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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9月14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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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万元）

项目名称

挂牌价格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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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华美建设开
发公司整体产权
G315BJ1006820
及1565.610798万
元债权

/

北京海金仓金融
G315BJ1006822 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100%股权

829.98

688.9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金融信息服务（未经许可不得
开展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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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900000

/

/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农作物杂交种子、玉
米制品；经销化肥（零售）、牧草、花卉种子、农副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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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

17658.22

注册资本：10200万元 经营范围：甲级一般钢质船舶设计（国内
航行各类工程船； 船长≤150米的货船； 船长≤45米的客船及
艇 )； 船 长 ≤220m 或 空 船 重 量 ≤12000t 或 主 机 总 功 率 ≤
12000kw的钢质一般船舶、 船长>24m的纤维增强塑料一般船
舶（不含高速船）和船长≤24m纤维增强塑料一般船舶、渔业船
舶的修造、销售；化工机械、橡胶机械和钢结构件的生产、销售；
本公司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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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14BJ1006405-5

通辽市通科种业
有限责任公司
10%股权

益阳中海船舶有
G315BJ1006821 限责任公司100%
股权

18946.85

陕西盛兴建设工
G315BJ1006783-2 程有限公司40%
股权

9135.76

北京芙蓉宾馆有
G315BJ1006819 限责任公司74%
股权

523.1

5840.68

520.29

1750.000000

17658.220000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安装工程、装饰装修工程、
市政工程、公路工程、桥梁工程的施工；建筑材料、建筑构件的研
究、开发、生产、销售；建筑机械销售及租赁；隐形幕墙的设计、施
工；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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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644800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住宿饮食服务；
零售卷烟、雪茄烟、饮料。 一般经营项目：零售日用百货、丝绢
制品、工艺美术品、服装鞋帽；照像；复印；劳务服务。

385.020000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北京炫彩融通网
G315BJ1006818 络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
深圳市合正锦湖
G315BJ1006766-2 投资有限公司
49.5%股权
北京市密云县沿
GR2015BJ1001046 湖小区48号楼
1-104号房产
北京市密云县沿
GR2015BJ1001045 湖小区44号楼
1-104号房产
北京市密云县沿
GR2015BJ1001044 湖小区48号楼
1-103号房产
中国石化燃料油
销售有限公司天
GR2015BJ1000802-3 津分公司持有的
石化秦1加油船一
艘
北京市宣武区恒
GR2015BJ1000897-2 昌花园1号楼4层
401房产
广东省阳江市江
GR2015BJ1001063 城区正坑东路7号
共三层商住房产
国电双鸭山发电
GR2015BJ1001064 有限公司阀门等
报废物资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1987.91

1505.12

注册资本：4520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
版物（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等。

1152.600000

41669.59

41440.83

注册资本：19460万元 经营范围： 在深圳市罗湖区H305-0027
地块从事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18462.000000

/

155.660000

转让资产为北京千禧苑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北京市密
云县沿湖小区48号楼1-104号房产

155.660000

/

155.660000

转让资产为北京千禧苑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北京市密
云县沿湖小区44号楼1-104号房产

155.660000

/

169.340000

转让资产为北京千禧苑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北京市密
云县沿湖小区48号楼1-103号房产

169.340000

/

58.770000

转让资产为中国石化燃料油销售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拥有的中
国石化燃料油销售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持有的石化秦1加油船
一艘

52.893000

/

602.660000

转让资产为中国石油销售东北公司哈尔滨公司拥有的北京市宣
武区恒昌花园1号楼4层401房产

602.660000

/

58.000000

转让资产为中国北方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广东省阳江
市江城区正坑东路7号共三层商住房产

