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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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万元）

项目名称

净资产
（万元）

挂牌价格
（万元）

项目简介

项目编号

注册资本：45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建设、经营电厂及有关工

G315BJ1006890

G315BJ1006891

G315BJ1006892

华能国际电力开
发公司 20% 股权

惠州恒嘉实业有
限公司 100% 股权
惠州健源投资有
限公司 100% 股权

/

程，包括筹集国内 外 资 金 ，进 口 成 套 、配 套 设 施 、机 具 等 ，以 及 为

4487246.85

13967.97

电厂建设运行提供配件、材料、燃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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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册资本：100 万元 经营范围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持 有 效 资 质 证

11044.52

经营）；物业管理；承接土石方工程；室内建筑装饰工程等。

17396.04

11233.72

装饰工程等。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

76544.270000

/

402.000000

144333.41

140719.01

5143.42

5020.84

挂牌价格
（万元）

项目简介

海南省万宁市春

897449.370000

GR2015BJ1001375

园湾土地使用权
及地上建筑物

转让资产为五矿东方贸易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海南省万
宁市春园湾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 54.21%权益

76544.270000

54.21%权益
11044.520000

北京市东城区望

GR2015BJ1001374
注册资本：1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室内建筑

项目名称

陶园 1号楼 1层 104
室

11233.720000

转让资产为武汉普天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北京市东城
区望陶园 1号楼 1层 104室

402.330000

上海长威股权投

G315BJ1006893

惠州南佳投资有
限公司 100% 股权

13272.17

注册资本：100 万元 经营范围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持 有 效 资 质 证

8541.64

经营）；物业管理；室内建筑装饰工程等。

8541.640000

G315BJ1006886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1.41% 财产

注册资本：0万元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
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1986.000000

份额
惠州中商房地产

G315BJ1006894

有限公司 100% 股

27323.18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以上两

27323.18

项持有效期资质证书经营）；室内建筑装饰工程等。

权

河南中财资产管

27323.180000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咨询（金融资产除外）；

G315BJ1006754-2 理有限公司 10%股
权

G315BJ1006895

限公司 100% 股权

17095.94

建筑装饰工程；土石方工程；国内贸易（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不

11906.45

得经营）。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11906.450000

G315BJ1006887

营活动 )

G315BJ1006896
G315BJ1006897
G315BJ1006898

惠州威旺投资有
限公司 100% 股权
惠州首明投资有
限公司 100% 股权
惠州南源投资有
限公司 100% 股权

19578.27

12618.32

84169.13

28693.17

103947.42

注册资本：100 万元 经营 范 围 ： 房 地 产 开 发 （持 有 效 资 质 证 经
营）；物业管理；室内装饰工程等。
注册资本：1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土石
方工程等。

吉林市江机工模

G315BJ1006899

具有限公司 51% 股

1408.6

电有限责任公司

活动； 筹建期为七年： 自 2009 年 7 月 27 日至 2016 年 7 月 26 日 ）***

31961.34

472.000000

G315BJ1006888

珀南村 14幢房地

总公司部分机器

/

转让资产为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拥有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

15.970000

司部分机器设备资产

设备资产

/

781.870000

1.000000

转让资产为国电安徽力源电力发展有限公司拥有的合肥市蜀山
区琥珀南村 14幢房地产

781.870000

注册资本：3866.6 万元 经营范围：承办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

运输公司 4.19% 股

11069.67

6932.97

权

15.970000

箱，结算运杂费，报 关 ，报 验 ，相 关 的 短 途 运 输 服 务 、过 境 运 输 及

290.491443

注册资本：3877 万元 经营范 围 ：投 资 兴 办 实 业 ；工 业 、商 业 营 业

资有限公司

G315BJ1006885

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拆
咨询业务等。

广东中丝实业投

30363.2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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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储备粮管理

设备、仪器仪表、计 算 机 网 络 软 硬 件 ；家 居 装 饰 ；技 术 咨 询 ；信 息
咨询（除中介服务）；劳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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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南省外贸万达

