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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广告 Market

E

新华都等企业
5批次不合格食品被通告

导报讯 日前，市场监管

总局发布5批次食品不合格情

况的通告，包括荔枝蜜、椴树

蜜、草鱼、盐津陈皮、芝麻

饼，检出微生物、农兽药残

留、食品添加剂等问题。

其中，在食品添加剂方

面，未达标产品为福建新华都

综合百货有限公司销售、福建

龙岩晋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盐津陈皮，商标名称为惠享，

违规使用脱氢乙酸及其钠盐。

天猫野娇娇旗舰店(经营者为

浙江野娇娇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在天猫(网店)销售的、标称

浙江野娇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的芝麻饼，酸价超标。

(牛荷)

全国共享住宿

去年房客近8000万

导报讯 国家信息中心近

日发布的《中国共享住宿发展

报告》显示，中国共享住宿行

业发展迅速，2018年房客数达

7945万人，服务提供者超过

400万人；全年共享住宿交易

规模约165亿元，比上年增长

37 . 5%。

《报告》显示，参与共享

住宿的房东具有年轻化、高学

历等特点，女性房东成为主力

军，房客主要是学生、上班

族、自由职业者；18-30岁的

房客占比超过70%，共享住宿

渐渐成为年轻人的住宿首选。

(范紫琦)

6月中国快递业务量

同比测算增长25 . 3%

导报讯 国家邮政局日前

发布2019年6月中国快递发展

指数报告。据测算，6月中国

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高18%，

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

从分项指标来看，6月快

递业务量预计完成53亿件，同

比增长 2 5 . 3%，相当于日本

2017年的全年业务量。快递业

务收入预计完成630亿元，同

比增长23 . 9%。上半年，预计

累计完成快递业务量 2 7 6亿

件，同比增长25%。 (思明)

