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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国资 〔2o17〕 117号

江苏省国资委关于印发 《江苏省企业

国有产权转让操作规则》的通知

各省属企业,各设区市国资委,昆 山、泰兴、沭阳县 (市 )国资

监管机构,有关产权交易机构 :

现将 《江苏省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操作规则》印发给你们 ,

请结合实际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反馈我委。

(此件主动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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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操作规则

第一章 总 贝刂

第-条 为规范我省企业国有产权有序流转,加强企业国有产

权转让的监督管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第 378号 )、

财政部令第 32《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国 资委、

号 )和 《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 (国 资发产权 〔⒛09〕     ∶

以 揖 畔 锹 规各 荆定糊 则。 ~颥
雨 襦 袅 7葚

三

第二条 经省国资委选择确定的产权交易机构 {

交易机构 )进行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适用本规则。

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是指企业国有产权转    ∷

让方 (以 下统称转让方 )在履行相关决策和批准程序后,通过产

权交易机构发布产权转让信
`急
,公开挂牌竞价转让企业国有产权

的活动。

第四条 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应当遵循等价有偿和公开、公平、

公正、竞争的原则。产权交易机构应当按照本规则组织企业国有

产权交易,自 觉接受省内各级国资监管机构的监督,加强自律管

理,维护市场秩序,保证产权交易活动的正常进行。

第五条 省内各级国资监管机构监管的国家出资企业及其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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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实际控制的各级子企业涉及国有产权转让事项,须在省及省级

以上国资监管机构确定的产权交易机构内进行,严禁场外交易。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章 受理转让申请

第六条 产权转让申请的受理工作由产权交易机构负责承担。

转让方应当向产权交易机构提交产权转让公告所需相关材料,并

对信息披露内容和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

第七条 产权交易机构应当建立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丿憝公告的

审核制度,并对信息披露的规范性负责。符合信息公告要求,产

权交易机构应当予以受理,并向转让方出具受理通知书;不符合

Ⅱ
艹好·̄ ¨

狺息公告要
:求·

晰 -产叔獒易机构应当将书面审核意见及时告知转

让方。

第八条 转让方应当在产权转让公告中披露转让标的基本情

况、主要交易条件、对产权交易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J息 、竞价方

式的选择、交易保证金的设置等内容。

第九条 转让方应当按照企业发展战略做好产权转让的可行性

研究和方案论证。产权转让涉及职工安置事项的,安置方案应当

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涉及企业改制、债权债务

处置事项的,应 当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十条 产权转让公告应当对转让方和转让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进行披露,包括但不限于 :

(一 )转让方、转让标的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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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转让方的企业性质及其在转让标的企业的出资

比例 ;

(三 )转让标的企业性质、成立时间、注册地、所属

行业、主营业务、注册资本、职工人数 ;

(四 )转让标的企业股东结构 ;

(五 )产权转让行为的相关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

(六 )转让标的企业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和最近一期财

务报表中资产总额、负债
`总
额、所有者权益、营业收入、净利润

等主要财务指标数据 (转让参股权的,披露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

告中的相应数据 );

(七 )转让标的 (或者转让标的企业 )资产评估的各案或者

核准情况,资产评估报告中
`总
资产、总负债、净资产的讦逍篁狸~.

相对应的审计后账面值,评估报告中的特别事项说明等 ;

(八 )标的产 (股 )权的质押及标的企业担保情况 ;

(九 )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

第十一条 转让方在产权转让公告中应当明确达成交易需要受

让方接受的主要交易条件,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标的底价、价款

支付方式和期限要求;交纳交易保证金的要求;对转让标的企业

职工有无继续聘用要求;产权转让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置要求 ;

对转让标的企业存续发展方面的要求。

第十二条 产权转让原则上不得针对受让方设置资格条件,确

需设置的,不得有明确指向性或违反公平竞争原则,所设资格条

件相关内容应当在信
`憝
披露前报同级国资监管机构各案,国 资监

— 4一

ˉ
~



管机构在收到各案 5个工作日内未反馈意见的视为同意。

第十三条 转让方应当在产权转让公告中充分披露对产权交易

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包括并不限于:审计报告类型、评估报

告特别事项说明;企业管理层是否参与受让;有 限责任公司原股

东是否放弃优先受让权。

第十四条 产权转让公告中应当明确在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

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所采用的公开竞价方式。公开竞价交易方式

包括拍卖、招投标、网络竞价以及其他竞价方式。选择招标方式

的,应 当同时披露评标方法和标准。

第三章发布转让信息

垆钠昏彖△.证 ~肇
辈窒繁

:    
洪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和工作进度安排,~

采取信
`憝
预披露和正式披露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产权交易机构网

站分阶段对外披露产权转让信
`惑
,公开征集受让方,其 中正式披

露时间不得少于 30个工作日。

第十六条 因产权转让导致转让标的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发生

转移的,转让方应当在转让行为获批后 10个工作日内,通过产

权交易机构进行信
`惑
预披露,时间不得少于 20个工作日。预披

露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本办法第九条第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款 内容,对受让方有特殊要求的,还需

