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有资产、特许经营权、林权、农村集体产权及

其它产权交易服务指南

一、交易范围

（一）国有资料类

包括国有企业产权及股权转让、企业增资、国有资产处置。

（二）特许经营权类

包括城市供水特许经营权、管道供气特许经营权、集中供热特许经营权、城市污水处理特许经营

权、城市垃圾处理特许经营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业特许经营权。

（三）农村集体产权类

包括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有偿流转（不含林地）、农村集体资产流转、农村集体企业产（股）权

转让。

（四）林权交易

包括国有林权出让（包括国有林权再次流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林权流转。

（五）其他类

包括罚没处罚类项目、公共设施及市政公用设施相关资源有偿转让。



二、国有资产、特许经营权、林权、农村集体产权及其它产权交易资料清单

（一）国有资产（含产股权交易、企业增资、资产转让）项目交易需提供的
资料：

1、企业国有资产决议文件

2、企业国有资产交易方案

3、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4、评估报告

5、其他资料

（二）国有林权交易需提供的资料：

1、国有林权决议文件

2、委托交易合同

3、交易信息签发审核表

4、评估报告

5、其他资料

（三）农村集体产权需提供的资料：

1、资产交易申请

2、主体资格证明材料

3、农村集体资产权属证明材料或有关集体资产情况说明材料

4、内部决策（含处置方案）和有关审批情况材料

5、其他资料

（四）其它类（含罚没处罚、公共设施及市政公用设施相关资源有偿转让）
交易需提供的资料：

1、交易决议文件

2、委托交易合同



3、交易信息签发审核表

4、评估报告

5、其他资料

三、国有资产（含产股权交易、企业增资、资产转让）交易过程中的资料

交易环节 交易资料

1、发布交易公告

（一）立项申请书、评估备案表或者国资监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二）转让方、转让标的企业或增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产权登记（权属）材料；

（四）交易行为的决策及批准文件；

（五）通过内部决策的项目处置方案或者议案；

（六）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报告，以及资产评估项目核准或备案文件；

（七）转让标的企业最近一年度审计报告，增资企业近三年审计报告；

（八）第三方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九）交易条件、竞价方式（或投资方的遴选方式）及情况说明，即信

息发布申请书和竞价文件；

（十）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及授权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十一）经行政监督部门备案的交易公告。

2、发放交易确认书 交易完成后，凭成交公告，领取交易确认书

行政资产处置交易过程中的资料

交易环节 交易资料

1、发布交易信息

（一）国有资产拍卖通知

（二）委托交易合同

（三）交易信息签发审核表

（四）拍卖公司营业执照、拍卖经营批准证书、人员资质等信息

（五）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报告，以及资产评估项目核准或备案文件；

（六）交易条件、竞价方式（或投资方的遴选方式）及情况说明，即信

息发布申请书和竞价文件；

（七）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及授权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八）经行政监督部门备案的交易公告。

2、发放交易确认书 交易完成后，凭成交公告，领取交易确认书



国有林权交易过程中的资料

交易环节 交易资料

1、发布交易信息

（一）国有资产拍卖通知

（二）委托交易合同

（三）交易信息签发审核表

（四）拍卖公司营业执照、拍卖经营批准证书、人员资质等信息

（五）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报告，以及资产评估项目核准或备案文件；

（六）交易条件、竞价方式（或投资方的遴选方式）及情况说明，即信

息发布申请书和竞价文件；

（七）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及授权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八）经行政监督部门备案的交易公告。

