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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下54%股权 华润入主重庆渝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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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渝开股东大会 两家外地壳公司有望“嫁到”重庆 汽配“小巨人”秦安股份董事长：
今年力争实现扣非净利8000万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闫涵

广告

注销公告：重庆暖心居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928Q1A）， 经公司股东会
决 定拟 将注 销本 公司 ，根 据 《公司法 》规定 ，请 债 权
人 、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办理债权债务相关事宜 。 特此公告 2020年5月22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潇瑞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MA5UU4N55N）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200万元 。 根据 《公司法 》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 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2020年5月22日

声明 ： 重庆远星洛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 （编号 ：5001068231185）；
遗 失 财 务 专 用 章 （ 编 号 ：
5001068231186）各一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重庆朋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 码91500108MA5YQW7M0Y）股东会 决议 ，本公 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200万元减少到10万元 。 根据 《公司法 》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2020年5月22日
减资公告 :经重庆胡格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8MA60ABGK8A）股东会 决议 ，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减少到10万元 。 根据 《公司法 》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2020年5月22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成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5305255098M）股东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1580万元减少到320万元 。 根据 《公司法 》规定
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 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2020年5月2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世纪守护科技有限公司 （注
册号500112007922369）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销
本公司 。 根据 《公司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
起45日内 , 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2020年5月22日

声明：兹有中国旅行社总社 （重庆 ）有限公司渝中区
解放碑好吃街门市部遗失以下合同 ：重庆市 ”市内
一日游“合同CTSHO-CQ/Y-1004741；团队境内
旅 游 合 同 CTSHO-CQ/GN-0098051、0098057、
0098061、0098064、0098065以上合同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永绪苍海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8305020504N）股东决定 ，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10万元 。 根据 《公司法 》规
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 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2020年5月22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欣海棠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25905307806）股东会决议 ，本公 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1万元 。 根据 《公司法 》规
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2020年5月22日
减资公告:经新生旺 （重庆 ）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60KND7XA）股东会决议 ，本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2000万元减少到800万元 。 根据 《公司
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2020年5月22日

有限公司注销公告 ：公司因故解散 ，请债权人 、债务 人持
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来我 公司清算债 权 、债
务。 公司债权债务清算完毕后将向工商部门办理注销登
记 ，逾期责任自负 。 特此公告 。 重庆大鼓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YNC1E65)。 2020年5月22日

遗失作废声明： 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考斯特车辆
合 格 证 、 一 致 性 证 书 、 环 保 清 单 遗 失 （ 车 架 号
LFME55815KS013008，发动机号H225667），声明作废 。 已
经向公安部门报案报备 ，现向生产厂家申请补办合格证 、
一致性证书 、环保清单 ；遗失的证件将失去法律效力 。

遗失重庆来祥锦晖气体有限公 司营业 执照正 、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4693920028Y）
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副本 （渝大渡口
安经 （票据 ）字 （2019）00006号 ）声明作废

重庆铭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巫山分
公 司 遗 失 税 控 设 备 ， 税 号 5899
08556775， 公司 统一 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237MA60CWNQX2，声明作废 。

重庆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2018.04.08核
发营业执 照正副本 ： 统一 社会信 用代 码 915001
12753051283X；遗失公章（编号5001122008118）、财
务专用章（编号5001122008119）各一枚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盛诚四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0MA5UT40E7U）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2000万元减少到808万元 。 根据 《公司法 》规
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 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2020年5月22日●声明 ：重庆小酒窝酒类销售有限公司遗失2015.12.10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8MA5U406J95作废
注销公告：公司因故解散，请债权人 、债务人持有效证件
于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来我公司清算债权 、债务 。 公司
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后将向工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 ，逾期
责任自负 。 特此公告 。 重庆小酒窝酒类销售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8MA5U406J95）2020年5月22日

●兹有重庆卤啊卤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103007838229）
遗失2015年03月0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副本 ，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 重庆卤啊卤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号 ：
500103007838229），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解散本公司 ， 根据
《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 、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办理债权债务相关事宜。 2020年5月22日