披露受让方资格条件。

第十七条 转让信息正式披露期间,转让方不得变更产权转

让公告中公布的内容,由 于非转让方原因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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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可能对转让标的价值判断造成影响的,转让方应当及时调整补

充披露信
`急

内容,并重新计算公告时间。

第十八条 产权转让项目首次信息披露的转让底价不得低于

经核准或各案的转让标的评估结果。

第十九条 如公告期满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转

让方可以在不低于评估结果 ⒛ %的 范围内设定新的转让底价重

新进行信
`息
披露。披露时间不得少于 30个工作日。如新的挂牌

价低于评估结果的 9O%,转让方应当重新获得产权转让批准单

位董事会或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决策通过后,再发布产权转让公

告,公告时间重新计算。

第二十条 转让项目自首次正式披露信
`惑
之日起超过 12个月

未征集到合格受让方的,应 当重新履行审计、资产评估:以器倩息

披露等产权转让工作程序。

第二十-条 信
`急
公告期间出现影响交易活动正常进行的情

形,或者有关当事人提出中止信息公告书面申请和有关材料后 ,

产权交易机构可以作出中止信
`息
公告的决定。

第二十二条 信
`息
公告的中止期限由产权交易机构根据实际情

况设定,一般不超过 1个月。产权交易机构应当在中止期间对相

关的申请事由或者争议事项进行调查核实,也可转请相关部门进

行调查核实,及时作出恢复或者终结信
`惑
公告的决定。如恢复信

息公告,在产权交易机构网站上的累计公告期不少于 30个工作

日,且继续公告的期限不少于 10个工作日。

第二十三条 信
`憝
公告期间出现致使交易活动无法按照规定程



序正常进行的情形,并经调查核实确认无法消除时,产权交易机

构可以作出终结信
`急
公告的决定。

第四章登记受让意向

第二十四条 意向受让方在产权转让信
`急
公告期限内,向产权

交易机构提出产权受让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产权交易机构应

当对意向受让方逐一进行登记。意向受让方对其提交材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有效性负责。

第二十五条 意向受让方可以到产权交易机构查阅产权转让标

的相关信
`息
和材料。

第二十六条 意向受让方一般应当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支付

`螂蛴△~帑
功和鬻哑璀唧了嬲 收购资金来源合法。意向受让方为自然

人的,应 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意 向受让方为境外投资者

的,应 当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负面清单管理要求,以及

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有关规定。

第二十七条 意向受让方为法人单位的9应提交营业执照副

本、企业章程、同意受让产 (股 )的 内部决议、承诺具有良好的

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以及受让资金来源合法的书面材料;意 向受

让方为自然人的,应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及相关资信证明材

料。

第二十八条 产权交易机构应当对意向受让方提交的申请及材

料进行齐全性和规范性审核,并在信息公告期满后 5个工作日

内,将意向受让方的登记情况及其对意向受让方是否符合受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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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提出的意见,以 书面形式或法律认可的其他形式反馈转让方。

第二十九条 转让方在收到产权交易机构的意向受让登记情况

及资格确认意见后,应 当在 5个工作日内予以书面形式或法律认

可的其他形式回复。产权交易机构与转让方意见不一致的,由 转

让行为批准单位决定意向受让方是否符合受让条件,转让方逾期

未予回复的,视为同意产权交易机构作出的资格确认意见。

第三十条 经征询转让方意见后,产权交易机构应当以书面形

式或法律认可的其他形式将资格确认结果告知意向受让方,并抄

送转让方。

第三十一条 通过资格确认的意向受让方在事先确定的时限

内,向产权交易机构交纳不低于转让底价 10%的保证金 (最低

不少于 1万元),获得参与竞价交:易 资旖 :(沐霉漶蜇吲澉蠃霾执杓

指定账户为准 )。 逾期未交纳保证金的,视为放弃受让意向。

第五章组织交易签约

第三十二条 产权转让信
`急
公告期满后,产生两个及以上符合

条件的意向受让方的,由产权交易机构按照公告的竞价方式组织

实施公开竞价;只 产生一个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的,由产权交

易机构组织交易双方按挂牌价与买方报价孰高原则直接签约。涉

及标的企业其他股东依法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情形 ,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采取拍卖方式、招投标方式转让企业国有产权

的,应 当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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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法》及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第三十四条产权交易机构应当在确定受让方后的次日起 3个

