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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金龙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国有产权转让公告
中原产权告字(2017)43号

序

号

1

2

3

4

5

承租人

郭胜利

郑州鑫荣

热能设备

有限公司

河南龙源

机电设备

工程有限

公司

郑州金龙

建材科技

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

河南有限

公司郑州

分公司

出租资产情况

办公楼（郑密路）39号院

（1454.41㎡）

厂区东北角临近郑州市南

四环的100亩空场地及附

属设施，租用场地上附属

物、配套设施和机械设备

明细。（厂房一座）、三层办

公楼一栋、锅炉房、变压器

一台、配电柜 8个、围墙、

机井一眼及道路

房屋（8000㎡）

石灰厂北部的石灰石堆棚

面积为2593.16平方米，

闲置空房300平方米

侯寨乡378号5楼房屋2

间（面积40平方米）

租赁

年限

10年

7年

20年

20年

3年

合同期限

2009/12/1-

2019/11/30

2016/1/13-

2023/1/12

2005/2/25-

2024/2/24

2004/5/15-

2024/5/14

2013/1/1-

2015/12/31

年租金

租 赁 期 限 暂 定 10
年，2012年 18万元，
2013、2014 年 19 万
元，2015、2016年 22
万元，以后依据市
场行情协商调整

前5年每年103万

元，后两年依据行

情确定

3万

1.5万元（房屋租赁

费0.5万元，水、气

费1万元）

第一年19268元，第

二年起17333元

结算

方式

半年

支付

一次

每年

一次

每年

一次

每年

一次

每年

年初

受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及郑州
热电厂委托，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
公司拟对其分别所持郑州金龙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标的企业”）国有产
权进行公开转让。

一、转让标的

标的一：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
所持标的企业 88.27%的国有股权及
33965.55万元的债权；

标的二：郑州热电厂所持标的企
业7.6%的国有股权；

以上两个标的一并打包转让，转
让底价为30万元（人民币）。

二、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标的企业成立于 1997 年 10月 5
日，营业期限至2024年12月30日，企
业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
市），注册资本13164.93万元，法定代
表人为高清博,经营范围为粉煤灰水
泥、普通硅盐水泥、道路水泥、大坝水
泥、水泥熟料、水泥预制构件、混凝土、
沙浆粉、粉煤灰制品的销售等生产销
售,地址位于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拥
有土地512.977亩，其中512.397亩为
农用地（生产区 490.539 亩、家属区
21.858亩），0.58亩为划拨地。

三、标的企业股东结构

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持有标的
企业88.27%的股权；郑州热电厂持有
标的企业7.6%的股权；郑州祥和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标的企业4.13%的股权。

四、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
批准情况

此次产权转让行为已经相关内部
决议通过，并经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批准。

五、标的企业近期经审计的
主要财务指标数据

截至2017年1月31日，经北京中证
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
分 所 审 计 ，标 的 企 业 资 产 总 额 为
13487129.06 元 ，负 债 总 额 为
368245485.37 元 ，所 有 者 权 益

为-354758356.31元。标的企业2017年
4月财务报表显示营业收入为-92850.43
元，净利润为-2656955.31元。

六、意向受让方应具备的基
本条件

1.意向受让方应为中国境内依法
成立、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
上、存续时间在一年以上的企业法人，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和社会信誉，具
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2.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中的其他规定和相应监管要
求中规定的其他条件。

七、交易条件

1.意向受让方报名时须承诺认可
转让方披露的《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
的内容，并在被确定为受让方之日起3
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订《股权及债
权转让协议》，自《股权及债权转让协
议》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全部
产权交易价款以货币形式一次性支付
到产权交易机构指定账户。

2.如因意向受让方恶意竞价造成
交易失败的，或因受让方原因未能签
订产权转让合同，或未能按时支付全
部交易价款的，则其原缴纳的保证金
不予退还。

3.本次产权转让完成后，标的企业
继续承继产权转让前公司原有的债
权、债务。

八、其他需披露的事项

1.土地及房屋所有权情况：标的企
业成立之初，侯寨乡政府拟以九个村
民组的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根据国
家政策规定，以农用集体用地出资，须
先变更为商用建设用地，因难度大土
地手续未能办妥。经标的企业第十次
董事会决议，考虑农用地的特殊性，村
民以土地使用权出资参与分红，如年
分红低于青苗补偿费标准，按季补足
差额。因此，标的企业停产后，每年仍
需支付青苗补偿费约156.3651万元。
2015年村民结合周边租地价格，要求
将年补偿金标准提高，但因标的企业
资金紧张，自 2015年开始拖欠，造成

