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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交易平台兴起
□本报记者 任明杰
近年来，旅游资源交易平台的成立逐渐成为
一种趋势， 多地均在积极研究和筹划的过程中。
旅游投资旺盛、并购市场活跃，以及国企改革等
多个因素成为旅游资源交易平台兴起的催化剂。
同时，旅游资源交易平台的兴起也将从流转交易
服务、多元化融资等各个方面推动旅游资源交易
的发展，实现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

搭建旅游资源交易平台
9月15日，在湖北省旅游投资和消费推进会
上，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董事长陈志祥和
湖北旅游局局长钱远坤共同为 “
湖北旅游资源
交易平台” 揭牌。 同时湖北旅游局、武汉光谷联
交所、 湖北省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投资公司三
方签署了共建“湖北旅游资源交易平台” 的战
略合作协议。 该平台是华中首家旅游资源交易
平台，也是国内第二家旅游资源交易平台。
两年前的9月29日，北京旅游资源交易平台
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交易大厅正式启动， 这也是
全国第一家旅游资源交易平台，其立足北京，辐
射全国，致力于为地方政府、旅游企业以及关注
旅游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机构提供旅游项目招
商、旅游企业融资、旅游企业股权交易、旅游实
物资产交易、旅游产品发布等各类服务，上线仅
一个多月交易额就已达到20亿元。
实际上，随着各地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
资源交易平台的成立正成为一种趋势， 多地均
这几
在积极研究筹建旅游资源交易平台事宜。“
年，各地旅游资源日渐丰富，旅游资源的整合也
成为大势所趋， 建立专业化的配套平台非常必

要。” 一业内人士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北京旅游资源交易平台的成功运转也为各
地建立旅游资源交易平台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效
应。 据了解， 北京旅游资源交易平台自成立以
来， 成功承办了京津冀旅游投融资项目推介大
会，推出了“京津冀旅游投融资平台” ，与各地
旅游主管部门、旅游企业开展全面合作，通过打
破行政区域界线，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促
进要素资源跨区域流动， 在更大范围实现项目
和资本的对接。

旅游行业投资旺盛
业内人士指出， 旅游资源交易平台的兴起
是旅游投资旺盛、并购市场活跃，以及国企改革
等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旅游投资的快速增长为旅游资源交易平
台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国家旅游局发布的
《2014年全国旅游业投资报告》显示，2014年
全国旅游业实际完成投资7053亿元， 同比增
长32%，比第三产业投资增速高15个百分点，
较全国房地产投资增速高出21个百分点。 国
家旅游局表示，2015年全国旅游投资将继续
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预计全年旅游直接投资
将达到1万亿元， 未来3年我国旅游投资将超
过3万亿元。
以刚刚成立湖北旅游资源交易平台的湖北
省为例，近年来，湖北省旅游投资强劲，去年全
省旅游投资达到700多亿元，今年计划重点旅游
招商引资项目221个， 旅游总投资预计达1100
亿元，主要集中在主题公园、康体健身、森林度
假、民俗文化、旅游购物、拓展运动、旅游地产、

乡村旅游等新领域。
同时， 旅游并购市场的活跃也为旅游资源
交易平台的兴起创造了必要条件。 以上市公司
众信旅游为例，2014年1月， 众信旅游作为国内
首家民营旅行社在中小板上市，募资3.37亿元。
随后，众信旅游加快旅游投资步伐，先是通过定
增6.3亿元购买竹园国旅70%股份， 夯实了出境
游供应商的龙头地位； 后又入股旅游卫视旗下
“
年假旅行” ，打造T20销售模式；向香港子公司
增资1400万美元，开拓境外目的地市场，并参与
收购Clubmed3.5%股权。 2015年，众信旅游又
先后投资了专注于结伴旅行市场的行者Pre-A
轮， 以及专注于境外自由行碎片资源整合的世
界玖玖A轮。
另外， 国企改革的推进也有利于旅游资源
交易的活跃， 从而推动旅游资源交易平台的建
设。随着作为国企改革顶层方案的《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推出，国企改革正式进入
实质性操作阶段。 国信证券认为，旅游行业作为
完全竞争性产业，国企改革方面阻力较小、动力
足，具有先行先试较高概率。 特别是，《意见》指
出，将加大国企集团层面的公司制改革力度，积
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 大力推进
国有企业改制上市， 创造条件实现集团公司整
体上市。 这都有利于旅游资源交易活跃度的提
升， 从而也为旅游资源交易平台的建立创造了
良好的外部条件。