刊登热线 15023163856
郑重提示 ：本版只提供信息 ，不作法律依据 ，交易前严查相关文件

●遗失秦雨桐出生医学证明编号S500129062声明作废
●王向洋遗失2018.7.25发执照正副
本92500107MA6010PL40作废
●遗失重庆到家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专
用收据 ，编号NO.200055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厚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050363598C，作废
●遗失重庆市万州区张永芬酒楼公章5001014018327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腾芳幼儿园遗失财务专用章 （编号 ：
5001001185714）、私章（姓名：封华）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南通誉海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304924624W作废
●南岸区杨童童保健食品经营部遗失工商银行重庆茶
园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9164350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永川区景和源商贸有限公司91500
118MA5U9AU199公章，编号5003834044578作废。
●江北区屈建红餐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编号：JY25001050171913声明作废
●遗失2016.5.24核发的重庆林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42TR6P声明作废
●遗失2014年03月04日核发的重庆颜风制冷设备 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500105000458679声明作废
●遗失两江新区继春日用 百货店公章壹枚 (编号500103
8121737)、财务专用章壹枚 (编号500103812173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哈濯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5002425001333）声明作废
●遗失北京银铮志帆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8708271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盛凰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备案通知书 ，
（渝两江）登记内备字【2014】第013725号，特此声明
●李秋风遗失2019-04-12核发渝北区秋风石锅鱼店营业执
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60BFET57声明作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
一分院改扩建工程现向重庆市
渝中区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公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及 公众 意 见 表 网 上 公 示 链 接 https://
pan.baidu.com/s/1CZsAgnyLg5tkb9sf -xCrBg,
提取码 ：qovt; 查阅纸质版可到重庆市人
民路191号或大坪石油路 24号办公室查
看 , 公众可于2020年5月14日~2020年5月
28日通过现场递交 、发送邮件 、邮寄等方
式向建设单位联系人提交公众意见表(联
系人 :袁老师023-63893656)。

公 告
垫忠高速K1612+800处 （新立服务区至忠

县方向约3公里处 ）， 因电力架线施工于2020
年06月03日至06月05日施行交通管制 ， 此路
段限速30km（遇雨顺延 ）。其中2020年6月03日
10时00分至12时00分断道二小时 ；2020年 06
月05日10时00分至12时00分断道二小时 。 届
时可能产生拥堵，请过往车辆注意。 特此公告

重庆交通行政执法总队第四支队六大队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忠县供电分公司

2020年5月20日

●重庆恒大金碧天下413栋2101号 ，业主 ：张开树 ，
装修保证金伍仟元整 ，票据号 ：00061089声明作废
●重庆恒大金碧天下413栋1101号 ，业主 ：樊龙兵 ，
装修保证金伍仟元整 ，票据号 ：00061085声明作废
●重庆恒大金碧天下413栋2001号 ，业主 ：樊龙淑 ，
装修保证金伍仟元整 ，票据号 ：00061088声明作废
●重庆恒大金碧天下413栋2301号 ，业主 ：曾娟 ，装
修保证金伍仟元整 ，票据号 ：00061090声明作废

重庆大雄经贸实业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通知公告
重庆大雄经贸实业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由公司监事岳桂萍女士召集 ，召
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现场会议时间为
2020年 6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09:30分 ，召 开地
点为重庆市江北区国金中心T5 12楼， 重庆立
鼎科技有限公司会议室。

会议审议事项 ：1.提议孙宁 、岳霄为公司董
事 ；提议更换执行董事 （法定代表人 ）为岳霄 ；
2.提议更换公司监事为孙宁 ；3.提议公司的法
人章由公司执行董事 （法定代表人 ）保管 ，公司
公章 、合同专用章 、财务专用章 、发票专用章 、
部门专用章等由执行董事和监事共同保管。