山东海化“卖房”成“熟客”
多家上市鲁企出售房产求生存，但“总仓位”趋稳

◆导报记者 韩祖亦 济南报道

不过数日时间，继泰山

石油(000554)之后，山东海化

(000822)也加入了卖房或卖地

的队列中。

日前，山东海化在山东

产权交易中心，将其所属原

山东海化天际化工有限公司

72项房屋建筑构筑物及1项

土地使用权挂牌转让，转让

底价为3599 . 06万元。

据经济导报记者统计，

截至今年一季报，共有98家

上市鲁企持有投资性房地

产。虽然这一数量较去年年

报中的100家下降了两家，但

总 额 却 出 现 近 3 亿 元 的 增

长，达到 1 6 5 . 2 2亿元。不

过，若与前两年的变动幅度

相比，今年上市鲁企对于持

有投资性房地产的热情，似

有所降温。

山东海化31项建筑物

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此次山东海化拟转让的

房产，位于潍坊市奎文区鸢

飞路975号。

在纳入转让范围内的房

屋建筑物中，一部分办理了

相关权证，房产证号为“鲁

(2018)潍坊市奎文区不动产权

第0009656-68号”。另有31项

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建筑面积4042 . 91平方米，其

中3项房屋建筑物已拆除。

标的明细 显 示 ， 此 次

转让的房屋建筑物的评估

值为2428 . 59万元，占据“大

头”；构筑物及其它辅助

设施的评估值为 1 4 8 . 8 2万

元；另有土地使用权，评估

值1388 . 36万元，共计3965 . 77

万元。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

近来，山东海化已成为产权

交易中心的“熟客”，频频

进行资产处置。6月21日，其

还将公司所属原金钟锌业部

分存货、房屋建筑物、机器

设备、土地使用权等资产，

进行了挂牌转让，转让底价

为1416 . 96万元。

中润资源拟转让房产

以改善盈利能力

今年以来，上市鲁企对

于投资性房地产，又是怎样

的态度呢？

Wind数据显示，截至3

月31日，201家上市鲁企中，

共有 9 8家持有投资性房地

产，占比近半，合计持有市

值165 . 22亿元。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

中润资源(000506)是上市鲁企

中一季度投资性房地产大幅

增加的代表。

在去年年报中，中润资

源的投资性房地产仅有2 . 15

亿元。而今年一季报中，这

一金额增至6 . 33亿元，仅3个

月时间便增长了4 . 18亿元。

不过，经济导报记者发

现，在一定程度上，这并不

是中润资源主动为之。

去年6月，中润资源董事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商

业物业抵顶转让价款协议书

的议案》，约定山东中润置

业有限公司 (下称“中润置

业” )将所持有的商业物业

(下称“抵债房产”)以专业

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作价抵顶

山东安盛资产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下称“安盛资产”)所

欠公司全部款项。

同时，为加快抵债房产

产权过户至公司名下的工作

进度，中润资源与中润置

业、安盛资产三方确定，以

中润置业出资设立全资子公

司济南兴瑞商业运营有限公

司(下称“兴瑞商业”)，将

抵债房产注入兴瑞商业，将

兴瑞商业股权全部转让给中

润资源的方式完成对抵债房

产的过户。2019年1月23日，

抵债房产由中润置业过户至

兴瑞商业名下。1月31日，兴

瑞商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中润资源持有兴瑞商业

100%股权。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

及2019年一季度，中润资源

扣非后净利润均亏损。当深

交所问询其“持续经营能力

是否存在不确定性，以及公

司拟采取的改善盈利能力的

应对措施”时，中润资源回

复，“对于现存的投资性房

地产项目，在条件合适的情

况下，分批进行转让，回流

资金。”

21家上市鲁企“房产”

均以亿元计

从今年一季报数据看，

在上市鲁企中，银座股份

(600858)、希努尔(002485)、山

东高速 (600350)、城市传媒

(600229)、潍柴动力(000338)、

利群股份(601366)、新能泰山

(000720)、山东出版(601019)、

国美通讯(600898)、东方电子

(000682)、得利斯(002330)等

多达21家的“房产”，均以

亿元计。

不过，在当前的房地产

市场走势下，2018年以来，

上市鲁企投资性房地产的

“总仓位”，已有所稳定。

据经济导报记者统计，

截至2016年末，上市鲁企持

有投资性房地产的总金额仅

为 6 9 . 0 5 亿 元 。 然 而 ， 到

2017年末，这一金额快速攀

升至 1 4 1 . 4 3亿元，可谓翻

番。再到2018年年报，这一

金额变更为162 . 35亿元，增

幅降至15%左右。今年一季

报，金额则已基本持平。

“虽然上市公司适当持

有投资性房地产无可厚非，

但如果非房地产开发企业大

比例持有投资性房地产就需

要各方关注。”厦门大学管

理学院教授戴亦一表示，首

先，上市公司使用从公众手

中募集的资金参与商业地产

或者住宅市场竞争，在资金

和身份上占有优势，这对个

人购买者来说不公平；其

次，“干实业不如炒房”的

观念助涨了社会投机风气，

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

Shi chang feng biao
市场风标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

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利息余额，

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

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

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债权

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

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

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

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

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

可能存在较大误差，具体以相关

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

准。

处置方式：按照《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修

订)》规定的方式进行公开处置，

处置方式为挂牌转让、公开竞

价、拍卖等，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

誉好，有付款能力并可承担购买

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

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

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

系的人员。

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 20个工作日止；公告期内同

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

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李先

生、刘女士

联系电话：0531-86059765、

86069792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

的举报电话：0531-86059702

联系地址：济南市经三路89

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2019年7月10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

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利息余

额，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

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

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

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

让。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

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

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

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

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

可能存在较大误差，具体以相关

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

准。

处置方式：按照《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修

订)》规定的方式进行公开处置，

处置方式为挂牌转让、公开竞

价、拍卖等。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

誉好，有付款能力并可承担购买

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

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

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

系的人员。

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10个工作日止；公告期内同时

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

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郭先

生

联系电话：0531-86059743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

的举报电话：0531-86059702

联系地址：济南市经三路89

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2019年7月10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公告资产清单

