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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拟处置重庆蓥晟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现对债权资产招商推介。该债权本金65,
598.94万元，债权利息4,941.70万元，基准日2020年3月31日。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质押+保证担保。抵押物为：重庆市渝中区解放
碑街道八一路、五一路、中华路交汇处解放碑，“鸿德181”项目合计建筑面积为40,948.02㎡的非住宅用房（车位、办公在建工程及商服用房）。

免责声明：本资料仅供营销推广使用，不构成我分公司对债权本金、利息、预期收益或其他权益的任何承诺或保证，本次营销推广不构
成任何资产处置行为或处置程序，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我分公司亦不对营销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作出任何承诺与保证。项
目处置情况以我分公司发布的正式处置公告为准，请资料使用方根据自身尽职调查情况理性判断。

联系人：黄先生、祖先生 联系电话：0756-3321763、020-83187245
电子邮件：huangzhengyi@coamc.com.cn、zuyuehan@coamc.com.cn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马场路庆亿街1号珠光新城国际中心A塔16、17楼 邮编：510000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

020－83187217（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广东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20-38762089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电话：020-83342238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2020年6月30日

关于重庆蓥晟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资产招商公告

破产重庆大型车企财产首拍，结果只有部
分拍品成交。6月28日至6月 29日，北汽（重
庆）特种车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重庆特
车公司）破产管理人在淘宝网阿里拍卖平台
上，对北汽重庆特车公司所有的商标权（共计2
个）进行了拍卖，起拍价2664元，最终以7164
元拍出，监督单位为江津区人民法院。

商报记者获悉，该两件商标分别为BAIC-

SV、BAST，尚未正式使用，此次被一家神秘重
庆机构以 7164 元的价格买下。另外，北汽重
庆特车公司所有的奥迪A6L小轿车一辆也进
行了拍卖，起拍价26.51万元，最终以32.51万
元成交。而一辆柯斯达牌大型普通客车、一辆
北京牌小型越野客车的拍卖宣告流标。

商标原始入账价值22.8万元

此次拍卖的北汽重庆特车公司所有的商
标权，共计2个。分别为“BAICSV”，该注册商

标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为12类，包括汽车、
小型机动车、卡车、冷藏车、汽车底盘、汽车车
身、运输工具内装饰品、车辆防盗设备、运输工
具用轮胎、运货车，注册日期为2015年 7月 7
日，到2025年 7月 6日。“BAST”，该注册商标
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也为12类，即运输工
具用轮胎，注册日期为 2016 年 7 月 28 日，到
2026年7月27日。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这两件商标的原始入
账价值为22.8万元，账面价值为9.5万元，市场
价值分别各为1800元，按照快速变现率0.74，

清算价值各为1332元，即评估价。最终起
拍价合计为2664元，即按照评估价确定。

按照要求，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此
次拍卖共有7名买家，各自缴纳了500元保
证金入场。6 月 28 日 10 点 01 分，编号
E0851的买家率先以2664元应价，每次加
价幅度100元(以及其整倍数)；之后，先后
有5名买家出价，不时大幅加价。经过18
次竞价，最终在 6月 29 日 9点 59 分，编号
B8424的买家以7164元拿下商标权。据此
计算，该价格较起拍价 2664 元高出 4500
元，溢价169%。

商报记者获悉，买家为一家神秘的重
庆机构，未来如何运作该商标，还有待揭
晓。

奥迪A6L小轿车拍出32万元

另据了解，6月 28日至 6月 29日，北汽重
庆特车公司所有的一辆奥迪A6L小型轿车也
进行了拍卖。该车车身为黑色，可以正常行
驶，截至 2020 年 6月 3日，表显里程为 36267
公里，整个车身少有擦刮，双后胎磨损严重。
该车评估价 26.51 万元，起拍价也是 26.51 万
元，竞买保证金2.651万元，多达16人报名，经
过31次加价，最终以32.51万元成交。

而6月28日至6月29日，北汽重庆特车公
司所有的其他财产也进行了拍卖，其中柯斯达
牌大型普通客车一辆，评估价和起拍价均为
49.81万元；北京牌小型越野客车一辆，评估价
和起拍价均为7.39万元，因无人缴纳保证金入
场，宣告流标。

该柯斯达牌大型普通客车、北京牌小型越
野客车将在7月7日到7月8日，分别降价20%，
即分别以39.848万元、5.912万元再次拍卖。

拍卖重头戏还在后面

不过重头戏还在后面，今年7月9日到7月
10日，北汽重庆特车公司破产财产主要部分将
拍卖，包括位于江津区的土地、厂房、材料、存
货等，占地约800亩，起拍价4.46亿元，届时是
否有买家出手，尚有待观察。

力帆欠申请人56.31万货款

据悉，在2019年 9月至12月期间，嘉利建桥
与力帆股份签署了有关《产品配套补充协议》以及
《摩托车零部件及过程材料开发协议》，约定力帆
向申请人以协议约定的价格采购摩托车零部件及
过程材料。