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彭旺。 (2)会议
联系人 :18225021370。 (3)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务必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
会议地点 ， 并携带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原
件，另请任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的股东岳建
平先生携带公司公章，以便签到入场。

重庆大雄经贸实业有限公司监事 岳桂萍
2020年5月20日

重庆立鼎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通知公告

重庆立鼎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采取现场表决的
方式 ，召开时间为 2020年6月12日 （星期五 ）上
午10:30分 ，召开地点为重庆市江北区国金中心
T5 12层，重庆立鼎科技有限公司会议室 。

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公司监事的提名、选
举或更换 ；2.关于公司董事的提名 、选 举或更
换 ；3.关于公司章程的修改 ；4.关于公司监事 、
董事的候选人员包括公司股东 、董事及本公司
相关人员。 提议选举或更换的监事或董事由全
体股东从参加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监
事和董事候选人中投票表决产生。

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人 :彭旺 。 (2)会议联
系电话:18225021370。 (3)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务必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
会议地点 ，并携带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等原
件，另请担任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的股东
岳桂萍女士携带公司公章，以便签到入场。

重庆立鼎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公 告
重庆万家客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 本委已依法受
理戴越攀诉你单位因劳动报酬劳动争议一案 （渝
两江劳仲案字 〔2020〕第155号 ）,因无法与你单位取
得联系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 、申
请书副本及出庭通知书等 ，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60日视为送达 。 请你单位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10日内到本委应诉 。本委定于2020年8月10日上午9
时在本委仲裁庭 （重庆渝北区出口加工区一路7号
金泰.彩时代2号楼16楼仲裁庭 ）开庭审理 。 请准时
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 特此公告 。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5月22日

公 告
重庆泰首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 本委已依法受理赵
勇军诉你单位因劳动报酬劳动争议一案 （渝两江
劳仲案字 〔2020〕第550号 ）,因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
系，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 、申请书
副本及出庭通知书等 ，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视为送达 。 请你单位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
内到本委应诉 。 本委定于2020年8月14日上午9时
在本委仲裁庭 （重庆渝北区出口加工区一路7号金
泰.彩时代2号楼16楼仲裁庭）开庭审理 。 请准时参
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 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5月22日

公 告
重庆九域佳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本委已依法受理钟
声诉你单位因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 、垫付款劳动争
议一案 （渝两江劳仲案字 〔2020〕第729号 ）,因无法与
你单位取得联系，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通
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出庭通知书等 ，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请你单位自公告送达之日
起10日内到本委应诉。 本委定于2020年8月11日上午
9时在本委仲裁庭 （重庆渝北区出口加工区一路7号
金泰.彩时代2号楼16楼仲裁庭）开庭审理 。 请准时参
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5月22日

公 告
重庆琦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本委已依法受理黄佩
珊诉你单位因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 、双倍工资差额
劳动争议一案 （渝两江劳仲案字 〔2020〕第887号 ）,因
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出庭通知书等 ，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 请你单位自公告送
达之日起10日内到本委应诉。 本委定于2020年8月12
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庭（重庆渝北区出口加工区一
路7号金泰.彩时代2号楼16楼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准
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5月22日

公 告
重庆无穷大传媒有限公司 ： 本委已依法受理江婷
诉你单位因劳动报酬劳动争议一案 （渝两江劳仲
案字 〔2020〕第805号 ）,因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 、 申请书副
本及出庭通知书等 ，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
日视为送达 。 请你单位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
到本委应诉。本委定于2020年8月13日上午9时在本
委仲裁庭（重庆渝北区出口加工区一路7号金泰 .彩
时代2号楼16楼仲裁庭 ）开庭审理 。 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 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5月22日

公 告
我司承建的垫江监狱职工经济适用住房

园林景观工程已竣工验收，将于2017年8月30
日退场。 请与该工程有债务关系的所有单位
及个人于2020年6月10日前向我司申报 ，逾期
不主动联系、不申报的，本公司将概不负责。
联系电话：0791-83805060
公司地址 ：南昌市红谷滩碟子湖大道时间广场A座15楼