58.000000

/

/

该批标的资产主要为阀门等262项，包括截止阀、轴承、尼龙棒、
铁板、绝缘块等（以现场实物为准，标的资产图片仅供参考），目
前存放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山区七星镇。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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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残奥委员会及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
中心市场开发项目挂牌公告
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公开发布中国残奥委员会暨2016里约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
团市场开发项目、2015-2016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承办赛事市场开发项目。
中国残奥委员会是国际残奥委员会授权的中国残疾人体育组织， 授权中国残疾人体
育运动管理中心为其2015-2016年期间相关权益进行市场开发， 包括但不限于为中国残
奥委员会公开征集2015-2016年期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合作伙伴及赞助商，募集公益性捐

赠，开发特许经营商品等。 具体内容包含2016里约残奥中国体育代表团相关权益。
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直属公益性事业单位， 负责中国
残疾人体育的市场开发， 包括但不限于为2015-2016年期间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
心承办各项赛事征集冠名赞助商、合作伙伴、赞助商或供应商，募集公益性捐赠，开发特许
经营商品等。
详细权益内容请见附件，所有权益以挂牌内容为准。
联系人：
张娅迪010-66295683；范雪威15910649093
平台网址： sports.cbex.com.cn/

河南女子排球俱乐部2015-2016赛季赞助招
商挂牌公告
受河南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委托，我公司通过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为河南女子排球
俱乐部2015-2016赛季公开征集赞助商。 现对项目正式挂牌，所有权益以挂牌内容为准。
河南女排始建于1958年，最近两个赛季，由郎平执教的中国女排在国际赛场不断创
造佳绩，名将朱婷的“
横空出世” ，也为河南女排的重新崛起带来了希望。如今的河南女排
是一只极具潜力的队伍，包括朱婷在内，平均年龄仅21岁，队伍的战术磨合却更加成熟，
队员也有着饱满的积极性和求胜欲。
面临下一赛季，河南女排计划通过招商引入外援，与朱婷合力，助力河南女排再创佳
绩，为赞助商带来丰厚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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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叶 15120040424 chenye@sports.cn
平台网址：sports.cbex.com.cn/
北京产权交易所

2015-2016全国跳绳联赛权益招商挂牌公告

受上海大健石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委托， 我公司通过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为
2015-2016全国跳绳联赛公开征集赞助商。 现对项目正式挂牌，所有权益以挂牌内容为准。
全国跳绳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教育部学生体协联合主办，并得到
各地体育、教育部门的积极响应配合。 本届赛事将于2015年10月下旬开赛，共计12场联赛
分区赛和1场联赛总决赛，覆盖全国所有省份，并将选拔优秀选手组建中国跳绳队参加国
际跳绳赛事，深度打造全国联赛品牌。
赛事现场划分产品展示区，赛事活动中创意植入广告，媒体传播中融入赛事内容和企
业品牌内容，CCTV5、腾讯体育、中国青年报等各类媒体将对赛事做出全方位报道，并将
通过微信平台进行活动互动和赞助商商品展示，为赞助商带来丰厚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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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雪威 15910649093 fanxw@sports.cn
平台网址：sports.cbex.com.cn/

2015-2016辽宁省青少年冰球联赛招商挂牌公告

受沈阳雷奥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委托， 我公司通过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为
“
2015-2016辽宁省青少年冰球联赛” 公开征集冠名商和供应商。
首届辽宁省青少年冰球联赛将于2015年10月中旬至2016年6月下旬在沈阳、 大连举
办。 该项赛事将作为辽宁省冰球队的后备人才选拔机制，发掘冰雪运动的未来之星。 辽宁
省青少年冰球联赛整合了强大的媒体传播资源，涵盖了辽宁省内近30家电视、报纸、网络
和新媒体。 同时配合赛事logo吉祥物征集等活动、辽宁省中小学冰球校园推广活动等，进
行线上线下多方位推广，以期为赞助商带来丰厚的回报。
详细权益内容请见附件，所有权益以挂牌内容为准。
联系人：
陈 叶 15120040424 张娅迪 010-66295683
山东大成农化有限公司转让其所持有的 “
山东大成农化有限公司部分报废设备” 项
目(项目编号：GR2015BJ1000115-6)于2015年9月7日在我所发布转让信息。
根据转让方书面来函中关于终结该项目的决定及北京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中止和
终结操作细则》的规定，现我所对该项目进行终结。
特此公告。
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九月九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第2015085号拍卖公告
北京瑞平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中国华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的委托，我公司将于2015年10月20日
上午10:00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三层对中国华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所拥有万通投资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61811627股股份(持股比例4.2975%)进行拍卖。
预展时间：2015年10月13日-10月14日
预展地点：标的所在地
拍卖地点：北京产权交易所三层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的程序：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10月19日12:00时前持有效身份证件到北京产权交易所办理
受让登记手续，同时将拍卖保证金汇入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
准）， 并于2015年10月19日17:00时前携带北京产权交易所开具的保证金收据及有效证
件到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北交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17号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账户类别