村民堵门。目前，2015年-2016年度
青苗补偿费已按原标准支付。2017
年度的青苗补偿费标准尚未洽谈。

2.标的企业厂区房产及家属院资产
因土地性质为租赁状态，未办理房屋所
有权证书。郑密路39号院房屋建筑面
积1454.41平方米，有房屋所有权证，土
地面积 386.87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划
拨，因欠郑州市二七区财政局国债转贷
资金，标的企业于2005年10月18日承
诺将39号院办公房产抵押给郑州市二
七区财政局，但未办理相关抵押手续。

3.土地、资产租用情况
(1)目前土地、资产租用情况
基于标的企业厂区土地、资产闲

置状况，为减少存续期间亏损，2016
年 11月标的企业与河南厚谱企业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租
赁物包括标的企业住所地内的厂房、
办公楼及其配套设施、所附土地以及
位于郑密路 39号办公楼一栋。租赁
期限自租赁物交付之日起至 2031年
12月1日止。第一个租赁年度租金总
额为 200万元人民币，此后每年租金
在前一年租金基础上递增。同时其负
责支付2015、2016年度所欠的土地租
金。目前承租方已接收、使用租赁物
并有部分投入，同时协调周边关系。

(2)原有土地、资产租用情况
①加油站资产出租情况:加油站

占地 8.82亩，该土地系标的企业租赁
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盆刘村土地，土
地租赁合同到期日为2019年 12月 31
日。地面资产由标的企业出资兴建，
委托下属三产公司郑州龙泰实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龙泰实业”）代为管
理。2004年 7月19日，龙泰实业与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销
售分公司签署了加油站资产租赁合
同，租赁期 15年，于 2019年到期，租
金共计270.00万元，租金已一次性缴
付。在租赁期，承租方根据需要，对该
资产进行部分投入改造。

②侯寨家属院出租情况:侯寨家
属院共有4栋168套住房，房屋及配套
设施原值 11455646.73 元，累计折旧
7325908.25 元，减值准备 473189.72
元，净值3656548.76元。其中一套于

2001年卖给了原职工，房款31602.98
元，其余没有销售，均出租给标的企业
原职工（与职工签订租房合同时间为
2010年 10月—2015年 10月，合同到
期后未续签，但还按原合同继续租
用）。目前公司账面显示尚欠租户租
房押金约62.6万元。

③其他资产出租情况:
截至2017年 1月31日，标的企业

对外出租情况详见右表：
需要说明的是：
(1)承租人郑州鑫荣热能设备有限

公 司 已 缴 付 2016 年 房 屋 租 赁 费
103.00万元，由于特殊原因，截至报告
日，承租人尚未实际入住。

(2)承租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

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原租赁合同已于
2015年12月31日到期，目前仍在租赁，
截至报告日，尚未签署新的租赁合同。

(3)承租人郑州金龙建材科技有限
公司由于与标的企业尚存货款结算事
宜，结算金额尚未协商一致，截至
2017年1月31日，尚未收取2012年1
月至2017年1月租金。

九、公告期限及转让方式

公告期限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截止日期为2017年 6月 26
日 17时。若在公告期内征集到两个
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将
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有意受让者请于公告期内向河南

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提出受让申
请，提交相关资料，并向河南中原产权
交易有限公司缴纳600万元受让保证
金（以银行到账为准）。逾期未提出受
让申请、未提交相关材料和未缴纳足
额保证金的，视为放弃意向受让和购
买。若受让成功，保证金转为交易价
款；若受让未成功，则全额无息退还。

咨询电话：0371-65665761
联系人：张先生
传真：0371-65665727
地址：郑州市经三路15号广汇国贸
网址：http://www.zycqjy.com

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2017年5月27日

福
彩
之
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镇氏及嫡系传人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16]第一号

中医风湿科、康复医学科、疼痛科等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电话：0715-8618999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2号（G4京港澳高速咸宁北入口处）联系方式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通 告
因 S102线京广铁路立交桥需紧

急抢修，经新郑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
门批准，于 2017年 5月 28日—2018
年 1月 31日进行施工维修，工期8个
月。施工期间通行车辆限高 3米、限
吨 15t、限速 40km/h，大型车辆请绕
行，谢谢合作！

