315CQ1001629
G315CQ1001610-3
G315CQ1001627
G315CQ1001626

重庆特种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65%股
权转让
国电浙江青田水利枢纽有限公司100%
股权
贵州渝富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30%
股权

项目简介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经营项目：研发和开发保健食品、生物制品、药用植物和药用铺料（国家禁止或管制类除外）；
委托加工和销售保健食品；销售咖啡、茶叶及办公用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可开展经营活动）
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方式：023-63622508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销售（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
经评估总资产12399.65万元，净资产为9514.24万元，该100%股权及2091.972737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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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064.592万元，经营范围: 低压机组火电厂工程设计，110KV及其以下电压等级的送变电工程设
计，电子计算机网络及综合布线系统的设计安装，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计算机机房的设计安装，房屋水电修缮服务，仓储运
输保管，住宿、餐饮业服务（上述范围仅限分支机构登记后经营），计算机软件开发转让销售，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电子产品
及通讯器材、装饰材料、机械电子设备及器材、文化用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金属材料、百货、仪器仪表、机械电子设备及
产品、工艺美术品的销售；自有产权房屋租赁等（上述范围仅限分支机构登记后经营），计算机软件开发转让销售，电子计
算机及配件、电子产品及通讯器材、装饰材料、机械电子设备及器材、文化用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金属材料、百货、仪器
仪表、机械电子设备及产品、工艺美术品的销售；自有产权房屋租赁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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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估总资产6364.64万元，净资产为5357.26万元，该13.47%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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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9.4万元，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限本企业自产产品）肉制品（酱卤肉制品）（按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
货物进出口 （法律、 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法律、 法规限制的取得行政许可后方可从事经营）。 联系方式： 崔先生
023-72385902，1337264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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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万元。 经营范围：物水电开发、水力发电、实业投资。
联系方式：唐先生023-63623095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煤化工、煤制油相关产业，矿产品销售、非金融性投资
联系方式：乔先生 023-63611217 13648330141 朱先生023-63622626 13883002851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9564.32万元，经营范围: 生产7微米或薄于7微米规格的铝箔、光箔衬纸产品及其他铝箔产品，并
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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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评估总资产75803.14万元，净资产
为67347.96万元，该13.08%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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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973.5432万元，经营范围: 矿山、输送设备机械制造、维修，销售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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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评估总资产为人民币945.82万元，净资产为866.69万元，该5%股权拟按现状以不
低于人民币43.3345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项目详情见?（www.cquae.com）网站公告 联系方式：景先生 18623069884

挂牌价格
(万元)
70.6832

11650

721.63

4201.28

3274.94
65895.22

G315CQ1001624

乌海市大青山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5%股权转让

945.82

866.69

/

/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经营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经营下列业务（法定保险
业务除外）：（一） 人寿保险、 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二） 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联系方式: 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熊靛楠023-63606252,18680845183

80155.53

/

/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经营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经营下列业务（法定保险
业务除外）：（一） 人寿保险、 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二） 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联系方式: 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熊靛楠023-63606252,18680845183

80155.53

8098.99

3390.11

102,626,400

966,700

103,593,100

55.4864

103,593,100

220,000

10,3813,100

55.6042

田畴

2015.8.28

10,3813,100

101,100

103,914,200

55.6584

合计

－

－

1,914,200

103,914,200

55.6584

六、其他说明
（一）田畴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本次所增持公司的股份。
（二）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三）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四）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31日

公告编号：临2015-049

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
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有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30日

公告编号：2015-042

行公告》。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31日
发行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章）
发行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章）
2015年8月31日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1810
8809.12

43.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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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43
023-63606252、18680845183 刘先生：023-63621586、15687887777
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批发兼零售（按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和期限从事经营）；生产：糖（白砂糖、冰糖）（分装）（按许可
G315CQ1001621
17903.58
13661.35
5839
重庆糖酒有限责任公司42.74%股权
证核定的经营范围和期限从事经营） 零售卷烟、 雪茄烟等。 联系方式： 朱先生023-63622626 13883002851； 乔先生
023-63611217 1364833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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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万元，竞买保证金：4.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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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
G315CQ1001610-2