昌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接房通知
尊敬的金科·博翠园业主：

金科·博翠园项目1号地块 （F13-1）
1-7号楼（销售编号 ）经竣工验收合格已
具备交付条件。 请各位业主于2020年6月
1日9：00时-17：00时前往金科·博翠园办
理接房手续 。 接房时请按《接房通知书》、
《接房须知》等内容备齐资料 ，如 ：购房合
同 、按揭合同 、房款缴费依据 、大修基金
票据 、代收费 （契税等 ）缴费依据及产权
人身份证、 一寸彩色登记照贰张等接房
和办理产权的相关手续。 特此通知！
接房地址：重庆市南岸经开区茶园大道479号

金科博翠园1号地块旁商业
咨询电话：物业023-62301633

地产023-62810555
重庆品锦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2日
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农林开发 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农开 ）与重庆市万盛区茂禾林业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茂禾 ）双方股东及股东会
决议同意 ：农开吸收合并茂禾。 吸收合并前，农
开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 ； 茂禾注册资本为7万
元 ；吸收合并完成后 ，农开存续 ，茂禾注销 。 农
开存续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 ；合并各公司的债
权债务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承继。 特此公告 。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市万盛区茂禾林业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遗失王跃民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编号00543821；
遗失执业印章，编号：蒙115161705225，声明作废
●遗失余仕龙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编号00097158；
遗失执业印章，编号：新16507080100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四作建材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112717567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欧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 ，编号：5003815013614，声明作废
●四川意长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石桥子分公司遗
失往来票据，编号001080991金额1779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香楠泰莱酒店有限公司公章壹枚 (编号 5001
127008360)、发票专用章壹枚 (编号5001127063673)声明作废
●重庆盈利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壹枚，编号500113709579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铄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2017.6.7核发营业执照正 、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UMEN32T,声明作废

两家小股本的外地上市公司来重庆开股
东大会。

5月20日，重庆大腕黎东旗下的*ST科林
在重庆召开了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无独有
偶，涂建华“隆鑫系”上海丰华股份当天也在
重庆召开了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记者获悉，*ST科林今年将努力扭亏，避
免因连续三年亏损而暂停上市，而丰华股份
选出了新董事。

业内人士认为，不排除这两家壳公司未来
将注册地从外地迁移到重庆的可能性，这样，
重庆有望新增A股上市公司。

*ST科林四大举措力争盈利

*ST科林股东会是当天下午3点，在重庆
市渝北区龙塔街道红黄路121号紫荆商业广
场1幢公司会议室举行的，采取现场会议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由董事长黎东主持，会
议高票通过了《关于对麻城信百太阳能发电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等各项议案。

*ST科林有关负责人表示，2020 年公司
将以扭亏为盈为首要目标，同时通过加快回
收应收账款、处置资产等方式全力筹措偿债
资金，力争早日回笼资金减轻资金压力。

具体措施包括四方面：

1.继续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沟通，争取获得
更多的外部借款支持；

2.针对前期已垫资修建完成但仍未收回
应收账款的光伏电站项目，采取包括法律诉
讼、通过行使质权等方式将部分项目转为公
司运营资产或依法出售等措施收回工程款及
垫资款；

3.继续推进非主营业务低效资产的剥离，
进一步精简机构和人员，降低成本及费用；

4.持续完善公司治理，改善公司内部控制
环境，加强内部控制各项管控工作，促进公司
规范运作。

记者获悉，*ST科林注册地在江苏省苏州
市，总股本 1.89 亿股，主要进行地面光伏电
站、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
和运营。华龙证券投资顾问牛阳指出，*ST科
林 2020 年营业收入 4867 万元，同比下降
41.05%，净利润-1.23亿元，而上一年同期为-
5.62 亿元。如果*ST科林 2020 年继续亏损，
那么按照规则，*ST科林将因为2018年、2019
年、2020年连续三年亏损，暂停上市。