促进旅游资源与资本结合
旅游资源交易平台的搭建，一方面可以通
过促进旅游资源和资本的结合， 吸引民营经
济、国际资本参与重大旅游项目开发，提升旅

游业的投资规模和投资质量，促进旅游企业集
团化、规模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打造一批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品牌。 另一方面，可以
依托旅游项目多、投资需求广、消费规模大等
优势，通过建设旅游要素市场促进旅游业产融
结合，推动旅游产业链向高端发展，促进旅游
产业从单纯依靠数量增长向更加注重质量提
升的转型升级。
对于旅游企业来讲， 通过旅游资源交易平
台则可以享受多样化的服务。 以湖北旅游资源
交易平台为例，据了解，其主要是服务于旅游实
物资产交易，面向旅游企业，提供厂房、游乐设
备、办公设备、车辆等流转交易服务。 湖北省旅
游企业国有产权交易， 要求进场交易进行信息
公开，非国有产权也可通过进场竞价增值，实现
资源优化配置。
同时，在企业融资方面，平台支持旅游产业
多元化融资，面向中小微旅游企业，提供股权、
债权、设备采购、设备售后回租、保理等多种方
式融资。 搭建聚集投融资双向信息交流平台，提
供旅游企业风险投资的进退渠道， 成立区域性
小微证券公司，为旅游企业开展股权质押融资、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设备资产抵押融资、发行旅
游企业私募债等金融服务， 拓宽旅游企业融资
渠道。
“另外，与其他项目资源相比，旅游资源有
其特殊性，比如，旅游资源的流动性差，缺乏统
一的评估标准，对受让方也有比较多的要求，建
立专业化的交易平台， 对促进旅游资源的优化
配置非常重要， 进场交易的企业也能得到专业
化的服务，更利于项目的对接。 ” 上述业内人士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山航B欲2亿元退出青岛航空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了
解到，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山航B” ）
拟以2.008亿元的价格挂牌转让青岛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20%股权。 此前，青岛航空另一股东青
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也转让
了青岛航空股权。 随着国有股东陆续退出，青岛
航空也将更名为“新龙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

青岛航空连年亏损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公告显示， 山航
B正在挂牌转让青岛航空20%国有股权， 挂牌
价格为2.008亿元。 实际上，山航B原始出资额
为2亿元， 此次挂牌转让价格略高出原始出资
额。 此次转让完成后，山航B将不再持有青岛航
空股权。
根据挂牌公告， 青岛航空成立于2013年7

月，注册资本为10亿元。 目前，南山集团有限公
司持股55%，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持股25%，山航B持股20%。 从财务数据
来看，青岛航空成立当年未实现营业收入，净利
润亏损2915.99万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2.3
亿元，净利润亏损1.72亿元；今年前7月实现营
业收入3.11亿元，净利润亏损1.05亿元。 以2015
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 资产总计账面值为
12.99亿元；净资产账面值为7.46亿元，评估值为
8.81亿元。
青岛航空申报的房屋地下室账面价值
493.66万元，位于首创空港国际中心6号楼底下
一层，建于2013年，申报建筑面积860平方米。
截至评估基准日，房屋地下室未办理产权登记。
山航B曾在2014年向青岛航空以经营租赁方式
租赁两架CRJ-700飞机投入运营。 申报固定资
产中的两架飞机的租赁方山东航空分别于2014
年1月和3月对飞机机身进行了大修， 于2013年

10月、2014年8月、2014年6月和2015年2月分别
对配置的飞机在翼发动机进行了大修。 本次评
估的价值当中包括承租人大修理对飞机价值影
响。
山航B在公告中称，此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公
司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改善公司财务、资产状
况，实现公司稳健经营。

国有股东陆续撤退
2015年9月， 青岛城投集团所持青岛航空
25%股份， 已经青岛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给南
山集团，现正办理相关变更手续。 青岛城投集团
转让挂牌价格溢价也不高，原出资额为2.5亿元，
挂牌价格仅为2.51亿元。 青岛城投集团为青岛
市政府直属国有投资集团； 此次股权转让方山
航B隶属于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为国务院国资委
下属企业。 这也是继青岛城投集团之后，又一国
资背景股东宣布退出青岛航空。

根据青岛航空官网资料， 青岛航空于2013
年6月获得国家民航局批准筹建，6月12日正式
揭牌成立。2014年3月获得民航局颁发的公共航
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证，4月22日获得民航局颁
发的运行合格证书，4月26日顺利实现首航，筹
备近一年时间的青岛航空正式开航运营。
目前， 青岛航空拥有6架A320-200型飞
机，开通成都、长沙、哈尔滨、北京、南京等航线。
青岛航空以中高端服务为主， 陆续开通地区和
国际航线，立足青岛，发展北京、上海两翼。 根据
计划，到2020年，青岛航空将引进50架飞机；到
2025年，机队规模将达到100架。
值得注意的是， 青岛航空201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就更名事宜做出决议， 同意青岛航
空更名为“新龙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现正在办
理相关审批手续。 刚刚成立两年，国资股东便陆
续退出，再加上连年亏损，青岛航空未来的发展
尚待观察。