2015.8.25
2015.8.26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616.17

75803.14

G315CQ1001623

54.9686

田畴

1187

云南浩鑫铝箔有限公司13.08%股权

重庆市地产集团持有的中新大东方人
寿保险有限公司25%股权(与重庆市城
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中
新大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25%股权
捆绑转让）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的中新大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5%股权(与重庆市地产集团持有的中
新大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25%股权
捆绑转让）
重庆特种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65%股
权转让

增持后占总股本比
例（%）

田畴

证券简称：金融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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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 ）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90亿元公司债券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944号文批准，采用分期发行方式。 本期债券为第二期发
行，7年期，附第5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2015年8月28日，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最终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4.24%，发
行规模为40亿元。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15年8月31日至2015年9月1日面向合格投资者网下发行。 具体认
购方式请参见2015年8月27日刊登在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网站（www.cninfo.
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发

1983.43

G315CQ1001625

G315CQ1001623

102,626,400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票面利率公告
2015年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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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中科本草科技有限公司8%股权

增持后持股数量（股）

626,400

2015年8月31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G315CQ1001630

增持股数（股）

102,000,000

证券简称：华联矿业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正筹划重大事项，由于所筹划事项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公司于5月20日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 6月20日及7月23日、8月21日，公司
分别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 停牌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
重组进展公告》。
由于本次重组审计与评估机构工作涉及工作量较大，对标的资产审计和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但尚
未完成相关工作。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

证券代码：000402

净资产
(万元)

增持前持股数量
（股）

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A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询价配售方式发行。

总资产
(万元)

增持时间
2015.8.24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5-066

券” ）发行规模为8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100元，采取网下面向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项目名称

股东名
称
田畴

2015年8月30日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项目编号

公告编码：2015－047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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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0882

股票代码：000669.SZ

标的资产为契柯环球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西路36号1幢等7幢房
地产。
转让方：契柯环球控股有限公司
转让价格：人民币39918万元
动态报价公告期限：2015年8月31日至2015年9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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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女士
联系电话：010-57896525
详情请参见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网站www.cfae.cn
北京市崇文区东花市南里东区8号楼-1至1层部分房地产
标的资产为北京新华异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市崇文区东花市南里东区8号
楼-1至1层部分房地产。
转让方：北京新华异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转让价格：人民币14637万元
动态报价公告期限：2015年8月31日至2015年9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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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女士
联系电话：010-57896525
详情请参见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网站www.cfae.cn
北京市东城区新中街68号8号楼-1层19号的房地产
标的资产为付契柯持有的北京市东城区新中街68号8号楼-1层19号的房地产。
转让方：付契柯
转让价格：人民币13341万元
动态报价公告期限：2015年8月31日至2015年9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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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女士
联系电话：010-57896525
详情请参见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网站www.cfae.cn
北京市森林旅游开发公司债权转让
项目概况：债权总额46，465，395.93元，其中21，350，000.00元，利息25，115，395.93元
(截至2014年3月20日)。
转让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崇文支行
转让价格：2348.50万元
公告期限：2015年8月31日至2014年9月28日
联 系 人：王先生 010-57896522、石先生010-57896550
标的详情请登录：www.cfae.cn(北金所网站)

公告编号：临2015-07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受相关单位委托， 我公司将于近期公开
拍卖以下标的：
1、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 12 号中国
国际科技会展中心 1 号楼 11 层的房产，建
筑面积约 3744.31㎡，参考价 9000 万元；
2、位于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金砂路 116
号汕融大厦的部分房产， 总建筑面积约
2306.84㎡。
欢迎社会各界来电垂询。
联 系 人：王先生 18610060017
王女士 13439459859
丁先生 18657009911
联系电话：010-67117777
公司网站：www.jhgp.cn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
西路36号1幢等7幢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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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6991
19.55754
30.87063
13.41486
10.38282
12.68370
10.92093
13.03595
8.58211
6.79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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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0)仅反映投
资账户截止 2015 年 8 月 27 日的投
资单位价格, 下一公告日为 2015 年
9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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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