基准日：2014年7月5日 货币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债务人名称 本金 利息 担保人 担保物

1
青岛青波变压器

股份有限公司
7636 . 91 2342 . 41

青岛喜盈门双驼轮胎有限公司、青岛恒讯

电力电缆有限公司、青岛恒正木业有限公

司、青岛金田热电有限公司、周永恒

青岛城阳区崇阳路262号土地使用

权88亩、房产30921平方米。

基准日：2018年11月7日 货币单位：人民币 元

序号 债务人名称 本金 利息 担保人 抵押物

1 天禧牧业有限公司 15,000,000 . 00 904,100 . 00

1-滨州泰裕麦业有限公司
2-山东省惠民县国有资产投资经 营有限公司
3-山东添福食品有限公司
4-胡振新、张忠

无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公告资产清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拥有对天禧牧业有限公司债权，拟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

公告。具体债权信息如下：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拥有对青岛青波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债权，拟进行公开处

置，现予以公告。具体债权信息如下：

◆导报记者 刘勇

小升初，是小学生求学路上绕不开的关

口。济南市不少家长为了让孩子上个好学

校，纷纷选择让他们参加各种不同类型的小

升初测试。

然而，备战小升初，要花多少钱，你算过

吗？

经济导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六成孩子

的小升初开支为一万至两万元，其中近九成

花费用于报辅导班。

招收700人报名7000多

“早上7点，学校门口就挤满了送孩子

的家长，感觉压力一下子变大了。”在济南

稼轩中学门口，一名送考的家长说道。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在稼轩中学校门

口两边500米范围内，辅道和主路两边已经

停满了汽车。“今天早上6点多，就有不少

家长来到了学校，而面试时间是早上 8

点。”一位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安保人员说

道，“估计得有1000多辆车。”

实际上，这几天除了稼轩中学外，在济

南外国语学校和山大附中(今年由济南山大

实验学校进行招生)的门口，上演着同样的

一幕，大量的家长在学校门口等候着面试出

来的孩子。

一位家长告诉经济导报记者，稼轩中学

今年招收700个初一新生，却有7000人报

名，录取比例10:1，可以说挤破了头。“你

说的只是参加面试的有7000人，据说网上报

名的人数在1 . 5万人以上。”另外一位家长

说道。

据经济导报记者了解，济南外国语学校

和山大附中录取人数虽然不同，但录取比例

也在10：1左右。

培训班费用是“大头”

在谈及小升初的费用时，不少受访的家

长表示，花费基本上都在2万元左右。

家长王璐斌：孩子在济南市中区的一所

小学上学，对口的初中一般，希望孩子能考

上一个好一点的初中。从6年级一开学就开

始准备，费用的话差不多在2万元左右。主

要是上培训班的费用和去参加一些全国性考

试的费用。辅导班一年下来在1 . 4万元左

右，参加考试的费用在5000元左右。

家长董超：大概在1 . 7万元左右。6年级

下学期报的辅导班，费用1 . 2万元；美术辅

导加考级约5000元。

家长李娜：奥数8000元，英语4000元，

语文4000元，再加上一些零星的考试费，一

年花费2万元左右。

家长黄凯：从5年级就开始准备小升初，

每年的费用在2万

元以上。此外因为

报名时需要拍照

和拍摄视频，还专

门花了1000元钱找

专业人士给拍照和

录视频。

备战“小升初”，
成本有多高?

E 财经八味

“八女扒财经”微信公众号
欢迎扫码关注 阅读精彩内容

非房地产开发企业大比例持有

投资性房地产需要各方关注，因为

这既对个人购买者不公平，也不利

于实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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