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8

产权信披

北京产权交易所

D isclosure

■ 2015年10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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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G315BJ1006880

赤壁市恒通钙
品有限公司
30%股权

2959.62

500.28

中唱艺能（北
*G315BJ1006877 京）音乐有限公
司40%股权

26.59

-24.91

珠海市弘德利
房地产开发有
G315BJ1006878 限公司100%股
权及50.615万
元债权

2797.81

2747.81

599.61

重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G315BJ1006874 9450.6878万股
股份（占总股本
的3.49%股权）

/

广东华林化工
G315BJ1006875 有限公司40%
股权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经营范围： 轻质碳酸钙及系列产品
生产、销售。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
后方可经营）
注册资本：50万元 经营范围：音乐策划；文艺创作；组织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棋牌）；版权代理；从事文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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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编号

/

31631.28

599.61

0.100000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中国友发国际
工程设计咨询
G315BJ1006876
有限公司100%
股权

注册资本：600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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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天维信通
科技有限公司
15%股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1999.73

1539.67

注册资本：1834万元 经营范围：对外派遣勘测、咨询、设
计和监理技术人员及其它劳务人员；承担国家对外经济
技术援助项目的设计、技术咨询、经济评估、设计审查、
价格审查、建设监理、竣工验收和技术档案管理；承担国
1539.670000
外和国内外资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监理；上述工程
项目所需的设备、 材料出口； 承担国内工程的咨询、设
计、监理及工程总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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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524.68

注册资本：2097.3万元 经营范围：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
中的国内因特网虚拟专用网业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
可证有效期至2017年08月17日）等。

700.000000

759.032000

注册资本：15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单项开发（凭资
2798.425000
质证经营）等。

305.801100

/

注册资本：270522.7505万元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
55664.550000
等。

34697

注册资本：6800万元 经营范围：旅游开发、服务，住宿、
餐饮、娱乐（仅限于分支机构经营），水产养殖、销售；沙
生经济观赏物种植、加工和销售；旅游纪念品及旅游保 1940.000000
健品开发、制作、销售，旅游生态农业观光的开发，农副
产品开发、销售，烟酒副食。 ***

4986.55

项目名称

150.084000

*G315BJ1006871

北京聚融蓝天
G315BJ1006879 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

宁夏沙湖旅游
G315BJ1006748-2 股份有限公司
5.38%股权

挂牌价格
（万元）

项目简介

注册资本：3244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研制、自营及代理
进出口：脂松香、松节油及其改性产品和衍生物、食品添
加剂—松香甘油酯；油墨粘合剂用松香树脂及丙烯酸类
树脂、氢化改性松香树脂、石油树脂、石蜡、加氢石蜡、微
2000.000000
晶蜡；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
等商品及相关技术的销售和进出口业务； 松脂收购、仓
储、包装；家具销售及进出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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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景德镇市国信
节能科技股份
G315BJ1006872 有限公司200万
股股份（20%股
权）

5534.69

3795.16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节能减排、城市照明、太
阳能光伏发电的运维服务管理及相关产品的推广经营、
设计、咨询、工程施工；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相关技术咨
询、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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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银仪风力
G315BJ1006873 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50%股权

/

40837.26

注册资本：28400万元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项目的开发、
建设、经营及其相关产业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40000.000000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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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衍生产品（不含危化品）的开发、
10000.000000
生产、销售火力发电；电力技术服务；公司自有资产租
赁；电力器材销售；电力环保产品综合利用。

5744.5275

注册资本：4000万元 经营范围：住宿、公共室外浴池、足
浴服务；中型餐馆（中餐类制售，含冷菜，不含裱花蛋糕，
10300.000000
不含生食海产品）；棋牌，小百货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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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华银怀化
石煤资源开发
G315BJ1006760-3 有限公司100%
股权及全部债
权
宁海南苑温泉
G315BJ1006866 山庄有限公司
100%股权

17131.35

5962.8832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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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北京夺镖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公开征集软式飞镖电子飞镖机合作方。 现对项
目正式挂牌，所有信息以挂牌内容为准。
为开展软式飞镖运动的推广， 项目方需要征集一家符合条件的电子飞镖
机制造商，以提供符合标准的电子飞镖机，要求制造商生产的电子飞镖机质量
可靠、可实现联网对战、有较好的管理信息系统并可生产配套飞镖机、飞镖靶
等，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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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10649093fanxw@sports.cn
平台网址：sports.cbex.com.cn/
北京产权交易所
2015年10月8日

夺镖体育公开征集软式
飞镖电子飞镖机合作方招商挂牌公告

公仆杯”乒乓
2016年中央和国家机关“
球联赛招商项目挂牌公告

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
关于征集会员单位的公告

受北京东方中天广告艺术有限公司委托， 我公司通过体育产业资源交易

证载建筑面积: 25,344.77平方米
用途：厂房
具体情况：扬子江国际企业广场东至协和路、西至广顺北路、南至临新路、
北至临华路，建于2012年，共8栋14个单元，钢混结构，大楼外观为花岗岩及玻
璃幕墙，彩铝窗，大楼内部配备大金空调及三菱电梯。 转让标的：9、10、11号为
一栋，总层数分别为6、5、4层，电梯各一部；16号为一幢，总层数9层，电梯2部；
转让标的的一层高4.5米，标准层高3.5米，顶层高5.5米，目前内部均为白坯。

上海市长宁区临新路
268弄9、10、11、16号房产转让
项目概况：
房屋坐落位置: 转让标的为上海虹桥临空经济园区扬子江国际企业广场
部分办公用房，即上海市长宁区临新路268弄9、10、11、16号。

转让方：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转让价格：人民币42120万元
公告期限：2015年10月26日至2015年1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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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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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热处理学会常务理事单位
中国热处理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全国热处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单位

公司开发的高端热处理装备，已广泛应用在航空航天、兵器、船舶、汽车、工程机械、石油化
工、电子器件、金属制品等行业，部分产品还出口欧洲、印度、泰国、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成为广东
省最大的热处理技术装备研发制造基地和中国热处理行业骨干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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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北京夺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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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对2016年中央和国家机关“
公仆杯” 乒乓球联赛招商，包括独家总冠名赞
助商与行业单品赞助商。 相关权益内容详见挂牌公告。
中央和国家机关“
公仆杯” 乒乓球联赛由中央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中央
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主办，由中央国家机关乒乓球协会承办，北京东方中天广
告艺术有限公司协办。 由各中央国家机关、中央直属单位等百余家机关单位参
赛，自2004年起已成功举办12届，受到机关单位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参与。
权益内容请见附件，所有权益以挂牌内容为准。
欢迎社会各界来电垂询。
联系人：
张娅迪 010-66295683
ydzhang@cbex.com.cn
邓 宇 13810577698
dengy@sport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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