单位价格

账户设立日

18.21030
19.67010
30.92008
13.43373
10.46415
12.78776
10.95454
12.94030
8.79068
6.5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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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绿景控股

证券代码：000502

本次公告(2015-168)仅反映投
资账户截止 2015 年 9 月 10 日的投
资单位价格, 下一公告日为 2015 年
9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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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号：2015-079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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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2015年9月10日、2015年9月11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
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因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3月2日起停牌。 2015年9月1日公
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等相关议案，2015年9月2日公司披露了《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等公告，公司股票于2015年9月2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目前正在筹划收购北京天瑞鸿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瑞鸿仁）
100%股权事项。 天瑞鸿仁为自然人独资企业，持有北京儿童医院健康管理有限公司70%
的股权。 目前公司正在对天瑞鸿仁进行尽职调查及审计，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除上述事项外：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指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
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
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公司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15年9月2日披露了《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公
告，《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第五节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风
险进行了详细说明，敬请关注。
3、《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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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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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本公司” ）控股股东大连市热电集团有限公司（下
称“
热电集团” ）正在筹划与本公司有关的重大事项，经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5
年3月26日起按有关规定停牌。 2015年4月10日，本公司发布了《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2015年5月11日，本公司发布了《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 2015年6月11日，本公司发布了《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 2015年7月13日，公司发布《大连热电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 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13日起预计继续停牌
时间不超过2个月。
一、初步论证的重组框架
1、交易方案
停牌期间，本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研究论证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现初步确定重大资
产重组方案内容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2、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初步确定为热电集团，同时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上市公司与意向投资者仍在进
行沟通协商，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尚未最终确定。
3、标的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初步确定为热电集团本部所拥有的主要经营性资产
及相关负债，以及热电集团下属相关公司股权，标的资产属于热力、电力供应等相关行
业。
上述初步交易方案为热电集团、本公司及有关中介机构论证的初步框架性方案。 截
至目前，基于初步交易方案，公司已同热电集团签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意向协议》。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研究论证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案，推
进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各项工作。 截至目前，交易各方已经初步确定重组方案，公司

已与热电集团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意向协议》，热电集团已将本次重组初步方案呈
递大连市国资委，但尚未得到原则性同意。 公司正在持续同募集配套资金意向投资者进
行沟通，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尚未最终确定。 财务顾问、审计、评估、律师等中介机构
正在积极推进尽职调查及审计、评估等方面的工作。 公司尚未与财务顾问签订重组服务
协议。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三、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截至目前，上市公司与募集配套资金意向投资者仍在进行沟通协商，募集配套资金
认购对象尚未最终确定。 相关中介机构正在积极推进尽职调查及审计、评估等方面的工
作，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此外，交易对方热电集团已将初步交易方案呈递大连市国
资委，但尚未得到原则性同意。 鉴于前述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所需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
成，相关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公司无法按期复牌。
四、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后续上市公司将尽快与意向投资者确定认购数量及认购金额，热电集团将积极协调
大连市国资委的预审核工作；公司及有关各方将共同加快推进尽职调查及审计、评估等
方面的工作，积极做好董事会召开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2015年
8月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
9月14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
停牌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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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本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重
大资产重组预案或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
特此公告。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14日