2020年 4月，申请人供应的零部件结算金额
约56.31万元，但截至目前力帆依然未付款。

力帆股份尚未收到裁定书

截至目前，力帆股份尚未收到法院对申请人
申请公司重整事项的裁定书。申请人的申请能否
被法院裁定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
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表示，不
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将在现有基础上
全力做好日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根据相关法规，如果法院受理了申
请人提出的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法
院将指定管理人，债权人依法向管理人
申报债权。管理人或公司依法在规定期
限内制定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会议
审议表决。公司债权人根据经法院裁定
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偿。

力帆愿配合论证重整可行性

对此，力帆股份表示，重整程序以挽
救债务人企业，保留债务人法人主体资格和恢复
持续盈利能力为目标。在法院受理审查案件期
间，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对公司的重整可行性进
行研究和论证。若法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公司
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的重整工作，并依法履
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在平衡保护各方合法权益
的前提下，积极与各方共同论证解决债务问题的
方案，同时将积极争取有关方面的支持，实现重整
工作的顺利推进。

同时，公司也提示，根据《上市规则》第
13.2.11 条的相关规定，若法院依法受理申请人
对公司重整的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杨爽

6月 29日晚间，重庆百货（600729）公告，
为彻底解决与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步步高集团”）在重庆地区的同业
竞争、减少关联交易，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和在合川区的市场占有率，公司以现金方式
65595.56万元，向步步高集团收购重庆市合川
区步步高宝川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宝川置业”）和重庆步步高中煌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步步高中煌”）各 100%股
权 。 6 月 29 日 ，步 步 高 报 收 32.43 元 ，涨
7.53%，换手率1.85%。

据了解，交易价格以经交易双方确认的截
至2020年5月31日评估基准日宝川置业和步
步 高 中 煌 的 净 资 产 评 估 值 为 准 ，分 别 为

64286.42 万元和 1309.14 万元，合
计65595.56万元。此前，为避免同
业竞争，重庆百货与步步高集团、
步步高中煌、合川步步高于 2020
年 6月 1日签署协议，重庆百货受
托经营管理重庆合川步步高广场

项目经营管理权及相关经营性资产的使用
权。上述委托管理的经营管理权及相关经营
性资产的使用权是基于步步高中煌、步步高股
份租赁宝川置业重庆合川步步高广场项目物
业资产和步步高中煌经营自持物业资产形成
的。

为彻底解决重庆百货与步步高集团在重
庆地区的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提高重庆
百货持续盈利能力和在合川区的市场占有率，
此次，重庆百货以现金方式向步步高集团收购
宝川置业和步步高中煌各100%股权。本次交
易完成后，上述委托管理协议将终止。

重庆百货披露，过去12个月里，重庆百货
租赁步步高股份在重庆合川区拥有合法、完整
所有权/出租权的商业用房，计租面积4945平
方米，年租金170.90万元；重庆百货受托经营
管理、重庆合川步步高广场项目经营管理权，
年委托管理费48万元。

天眼查数据显示，步步高集团实际控制人王
填是重庆百货控股股东重庆商社集团的董事，王
填直接或间接控制企业是重庆百货关联方。因
此，本次交易对方步步高集团是重庆百货关联
方，本次交易构成了重庆百货的关联交易。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杨爽

重庆百货拟6亿多拿下步步高在渝资产

6 月 28 日 ，渝 股 秦 安 股 份
（603758）公告，自 2020 年 6 月 18
日至2020年6月24日，公司期货投
资 合 约 部 分 平 仓 后 收 益 额 为
2880.63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的24.42%，平仓收益将
计入公司2020年度损益。

此前，秦安股份曾披露，本年累
计期货投资平仓收益为3130.44 万
元 ，这 样 ，累 计 平 仓 收 益 达 到
6011.07 万元，将计入公司 2020 年
度损益。业内人士认为，预计秦安
股份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将大增。秦
安股份表示，本期从期货账户转出
本金 5000 万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24日，公司投入期货本金41000万
元，加上累计平仓收益合计使用资
金为47011.07万元，未超过公司董
事会授权额度。

据了解，2020年5月，秦安股份

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期货交易额度授权的
议案》。公司2019年原材料铝的采购额占公
司产品制造成本的21.34%，预计2020年铝采
购量将继续增加。基于长期跟踪铝现货价格
走势的判断，为能在现货市场的价格波动中
把握节奏，降低现货采购成本及增加公司收
益，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使用不超过 5亿元
的自有资金，在不影响正常经营、操作合法合
规的前提下，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原材料套
期保值业务及期货投资（期货投资品种不限
于铝）。

华龙证券投资顾问牛阳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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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长安汽车(000625)发布 2020 年 5
月产销快报显示，当月公司生产汽车18.3341
万辆，同比增长57.41%；销售汽车17.4012万
辆，同比增幅达54.28%。长安汽车近期产销
大增，其配套企业秦安股份将受益。这样，主
营业绩加上非经常性损益期货收益6011.7万
元，预计秦安股份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将大增。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杨爽

秦安股份期货投资获利6011万元

北汽重庆特车公司破产首拍 注册商标卖了7164元

6月29日晚间，力帆股份（601777）公
告，当天公司收到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
院送达的编号为“（2020）渝 05 破申 327
号”的《通知书》，债权人重庆嘉利建桥灯
具有限公司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但
仍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
进行重整。业内人士指出，通过司法重
整，力帆股份有望再现雄风。

重整计划重整计划

法院裁定法院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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