绕行路线：
由东向西：S102 线—S223 线—

长葛方向
京港澳高速—S223线—长葛方向
S102线—四港联动大道—郑州

方向
由西向东：G107线—郑州方向

G107线—长葛方向
新郑市公路管理局

新郑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
2017年5月25日

郑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为“福彩扫码送手机”活动中奖彩民颁奖

日前，在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举办的“福彩扫码送手机”活动前三期
抽奖活动中，郑州彩民一举夺得 53部
华为P9时尚手机，可谓是硕果累累。5
月 22 日，郑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为
这 53位中奖彩民举行了喜庆热闹的颁
奖仪式，中奖得主难掩喜悦之情，表达
了对公益福彩满满的深情和美好期待。

颁奖仪式上，郑州市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电脑票一部部长郭辉锋为幸运中
奖者颁发了奖品。他说:“此次河南省
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举办的‘福彩扫码送
手机’活动是对广大彩民朋友的热力回
馈，郑州彩民热情积极参与了本次活

动，大家从众多参与者中脱颖而出，赢
得了丰厚精美奖品，对此表示热烈祝
贺；同时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
福利彩票，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享受福
利彩票给生活带来的美好乐趣和意外
惊喜。”

活动现场，中奖彩民纷纷表达了自
己的喜悦之情，“我当时就买了20元的

‘双色球’，按照活动要求进行注册操作，
结果第二天就被抽中了，当时还不敢相
信，反复确认了好几次，看来我跟福彩有
缘啊！”中奖人刘女士喜悦地说。“我也不
敢相信，真是个意外的惊喜，直到福彩中
心工作人员通知我领奖，我还感觉是天

方夜谭，现在手机拿到手里才感觉心里
踏实，真是货真价实啊！看来福利彩票
还要坚持买，没准哪天中个更大的……”
张先生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和彩友们充
分地交流着自己参与活动中奖后的享受
感、收获感和喜悦感。

看着中奖彩民朋友们愉快的交谈，
就知道“福彩扫码送手机”活动多么有意
义了，最后随着“咔咔咔”按动的快门声
和闪光灯此起彼伏的闪耀，获奖者纷纷
合影留念，共享美好时刻。颁奖活动在
一片欢快喜庆祥和的氛围中圆满结
束。

（杨伟 杨晨）

关于发布《2017年农业综合开发股权投资基金申报指南》的公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三农”工作

的决策部署和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河南
省委一号文件、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关于做好2017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
化发展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国农办
[2016]46号）等文件精神，充分发挥财政资
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带动更多的社会资
本投入，实现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有机
结合，2017年我省继续安排部分农业综合
开发产业化发展项目资金开展股权投资工
作。为鼓励符合条件的产业化经营企业积
极申报，在更大范围内择优选项，提高选项
透明度，现将2017年农业综合开发股权投
资基金申报事宜公告如下：

一、选项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围绕现代农业强省建
设，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促
进农民持续增收和农业现代化为目标，通
过基金投资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资，培育
和壮大一批带动能力强、与农民建立紧密
利益联结机制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促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农业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基本原则。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的原则，构建财政资
金引导农业发展的长效机制；自愿申报、平等
竞争、择优投资；政企分开、委托监管、授权运
营；规范操作、稳步推进、适时退出。

二、投资范围和重点

基金投资符合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

化发展项目投资范围，投资对象为河南省
境内未上市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重点
扶持以发展优质小麦、优质花生、优质草
畜、优质林果为主的农业种养业基地、产品
加工、流通设施、社会化服务体系等项目。

三、投资方式

主要以股权直接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
子基金两种形式。

股权投资可在目标企业原有股权结构
基础上实行改制，也可以合作设立新公司
形式实现。

四、申报条件

（一）股权直接投资企业申报条件
1.申报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1）属于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

展项目投资范围，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行业
发展规划及有关法规，资源丰富、技术优势
明显，市场潜力较大，辐射带动能力强；

（2）河南省境内未上市的农业产业化
经营企业，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

（3）股权结构清晰合理，法人治理结构
完善，经营管理机制健全；

（4）持续经营两年以上，资产权属明
晰，总资产规模人民币 5000万元以上，固
定资产规模人民币2000万元以上，年销售
收入人民币5000万元以上（对于一些新兴
业态，成长性较好的企业可适当放宽有关
条件）；