天地环保2.88%股权寻买家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浙江
天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2.8838%股权以1177.76
万元挂牌转让， 转让方为浙江华业电力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天地环保成立于2002年， 由浙江省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投资控股，注册资本1亿元。 公司专业从事
环保工程总承包、环保产品及技术开发、电力工程
设计，环保工程、环保设施营运及技术服务等业务。
股权结构显示，浙江长广（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持有公司83.01%股权， 杭州华隆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7.55%股权，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
研究院持有3.67%股权，华业电力和杭州能达华

威设备有限公司分别持有2.88%股权。
天地环保盈利可观。 2014年公司营业收入
13.9亿元，净利润8577.4万元；截至今年8月底，
公司营业收入9.2亿元， 净利润7603.0万元。 以
2014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 公司资产总计
10.3亿元。 公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值分
别为2.96亿元和3.5亿元，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

为1022.8万元。
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在最近三个会计
年度连续盈利，且净资产不低于3000万元；具有
良好的支付能力。 此外，应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
续的境内企业法人。 该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主
体， 且意向受让方不得采取委托 （含隐名委
托）、信托方式举牌受让。

宁城宏大矿业挂牌价下调
□本报记者 李香才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公告显示， 宁城县宏
大矿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正在挂牌转让，挂牌
价格为14151.816万元。 本项目于2014年11月
首次挂牌，挂牌价格为15724.24万元，此次挂牌

价格较前次略有下调。
宏大矿业成立于2003年，注册资本为9000万
元，主要业务为铁矿采选。 目前，中国二十二冶集
团有限公司持股54%， 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
司持股46%。 财务数据方面，宏大矿业2014年实
现营业收入17506.15万元，实现净利润4561.28万

元。 今年上半年未实现营业收入， 净利润亏损
3072.32万元。 以2014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
资产总计账面值为66537.19万元； 净资产账面值
为15679.9万元，评估值为15724.24万元。
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须书面承诺在产权
交易合同生效后一年内如果标的企业未还清欠转

让方的债务共计26197.57万元（其中欠河北钢铁
集团矿业有限公司1.21亿元， 欠中国二十二冶集
团有限公司1.41亿元），则受让方代为偿还。 转让
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须为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并
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受让，
且意向受让方不得采用匿名委托方式参与受让。

云峰物流31%股权挂牌转让
□本报记者 任明杰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上海
云峰（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上海云峰物
流服务有限公司31%股权，挂牌价格为1604.67

万元。
资料显示， 云峰物流成立于2002年4月，注
册资本为500万元， 经营范围包括普通货物运
输、货运代理、汽车租赁、仓储服务、打包托运
等。 上海云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31%股

权， 自然人王文斌和徐颖分别持有其39%和
3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方面，云峰物流2014年实现营
业收入18753.05万元， 营业利润1582.56万元，净
利润1762.7万元。 据上海青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以2015年4月30日为评估
基准日， 标的企业资产总计账面价值16511.09万
元， 评估价值17706.03万元， 净资产账面价值
3981.43万元，评估价值5176.37万元，转让标的对
应评估值1604.67万元。

神华国能集团拟转让晋东能源20%股权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山西晋
东 能 源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20% 股 权 1.43 亿 元 转
让，转让方为神华集团旗下神华国能集团有
限公司。
煤价持续下降使煤炭行业陷入全面低
迷，亏损已经成为煤炭行业的标签。 此次神
华国能集团转让晋东能源20%股 权 ， 或 许 是
公司在行业全面亏损情况下做出的“脱困”
之举。

晋东能源经营不乐观
公开资料显示， 晋东能源是山西晋城无烟

煤矿业集团子公司，成立于2005年，公司首期注
册资金为6.3亿元，主要从事煤炭勘查、开发、洗
选的投资等。 公司开发过赵庄煤电、 晋城 （樊
庄）煤电、郑庄煤电3个项目。
其中，晋煤集团持有公司40%股权，转让方
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持有40%股权， 山西和
信电力发展有限公司持有20%股权。
财务数据显示， 晋东能源2014年以来没有
营业收入，2014年和2015年前7个月，公司净利
润分别为-709.05万元和541.86万元。
以2014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公司账
面资产总计7.24亿元，负债总计6381.78万元；净
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值分别为6.60亿元和
7.16亿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1.43亿元。

转让方要求， 意向受让方应为依法成立并
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 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
支付能力，且具有良好商业信用；该项目不接受
联合受让。

调整优化资产结构
神华国能集团是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08年4月，2012年4
月整体并入神华集团。 神华国能集团作为神华
集团煤电板块主营业务单位之一， 主要开发建
设煤电一体化基地，积极发展煤炭开发、运输、
仓储和配送业务。
目前， 神华国能集团直接管理全资和控股
子公司、分公司39家。 截至目前，公司注册资金