注册资本：15134 万元 经 营 范 围 ：筹 建 （筹 建 期 内 不 得 从 事 经 营

112044.35

95%股权
GR2015BJ1001373

GR2015BJ1001370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国电电力吴忠热

G315BJ1006889

-36.65

14713.530000

理；机械加工及进出口业务；工模具技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

925.11

165.48

合肥市蜀山区琥

注册资本：883.68 万元 经营范围：工模具设计、制造、锻造、热处

权

北京鸿特商贸有
限公司 25.5% 股权

产

注册资本：1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等。

14713.53

注册资本：200 万元 经营范围 ：购 销 金 属 材 料 （除 黄 金 ）、机 电 设
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汽车配件、百货、针纺织品、办公自动化

12618.320000
28693.170000

502.084000

组的策划咨询。

注册资本：1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室内
惠州立创投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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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股权及
401.275836万元债

17473.44

16180.72

权

用房出租；土地、办公楼出租；仓储业（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品）；国
际国内货运代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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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794.309812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中都国拍酒类专场网络动态报价公告
中都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于2015年 10月28日通过网络动态报价方式处置
酒类一批，包括茅台、五粮液、汾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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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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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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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正式挂牌，所有信息以挂牌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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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者请登陆北交所网站（www.cbex.com.cn)或北交所经典收藏品专
厅（http://www.jinmajia.com/lyzt/2015/04/bjs/）了解活动及标的详情。
预展时间： 2015年10月28日至2015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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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蒋海东 010-66295650 1501090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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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djiang@cbex.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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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账户类别

单位价格

账户设立日

18.65005
20.55582
33.48719
13.51655
11.18376
13.80600
11.93479
13.13673
9.60714
7.3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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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98)仅反映投
资账户截止 2015 年 10 月 29 日的
投资单位价格, 下一公告日为 2015
年 1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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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同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留存身份证件过期的客户账户采取限制措施的公告
尊敬的客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金
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
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金
融机构在与客户的业务关系存续期间，应当
采取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客户先前提
交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
期，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更新的，金融机构应
中止为客户办理业务。 为了依法履行反洗钱
义务，我公司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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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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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您是自然人投资者且开户时留存
的身份证件已过期或身份证为旧版 15 位证
件号码；
二、如您是机构投资者且开户时留存的身
份证明文件及相关证照已过期或到期未年检；
三、请涉及以上情况的客户在您相关证件
到期之日起三个月内及时到我公司办理更新手
续，具体更新方式请登录我司官网进行查看。
四、对在上述期间内未办理证件更新手
续的过期账户， 我公司将采取相关限制措

施，直至完成更新手续。 为避免影响您的正
常操作，请涉及以上情况的客户务必及时更
新您在我司的身份信息。 感谢您对我公司工
作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 对于因此给您造
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公司客服电话：4009112233
公司网站：http://www.xzsec.com/
西藏同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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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更多详细内容请登录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网站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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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海东 010-66295650 hdjiang@cbex.com.cn

动态报价登录网址：baojia.jinmajia.com或 baojia.jinmajia.com/car

范雪威 15910649093fanxw@sports.cn

北交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17号

平台网址：sports.cbex.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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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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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详情请登陆北交所或体育平台网站。

咨询电话：010-64484618 010-6448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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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社会各界来电垂询。

展。

预展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强佑大厦B1展厅

北京产权交易所动态报价公告

证券代码：002652

北京产权交易所

北交所咨询电话：010—66295654、66295769

2015年10月8日

联系人：王先生、刘先生

证券简称：扬子新材

公告编号：2015-10-06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因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筹划发行股份收购武汉海特生物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5 年10 月26日开市起
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26日、10月27日分别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5-10-04，2015-10-05）。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交易对方及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正在积
极、有序地开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公司与交易对方就交易方案的细节进行磋商，有关各
方积极商讨、论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涉及的具体事项并向相关部门征求意见，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或报告书）正在编制过程中。 公司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争取尽早完成。