上海丰华股份选出新董事

上海丰华股份股东会是当天下午2点，在
重庆市科园四路288号重庆雅诗特酒店会议
室举行，会议由董事长涂建敏女士主持，会议
高票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经营层购买低风
险理财产品的议案》、《关于改聘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为公司2020年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关于增补余霄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等各项议案。

此次，余霄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
事。简历显示，余霄，男，1970年7月出生，中国
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
空工程硕士，一级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

余霄在 2014 年 9 月至 2018 年 1 月任中
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总经理，贵州航空工业管理局党
委书记、局长；2018 年 2 月至 2018 年 12 月
任中融新大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常务副总
裁；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5 月任汉能移动
能源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2019 年 7 月-
2020年 2月任隆鑫控股有限公司联席总裁；
2020 年 1 月至今任隆鑫通用（603766）第四
届董事会董事。

上海丰华股份总股本只有1.88亿股，2019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6618 万元，同比下降
20.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91万元，同比增长231.2%；每股收益为0.16
元，无保壳之忧，主营业务的来源主要是公司
控股95%的重庆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
生产镁合金、铝合金制品，包括方向盘骨架、方
向盘骨架、手动工具、挤压型材、摩托车件等。

业内人士认为，鉴于这两家公司股东会来
渝召开，已经常态化，不排除这两家壳公司未
来将注册地从外地迁移到重庆的可能性，这
样，重庆有望新增A股上市公司。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桑吉贵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5月 21日晚间，重庆燃气公告，接公司第三
大股东——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重
庆渝康）通知，其54%股权转让事项已收到重庆
联交所出具的《交易结果通知书》，确定华润金控
投资有限公司（华润金控）为项目受让方。若该
事项最终完成，则华润金控将成为渝康公司控股
股东，从而间接控制公司15%的股权。

54%股权挂牌起价35亿元

据了解，根据有关部署，重庆渝富、重庆城投
集团、重庆地产集团以及重庆水务资产合计所持
重庆渝康公司 54%股权，在重庆联交所公开挂
牌，拟引入资本实力雄厚、商业信用良好、能协同
互补的合格投资人作为战略投资者。

天眼查数据显示，重庆渝康成立于2016年7
月1日，系经重庆市政府授权、财政部备案、银保
监会核准公告，重庆市首家取得金融机构不良资
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资质的地方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注册资本金 50 亿元，为市属国有重点企
业。重庆渝富、重庆城投集团、重庆地产集团、重
庆水务资产各占25%。

重庆渝康公司的财务数据显示，2018年度，
公司营业收入约32357.06万元，净利润5217.42
万元；2019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26953.90 万
元，净利润4300.42万元。以2018年 12月 31为
评估基准日，公司资产总计约155.12亿元（账面
价值），负债总计约 125.46 亿元，净资产

29.66亿元，此次转让的54%股权对应评估值为
34.99 万元，挂牌底价 35 亿元，为重庆渝富控
股、市城投集团、重庆地产集团、市水务资产公
司联合转让。

引进战投资产负债率不超70%

当时挂牌公告明确，要求意向受让方，应为根
据注册地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
经营业绩良好，持续经营三年及以上，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盈利（根据2018年度审计报告进行审查）。

同时，意向受让方要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
和良好的内部控制体系，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
无重大违法违规和不良记录（意向受让方提供书
面承诺）；具有较强的可持续出资能力，受让时资
产负债率不超过70%（根据2018年度审计报告
及截至2019年11月30日的财务报表，或者根据
2018年度审计报告及截至2019年 12月 31日的
财务报表进行审查），实施本项目投资后权益性
投资余额不超过企业净资产（根据2018年度审
计报告长期股权投资科目以及股东权益科目进
行审查）。

此外，此次股权转让需意向受让方以自有资
金投资，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基金、信托计划、资产