（5）具有较好的持续经营能力，有较强

的经济实力和自筹资金能力，能够实现资
产保值增值。

2.优先立项条件：
（1）按照“全产业链集成式发展”要求，

优先扶持一二三产业紧密衔接企业；
（2）围绕品牌和基地建设，建设有农产

品原料生产基地的项目；
（3）以发展优质小麦、优质花生、优质

草畜、优质林果为主的生产加工项目；
（4）与循环农业、生态农业、“互联网+”

等新兴业态关联度较高的企业。
（二）股权投资基金子基金申报条件
1.股权投资基金子基金所选择的基

金管理机构已经设立或已具备设立条
件；

2.有成熟的基金募集方案，基金规模不
低于人民币1亿元，社会资本出资额应在股
权投资基金出资额的1倍以上；

3.基金管理机构拥有成熟的拟投资企
业资源。拟投资企业可参照本指南股权直
接投资企业立项条件；

4.社会投资人和基金管理机构均可以
作为子基金的主发起人；

5.鼓励市级政府投资机构联合发起设
立子基金。

五、申报材料

（一）申报股权直接投资企业须提供以
下资料

1.申请报告（含公司基本情况、历史沿
革、主要产品及其应用领域说明、原料构
成、产品产能、最近两年产销量及产品销售

渠道，申报企业未来三年发展规划、资金用
途及财务预测等）；

2.经社会中介机构审计的企业 2015、
2016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
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

3.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等资料；
4.现有的股权结构（包括前5位股东名

称及持股数量）。
（二）申报股权投资基金子基金须提供

以下资料
1.基金主发起人须提供以下资料：
（1）申请报告；
（2）基金主发起人的经社会中介机

构审计的 2015、2016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
表）；

（3）基金主发起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等资料；

（4）主发起人基本情况、历史沿革、现
有的股权结构（包括前5位股东名称及持股
数量）、经营情况、出资能力证明、出资承诺
函等。

2.子基金管理机构须提供以下资料：
（1）子基金管理机构的营业执照、股权

结构介绍;
（2）子基金管理机构管理团队介绍；
（3）子基金设立方案（含基金募集方

案）；
（4）基金出资人的基本情况介绍及其

2015、2016年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5）拟投资企业具体情况材料与申报

股权直接投资企业一致。

六、投资政策

（一）农业综合开发股权投资基金，由
省级财政部门授权资产运营机构发起设立
并进行管理运营，基金参与各方依法享有
相应权益和承担相应责任。

（二）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后，在企业
原有股权较为分散的情况下，股权投资
基金不做第一大股东；在企业原有股权
相对集中的情况下，股权投资基金占企
业总股本的比例，原则上应控制在 30%
以内。

（三）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的企业正常运
转后，股权投资基金持有股权按照市场经
济规则，通过企业上市、股权转让、资产并
购、其他股东回购和到期清算等方式适时
退出，投资期限一般不超过7年。

（四）股权投资基金子基金，自政府出
资拨付至子基金账户之日起一年以上未开
展投资业务、二年内投资额低于80%的，政
府出资可无需其他出资人同意，选择提前
退出。

（五）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按照有关
流程对申报企业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并
根据情况实施尽职调查和资产评估。基金
投资决策以基金管理机构的调查和评估结
果为依据。

七、其他事宜

（一）省内符合申报条件且有意申报股
权直接投资企业，请登录河南农开产业基
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网站（www.hnfof.

com），点击“企业申报”注册，自行填报相
关信息，同时申报企业需要根据本公告第
五条（一）的要求准备申请材料。有意申报
子基金的机构，请根据本公告第五条（二）
的要求准备申报材料。申报纸质材料于6
月30日之前送至指定地址。

1.股权直接投资企业申报纸质材料送
至河南农投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地址：郑州
市郑东新区和顺街6号广地和顺中心B座
13层），申报材料电子版本（word版本）同
时发送至gqzt2017@126.com。

联系人：陈鹏
联系电话：0371-89910282
2.股权投资基金子基金申报纸质材料

送至河南农开产业基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 70号煤炭
地质中心22层），申报材料电子版本（word
版本）同时发送至yaoyining@hnfof.com。

联系人：姚怡宁
联系电话：0371-86550867
（二）有关政策不明事宜，请与省财政

厅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联系。
联系人：陈文胜
联系电话：0371-65802513
（三）申报表下载方式
河南农开产业基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网站：
http://www.hnfof.com/
申报农业综合开发股权投资基金直接

投资企业请下载附件1；
申报农业综合开发股权投资基金子基

金企业请下载附件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