170亿元，资产总额814亿元。
晋东是我国13个大型煤炭基地之一。 在煤
价持续低位运行、 下游需求大幅萎缩的市场环
境中，我国多数煤企亏损。
据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副局长鲁俊
岭介绍，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实现利
润200.5亿元，仅为2012年同期的10.5%。亏损企
业亏损额达到484.1亿元，大中型煤炭企业亏损
面已达到70%以上。
神华集团董事长张玉卓此前也表示， 神华
大部分煤矿和全国一样，均出现亏损或减利。 如
何对亏损企业脱困“
止血” 是当务之急。 此次神
华国能集团挂牌转让晋东能源20%股权， 或许
是公司在煤企亏损情况下的脱困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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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挂牌
中科金财参股的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
（简称“大金所” ），9月20日举行挂牌仪式。
作为大连市政府2015年重点招商引资项
目，大金所仅用4个多月的时间，就规范有序
地完成了战略投资者引进、股权设置、治理结
构建设、市场化选聘经营团队等混合所有制改
革工作，开创了大连国资国企改革的先河。 据
悉， 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由大连国资委控股，
现注册资本1亿元，其中，中科金财以2502.36
万元认购大金所20%股权。
大金所董事长李晓光表示，大连金融资产
交易所将以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增加金融资产流动性、提供多元化投融
资渠道为宗旨，为政府、企业提供多元化投融
资渠道， 进一步推动大连市区域金融中心建
设，完善大连市金融市场功能。
大金所总裁李烁表示，大金所以互联网金融创
新为基础，致力于为金融资产证券化提供交易平台。
大金所揭牌当天， 即推出两款定向融资计划产
品，包括大连市体育场馆建设工程项目、普兰店市治水
工程项目，均为市政建设中的重点民生项目。（刘杨）

国药控股医疗投资公司
20%股权挂牌转让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国药
控股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股权以1亿元
挂牌转让。 转让方为国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11月， 是国药控股旗下专业从事医疗
投资与运营管理的平台，注册资本5亿元。国药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复星医药 （集团） 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
25%、40%、35%股权。
标的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医院投资管理，医
疗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等，2014年实现营
业收入18.867924万元，亏损22万元。
据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的评估报告， 以2015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
日， 标的企业资产总计账面价值49783.85万
元，评估价值49783.86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49774.42万元，评估价值49774.43万元，转让
标的对应评估值9954.886万元。 （戴小河）

奥普生物
5.2%股权挂牌转让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挂牌信息显示，
上海奥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5.2%股权挂牌转
让，挂牌价格为3052万元。
上海奥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
年8月，注册资本4591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医
疗器材、生物制品、诊断试剂专业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等。
财务数据方面， 公司2014年实现营业收
入9887.32万元，净利润2082.96万元。 上海奥
普园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上海衍禧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李 福 刚 分 别 持 有 公 司 股 权 66.3744% 、
26.7256%、4.9%、2%。 此次转让方为上海浦东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的支付
能力。该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主体，不得采取委托
（含隐名委托）、信托方式举牌受让。 （戴小河）

益阳中海船舶
1.77亿元挂牌转让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益阳橡胶
塑料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挂牌转让益阳中海船舶
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挂牌价为1.77亿元。
益阳中海船舶是原湖南省益阳船舶厂实
行公司制改造后成立，2006年10月由中国化
工（集团）总公司下属的益阳橡胶塑料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重组， 成为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拥有沿海及内河各类船舶的一类生产资
质和甲类设计资质。
财务数据显示，公司2014年和今年前6个月
营业收入分别为1.10亿元和6362.11万元， 净利
润分别为-2322.46万元和126.69万元。 以2015
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公司账面资产总计
1.22亿元，负债总计1288.63万元；公司净资产的
账面价值和评估值分别为1.20亿元和1.76亿元。
转让方要求，受让方须为境内注册、合法
存续的法人机构； 该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方
式。 （欧阳春香）

云南中烟拟退出浩鑫铝箔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云南
中烟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云南浩
鑫铝箔有限公司13.08%股权正在挂牌转让，
挂牌价格为7928.208万元。 此次转让完成后，
云南中烟将不再持有浩鑫铝箔公司股权。
浩鑫铝箔成立于1996年， 注册资本 为
9564.32万美元， 经营范围包括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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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等。 浩鑫铝箔为国有控股、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 目前，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68.96%，阿鲁麦克斯国际公司持股17.96%，云南
中烟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3.08%。
主要财务指标方面， 浩鑫铝箔2014年实
现营业收入57918.67万元，净利润亏损2498.6
万元； 今年前8个月实现营业收入13989.87万
元，净利润938.07万元。 （李香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