工作日内,组织交易双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交易双方不得以交

易期间企业经营性损益等理由对已达成的交易条件和交易价格进

行调整。

第三十五条产权交易合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 :

(一 )产权交易双方的名称与住所 ;

(二 )转让标的企业的基本情况 ;

(三 )产权转让的方式 ;

(四 )转让标的企业职工有无继续聘用事宜,如何处置 ;

(五 )转让标的企业的债权、债务处理 ;

冖
¤臼浈鞠醛翳

肀繁唧瓒滟鳕龌肀鞲款 方式及付款期辗 ∷   ~
(七 )产权交割事项 ;

(八 )合同的生效条件 ;

(九 )合 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十 )合 同各方的违约责任 ;

(十一)合 同变更和解除的条件。

第三十六条 产权交易机构应当依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按

照产权转让公告的内容以及竞价交易结果等,对产权交易合同进

行审核。

第三十七条 产权转让涉及主体资格审查、反垄断审查、特

许经营权、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探矿权和采矿权等政府审批事

项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结算交易资金

第三十八条 产权交易资金包括交易保证金和交易价款,一

般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

产权交易机构实行交易资金统一进场结算制度 ,开设独立

的结算账户,组织收付产权交易资金,保证结算账户中交易资金

的安全,不得挪作他用。

第三十九条 受让方应当在产权交易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将

交易价款支付到产权交易机构的结算账户。受让方交纳的交易保

证金按照相关约定转为产权交易价款。其他意向受让方交纳的交

易保证金予以全额返还。

第四十条 交易价款原则上应当自合同生效之 日起 5个工作

日内一次付清。

金额较大、一次付清确有困难的,可 以采取分期付款方

式。采用分期付款方式的,首期付款不得低于总价款的 30%,

并在合同生效之日起 5个工作 日内支付;其余款项应当提供转让

方及行为批准单位认可的合法有效担保,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支付延期付款期间的利
`急
,付款期限不得超过 1年。

第四十一条 受让方将产权交易价款交付至产权交易机构结

算账户后,产权交易机构应当向受让方出具收款凭证。对符合产

权交易价款划出条件的,产权交易机构应当及时向转让方划出交

易价款。转让方收到交易价款后,应 当向产权交易机构出具收款

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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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条 因特殊情况不能通过产权交易机构结算的,转

让方应当向产权交易机构提供转让行为批准单位的书面意见以及

受让方付款凭证。

第四十三条 产权交易的收费标准应当符合产权交易机构所

在地政府物价部门的有关规定。交易双方应当按照产权交易机构

的收费标准支付交易服务费用,交易机构在收到服务费用后,应

当出具收费凭证。

第四十四条 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产权交易机构应当将交

易结果通过交易机构网站对外公告,公告内容包括交易标的名

称、转让标的评估结果、转让底价、交易价格,公告期不少于 5

个工作 日。

|孑
曰■臼0亵督臻巍艹|每嘟呐咱¤口口̈

"絷眨聚鲼
=Ir肀

f△∵=_—  ~_     _
|             第七章 出具交易凭证

第四十五条 交易合同生效后,受让方依据合同约定将交易

价款交付至产权交易机构资金结算账户,且交易双方支付交易服

务费用后,产权交易机构应当在 3个工作日内出具产权交易凭

证。

第四十六条 产权交易涉及主体资格审查、反垄断审查等情

形时,产权交易机构应当在交易行为获得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后出

具产权交易凭证。

第四十七条 产权交易凭证应当载明:项 目编号、签约 日

期、挂牌起止日、转让方全称、受让方全称、转让标的全称、交

易方式、转让标的评估结果、挂牌价格、成交价格、交易价款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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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方式、产权交易机构审核结论等内容。

第四十八条 产权交易凭证应当使用统一格式打印,不得手

写、涂改。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产权转让导致国有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间接

转让的,应 当同时遵守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以及证券监管的相

关规定。

第五十条 产权交易过程中发生争议时,当 事入可以向受委    {
托的产权交易机构申请调解。争议涉及产权交易机构时,当事人    |
可以向产权交易机构的监管机构申请调解,调解无效时可以按照    :
约定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            掌r、.舻 {

第五十一条 国有产权转让过程中,涉嫌侵犯国有资产合法    ∵

权益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要求产权交易机构终结产权    |
交易。                              |

第五十二条 产权交易中出现中止、终结情形的,应 当在产

权交易机构网站上公告。

第五十三条 本规则由江苏省国资委负责解释。          |
第五十四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江苏省省属企业

国有产权交易规程》 (苏 国资 〔⒛04〕 M号 )同 时废止。       ∷

抄送:国务院国资委。

江苏省国资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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