管 理 计 划 参
与受让；不接
受 投 资 联 合
体参与受让。

记 者 获
悉，该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
底 重 庆 联 交
所公开挂牌，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转让方申请，于2020
年 3月 6日中止。今年4月 2日，经过转让方项
目恢复交易申请，恢复本项目交易，公告期延长
至2020年5月6日。

此次，入主方终于水落石出，为央企华润旗
下的华润金控投资有限公司（华润金控）。

该股权变动可能涉及全面要约

据了解，重庆渝康持有上市公司重庆燃气约
2.334亿股，占总股本15%，为第三大股东。

重庆燃气公告提示，由于重庆渝康54%股权
转让引进战略投资者事项尚未完成《产权交易合
同》签署等程序，最终完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
性。若《产权交易合同》签署并生效后，华润金控
成为渝康公司控股股东，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
重庆市国资委控股权将同比例下降。目前，重庆
燃气第一大股东系重庆市国资委旗下全资子公
司重庆能源投资集团，股比41.48%。

因华润金控与华润燃气（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同由中国华润有限公司控股，而华润燃气（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目前持有公司22.49%的股权，
若《产权交易合同》签署并生效后，中国华润有限
公司将间接控制公司37.49%的股权，按照《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该股权变动可能涉及
全面要约等事项。

2019 年，重庆燃气供气总量再创历史新
高，达37.03 亿立方米，同比上升7.88%；实现营
业收入 70.33 亿元，同比增长 10.39%；归母净利
润 4.02 亿元，同比增长 15.69%，每股收益 0.26
元。未来，公司的战略目标是“努力建成全国

一流的城市燃气企业和综合能源供应
与服务商”。

5月 20日，重庆汽配“小巨人”秦安股份
在重庆召开了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高票通
过了各项议案。会上，秦安股份董事长兼总
经理唐远明表示，尽管今年一季度受到疫情
影响，2020年股权激励扣非净利润达到8000
万元目标，没有改变，并力争实现。

秦安股份去年推出股权激励计划，以5.68
元/股行权价，授予95名高层及核心骨干总计
3042万份股票期权。主要业绩考核指标为：
2020年、2021年、2022年扣非非经常性损益后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0.8亿元、1.3亿元和2亿元。

秦安股份今年一季报显示，实现营收
9164 万元，同比下降 20.378%，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80 万元，较去年同
期-3198 万元，亏损额收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45
万元，较去年同期-3375万元，也收窄。

华龙证券投资顾问牛阳认为，秦安股份
2020年继续拓展合资品牌与强势自主品牌
客户，主要客户长安福特升级换代强势车型
及林肯系市场战略的推进，需求出现恢复企
稳的积极态势，长安CS75Plus的热卖，后期
对秦安股份产品交付量的提升及业绩将产生
积极有利影响；另一方面，秦安股份近一两年
新开发客户的升级换代车型，如一汽红旗系
等市场反响积极，生产产出及交付量节节攀
升，作为配套企业，秦安股份也将受益。

混改加速
地方AMC增资动作频频

去年以来，选择引战混改的并不止
重庆渝康一家。2019年，监管部门加
强了对地方系资产管理公司（AMC）的
监管，要求回归主业，同时随着经济结
构调整不良资产规模攀升，这些因素都
要求地方 AMC 有更强大的资本实
力。今年以来，地方纷纷通过增资扩
股，提升公司资本规模水平。

公开报道显示，2019年以来，已有
4家地方AMC完成注册资本变更，还
有多家地方AMC明确表示“推进引战
混改”。例如，云南省级地方AMC——
云投资管，去年2月注册资本由10亿元
增 至 20 亿 元 ；江 西 省 级 地 方
AMC——江西金资，去年4月注册资
本由13亿元增至20亿元；全国首家地
市级AMC——光大金瓯资管，去年4
月注册资本由10亿元增至30亿元；内
蒙古省级AMC——内蒙古金资，去年
7月注册资本由26.3 亿元增至52.3 亿
元。此外，还有多家地方AMC明确表
示“推进引战混改”。

华润华润

渝康渝康
54
%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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