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对2015中国围棋甲级联赛XX（冠名赞助商）专场进行冠名
赞助商权益招商。
中国围棋甲级联赛是中国围棋的顶级职业联赛， 也是受世界瞩目的第一围棋职业联
赛。此次2015中国围棋甲级联赛XX（冠名赞助商）专场将于2015年11月8日在拉萨开战，
是目前海拔最高的围棋对局圣地，这是围甲联赛第19轮的焦点之战，两支王牌劲旅山东
队与上海队的对冲之战，更有数位顶级围棋世界冠军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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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式围棋高峰论坛权益招商项目挂牌公告
受拉萨棋院委托， 我公司通过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对藏式围棋高峰论坛进行冠名
赞助商权益招商。藏式围棋在我国围棋中占据重要地位，饱含着藏民族对思维博弈运动的
理解和实践，开设拉萨棋院将有助于开掘这一藏民族体育运动文化内涵。而此次藏式围棋
高峰论坛的主要议题就是统一规则、凝聚共识，推动藏式围棋跨越式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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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产权交易所动态报价公告
北京产权交易所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采用动态报价方式进行处置， 所处置资产
包括但不限于：电子产品、通信设备、电气设备、家具用具、专用设备、二手车等，意向竞买
人请登录北交所网站（www.cbex.com.cn）或金马甲网站（www.jinmajia.com）按相关
规定到北交所办理参与动态报价的相关手续。
动态报价登录网址：baojia.jinmajia.com或 baojia.jinmajia.com/car
北交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17号
北交所咨询电话：010—66295654、66295769
联系人：王先生、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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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牌价格
项目简介
(万元)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14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
G315CQ1001635
1551.54
-3019.62
7000
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 联系方式：（010）51085023-8006
注册资本30万元、经营项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招牌、字牌、灯箱广告，计算机平面设计等、联系方式：杨捷
22.556
64.87
56.39
G315CQ1001632
023-63621719、陈勇023-63622738
注册资本100万元、经营项目为中国公民出国定居、探亲、访友、继承财产和其他非公务活动提供信息介绍、
重庆新课堂教育文化传播有限公
法律咨询、沟通联系、境外安排、鉴证申办基线管的服务（按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文化艺术
G315CQ1001634
147.4725
771.38
196.63
司75%股权
交流；设计、制作、销售文化用品、玩具、工艺美术品（以上法律范围，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
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联系方式：杨捷023-63621719、陈勇023-63622738
注册资本100万元、经营项目为设计、制作、发布字牌、路牌、灯箱、霓虹灯广告；代理杂志广告、代理发布报纸
G315CQ1001633
重庆共享传媒有限公司47%股权
333.14
260.33
广告、代理影视、广播广告；电脑平面设计；企业形象策划，企业营销策划；销售文教用品；承办经批准的商务
122.3551
文化交流活动、联系方式：杨捷023-63621719、陈勇023-63622738
重庆惠江机床铸造有限公司55%
注册资本：367万元 经营项目：制造、加工、销售铸铁件、压铸件等。 联系方式：熊先生 023-63606252、
1294.74
692.54
G315CQ1001596-2
342.85
股权
18680845183 刘先生：023-63621586、1568788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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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中科本草科技有限公司8%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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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77
883.54
70.6832
G315CQ1001630
准后可开展经营活动）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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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寰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100%
G315CQ1001631
11650
12399.65
95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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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项目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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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特种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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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15CQ1001610-3
8098.99
3390.11
1983.43
65%股权转让
先生 023-63606252、18680845183 刘先生：023-63621586、1568788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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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浩鑫铝箔有限公司13.08%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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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03.14
65895.22
G315CQ1001625
8809.12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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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州宏鑫包装有限公司增资200万元 融资方泸州宏鑫包装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印刷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年11月23日）；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酒类产品）（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
至2017年2月6日止）。 生产、销售：包装材料；销售：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机械设备、电子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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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6.46万元,净资产为938.02万元，现拟协议或竞
价对融资方泸州宏鑫包装有限公司增资200万元，挂牌价为200万元。
增资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请详见网站(www.cquae.com)公告。 联系方式：唐先生 023-63623095
渝北区龙溪街道花园新村38号1幢2,3房产公告 标的位于渝北区龙溪街道花园新村38号1幢2,3房产，建成年代1995年，房屋建筑面积为184㎡，房屋用途：非住宅，土地使用面积30.29㎡，楼层为第一层层，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出让
地（土地使用期限至2044年6月4日），有房地证，无租赁、无抵押、担保、占用, 评估值463.68万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463.68万元竞价转让本项目挂牌期自 2015 年 9月9日起至2015年9月22日17时止，挂牌期满,如未征集到意
向受让方，终止挂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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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63622380 联系人：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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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白鹤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废铁一批竞价公告 转让标的系重庆白鹤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废铁一批,评估值97.6万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97.6万元竞价整体转让，保证金29万元。 公告起止日为：2015年9月9日起至2015年9月22日
17：00止， 挂牌期满， 如未征集到意向竞买人， 则不变更挂牌条件， 按5个工作日为周期延长挂牌, 直至征集到意向竞买人。 标的对竞买人要求、 特别告知等事项详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www.cquae.com）。 报名电话：
023-63622508 刘女士
云南红河投资有限公司湖泉高尔夫球场实物资产及构筑物竞价公告 标的系云南红河投资有限公司湖泉高尔夫球场实物资产及构筑物。 标的位于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温泉路延长线湖泉生态园南侧，建成于2012年，打球区占地面积
约为17000平米,练习场占地面积约为2200平米,构筑物建筑面积为4200平米，建筑物为钢混结构，无房产证、无土地证、无租赁、无抵押。 标的基础配套设施齐全，交通十分便捷。 标的明细以《资产转让清单》为参考，资产完整性以实
物现状为准， 评估值：21521.68万元， 拟按现状以不低于19370万元整体公开竞价转让， 保证金6000万元。 以上标的详情、 特别告知等事项详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www.cquae.com）。 报名电话：010-51085023-8009、
18610612559 鹤先生（节假日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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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四川攀钢华益房地产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4558.52443万元债权
重庆瀚语图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40%股权