股票代码：002727

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1月2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
司股票仍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15-117号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5年5月12日召开的2015年
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中期票据
的议案》和《关于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向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
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其中，
发行中期票据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80,000万元， 发行短期融资券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80,000万元，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5年5月13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15-050号）和2015年4月23日披露的《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32号）。 现将有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拟发行中期票据获准注册事项
近期，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5]MTN562号），交易商协会2015
年9月29日召开的2015年第67次注册会议，决定接受公司中期票据的注册，具体内容如下：
1、本次中期票据注册金额8亿元，注册额度自本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年内有效，由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2、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2个月内完成，后续发行应提
前2个工作日向交易商协会备案。

二、关于公司拟发行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事项
近期，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5]CP389号），交易商协会2015年9
月29日召开的2015年第67次注册会议，决定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的注册，具体内容如下：
1、本次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8亿元，注册额度自本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年内有效，由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2、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短期融资券，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2个月内完成，后续发行应
提前2个工作日向交易商协会备案。
公司将根据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择机发行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并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
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注册规则》、《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及
有关规则指引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备查文件
1.《中市协注[2015]CP389号接受注册通知书》；
2.《中市协注[2015]MTN562号接受注册通知书》。
特此公告！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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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颜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12500万元，经营项目: 有色金属选矿、黑色金属选矿、加工销售。 联系人：
7271.682
刘女士联系方式023-63622508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项目：批准该公司经营以下本外币业务：（一）对成员单位办
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二）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
11290
G315CQ1001653
中开财务有限公司20%股权
－
54778.78
付；（三）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四）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五）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
贷款及委托投资等等。 联系方式：李女士 13658369190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8195.71万元，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铝塑复合管、塑料型材、塑钢门窗
及配件、铝型材、铝板材、铝锭、铝合金门窗及配件；铝合金门窗的设计、制作及安装；建筑幕墙、
玉溪红塔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G315CQ1001652
9410.48
7822.97
建筑装饰的设计及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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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4
49%股权
估总资产9410.48万元，净资产为7822.97万元，该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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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特种电机厂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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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15CQ1001610-4
8098.99
3390.11
1763.07
司65%股权转让
方式：熊先生 023-63606252、18680845183 刘先生：023-63621586、15687887777
九龙坡区杨渡村138号1栋2-6-2号房产竞价公告 标的系九龙坡区杨渡村138号1栋2-6-2号房产，评估值75.563万元，挂牌价80万元 ，保证金20万元。 标的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竞价转让。 本项目挂
牌期自 2015 年 11月2日起至2015年11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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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1085023—8006 联系人：陈女士 报名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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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4万元竞价整体转让，保证金26万元。 公告起止日为：2015
年11月2日起至2015年11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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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中侨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在西部信托有限公司出资额为15237939.945元（持股比例约为2.46%）的股份司法拍卖公告 受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11月20日9:30对以下标的物按现状依法
在重庆联交所以互联网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整体拍卖，公告如下：一、本次拍卖标的物（以下简称标的物）：重庆中侨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西部信托有限公司出资额为15237939.945元（持股比例约为2.46%）
的股份。拍卖保留价：5348.528821万元，竞买保证金：500万元。二、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现场展示。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人可通过线上（通过互联网方式）或线下（到
重庆联交所现场）两种方式报名，竞买人应在11月18日（到账为准）前将保证金缴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联付通账户，并于11月19日（法定工作时间）前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签订竞买协议等）方可取
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四：特别说明：1、标的物的股权、公司资产状况、披露资产及负债以评估报告为准，竞买人应仔细阅读标的物评估报告且对财务数据进行核实，评估确定的基准日后公司资产负
债发生变化的风险请竞买人自行了解，并承担其相应风险。 评估报告可到重庆联交所查看。 2、西部信托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若有意竞买，请持委托法院认可的优先购买权证明到重庆联交所办理竞买手续，
并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 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权人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行使优先购买权。 若有优先购买权人已行使优先购买权，则其他优先购买权人须按照当前价格继续加价，方可继续参与竞
价。 3、竞买人应具备公司法、信托法及银监会规定的入股条件，报名时应出具具备入股条件的书面承诺，并承担其相应风险。 4、买受人经银监会批准后才能成为西部信托有限公司的股东，本次拍卖成交后，
若买受人因银监会未批准而不能成为西部信托有限公司的股东的，拍卖佣金不予退还。 5、拍卖成交后，由执行法院负责标的物交付。 6、标的物过户所涉及的税、费由买、卖双方按国家相关规定各自承担其
应缴纳部分。 7、竞买人须以自己名义并以现金以外的转账方式缴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联付通账户，他人为竞买人代支付保证金的将视为无效，所缴款项退回原账户。 8、本次拍卖不得多人联合竞买。
9、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应当在拍卖成交10日内将价款全额划到法院指定联付通账户。
10、该公告同时刊登于11月2日的《中国证券报》。 联系电话及联系人：023-63622148???63622166 王老师???QQ：348264279重庆联交所地址：渝中区民族路101号交易大厦5楼 市高法院监督电话：
023-67673247??67673497 重庆汇融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江源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日
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10台废旧工程机械设备竞价公告 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10台废旧工程机械设备整体转让，评估值为256.99万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257万元竞价转让本项目挂牌期自 2015
年10月28日起至2015年11月10日17时止，挂牌期满,如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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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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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油田分公司抗挤毁套管、抗腐蚀套管等一批报废积压物资 标的一：抗挤毁套管\273.05×12.57 TP95T TP-CQ、抗腐蚀套管\273.05×13.84 TP100SS TP-FJ等一批油套管
及附件，评估值315.418374万元，挂牌价315.42万元，保证金32万元。 标的二：扶正器定位卡箍\Φ7"、套管头\13-5/8"×10-3/4"×105MPa等一批井下工具，评估值7.78158万元，挂牌价7.79万元，保证金0.8
万元。 标的三：短节88.9×7.34 SM2550-125 VMTOP(B) 2m、油管接箍\88.9×9.52 BG110S EU(B)等一批短节及其他物资，评估值2.810496万元，挂牌价2.82万元，保证金0.3万元。 标的四：空心微珠
SY5403/密度≤0.8g/cm3 ≥10.3Mpa、高效复合脱硫剂\原油S≤1.0% 单耗≤0.5%等一批化工材料，评估值7.52万元，挂牌价7.52万元，保证金0.8万元。 标的五：棉帆布帐蓬-Z、泄漏通信救生安全缆等一批
防洪料，评估值1.53027万元，挂牌价1.54万元，保证金0.2万元。以上标的详情见《报废积压物资处置明细表》，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公开竞价转让。《报废积压物资处置明细表》、特别告知等详见网站公告
（www.cquae.com）。 报名联系电话：13996302405 联系人：黎先生 报名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2楼，或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1室
G315CQ1001654