证券代码：002428

证券简称：大连热电

冠名赞助商）
2015中国围棋甲级联赛XX（
专场权益招商项目挂牌公告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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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交所咨询电话：010-66295531
联系人：綦佳茵
010-82809428
联系人：张家铭、许嵘
拍卖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乙12号天辰大厦1307室
拍卖公司咨询电话：13701364704
联系人： 张宇光
项目详细信息请登录网站：www.cbex.com.cn (北交所网站)。
2015年09月11日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2015-043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字[2010]634号文核准，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公司” 或“
本公司” ）于2010年5月26日向社会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3,200万

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年修订）》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

股，发行价30元/股，募集资金96,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5,880.33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901,196,706.96元。 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在交通银行昆明护国支行开设了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账号为531078157018170045506，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超募资金使用项目和
对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中科鑫圆晶体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并
于2010年6月30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近日，公司收到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通知，因其内部机构调整及办公地址变更，上述
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调至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营业部，开户行由“交通银
行昆明护国支行” 变更为“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营业部” ，该专用账户的账号未发生变
更。
鉴于上述情况，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2015年9月11日， 公司
（下称 “
甲方”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下称“乙方” ）与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
丙方” ）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 、 甲 方 已 在 乙 方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以 下 简 称 “专 户 ” ）， 账 号 为

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 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徐中哲、王波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
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3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1000.00万元（按照孰
低原则在一千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5%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
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
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

531078157018170045506，截至2015年9月7日，专户余额为138.245923万元。 该专户仅

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用于甲方超募资金使用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2,320.00万元， 开户日期为2015年6月29日及2015
年7月2日，期限三个月。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
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2012年12月31日）后失效。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09月14日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