项目名称
伊春中兵矿业有限公司
71.534%股权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23457.52

10165.35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01号交易大厦

联系电话：（
023）02363622638、02363622380

证券代码：603989

证券简称：艾华集团

公告编号：2015-062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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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和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议案》（详见公司2015-014及2015-025号公告），同意公司在确保日常经营资金需求
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肆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短期（不超
过12个月）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管理层实施相关
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公司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此发表了明确同
意的意见。
2015年10月29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芙蓉支行签订了认购合同，使用
暂时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4,000万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截止2015年10月29日，公司
合计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14,000万元购买了保本型理财产品。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和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批准的剩余额度为人民币26,000
万元，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后立即履行披露义务。 本次公告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详细内容如
下：
一、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1、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芙蓉支行购买的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1）产品名称：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CCS00070
产品类型：保本收益型
产品风险：极低风险
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认购金额：4,000万元
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产品收益率(年化)：1.55%~2.80%
投资起始日：2015年10月29日

投资到期日：2016年4月29日
实际理财天数：183天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芙蓉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风险控制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投资严格把关，谨慎投资。 本次公司购买标
的为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
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理财产品购买事
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保理财资金安全。 在上述理财产品期间内，公司财务部门
将与银行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
障资金安全。 并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保本型
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保证公司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公司使用暂时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通过进行保本型的短期理
财，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升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
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4,
000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总金额为人民币44,900万元，公司累
计购买理财产品总金额为人民币58,900万元。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