2、发放交易确认书 交易完成后，凭成交公告，领取交易确认书

农村集体产权交易过程中的资料

交易环节 交易资料

1、发布交易信息

（一）资产交易申请

（二）主体资格证明材料

（三）农村集体资产权属证明材料或有关集体资产情况说明材料

（四）内部决策（含处置方案）和有关审批情况材料

（五）其他资料

2、发放交易确认书 交易完成后，凭成交公告，领取交易确认书



其它类（含罚没处罚、公共设施及市政公用设施相关资源有偿转让）交易
过程中的资料

交易环节 交易资料

1、发布交易信息

（一）国有资产拍卖通知

（二）委托交易合同

（三）交易信息签发审核表

（四）拍卖公司营业执照、拍卖经营批准证书、人员资质等信息

（五）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报告，以及资产评估项目核准或备案文件；

（六）交易条件、竞价方式（或投资方的遴选方式）及情况说明，即信

息发布申请书和竞价文件；

（七）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及授权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八）经行政监督部门备案的交易公告。

2、发放交易确认书 交易完成后，凭成交公告，领取交易确认书

注：交易项目提供发布交易信息所需要的交易资料，为一般通用项目资料，特殊

项目除外。





株洲市农村产权交易流程图(目录内)
流转方、 受让方

（投资方）事项
交易流程

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

流转方提交《挂牌申

请书》及相关材料。
入场交易登记

受理项目入场，对《挂牌申请书》

及相关资料收集整理并进行合规

性审核。

转让信息披露

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提

交转让公告及组村镇县四级审核

表，审核通过后发布经审核确认

的《转让公告》及相关信息。

办理项目入场登记手续，在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

子服务平台同步公开发布经

审核确认的《转让公告》及

相关信息。

意向受让方（投资方）

提供：

1.《受让方（投资意

向）登记申请书》及

相关材料；

2.缴纳交易保证金；

3.获取交易资格

受让意向登记

1.意向受让方（投资方）登记；

2.确认意向受让方（投资方）交

易资格；

3.通知意向方（投资方）缴纳交

易保证金。

4.合格的意向受让方在规定时限

内将交易保证金付至株洲市产权

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交易保证金专

户。

流转方、受让方（投

资方）在交易结束后，

按规定缴纳交易服务

费。

竞价交易组织

1.组织竞价（按照公告披露方式

组织竞价）；

2.出具《成交确认单》并收取交

易服务费。

实时见证交易全过程。

交易结果公示

在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官方网站公开发布交易结果公示

信息，出具交易鉴证书。

在株洲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

服务平台同步公开发布交易

结果公示信息。

流转方、受让方（投

资方）签订产权交易

合同。

交易合同签订

收到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出

具的《株洲市公共资源进场交易

确认书》后再组织交易双方签订

交易合同。

经成交确认后出具《株洲市

公共资源进场交易确认书》。



受让方（投资

方）办理受让

方保证金处置

手续。

保证金处置

将未成交的意向受让方（投资方）

交易保证金和不转为交易价款的

保证金在受理相关资料后 5 个工

作日内全额无息原途经退还。

受让方（投资

方）按交易合

同支付交易价

款。

交易资金结算

1.告知受让方（投资方）资

金结算账户并统一结算交

易价款；

2.受理相关资料后 10 个工

作日内将转为交易价款的

交易保证金划转到转让方

指定账户。

交易双方凭

《交易凭证》

办理标的交割

移交等手续。

交易成功 相关交易资料存档。 相关交易资料存档。





国有资产、特许经营权、林权、农村集体产权及其它产权交易等信息公开内容及时限规定

类别：企业资产转让

信息类别 公开内容 时限规定 发布要求

转让信息

正式披露
（一）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二）受让方资格条件（适用于对受让方有特殊要求的情形）；

（三）交易条件、转让底价；

（四）竞价方式，受让方选择的相关评判标准；

（五）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

（一）转让底价高于 100 万元、低

于 1000 万元的资产转让项目，信

息公告期应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

（二）转让底价高于 1000 万元的

资产转让项目，信息公告应不少于

20 个工作日。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财政部第 32 号《企业

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转让信息

再次（重新）

正式披露

转让信息再次（重新）披露时间不

得少于 20 个工作日。

交易结果

公示
交易标的名称、转让标的评估结果、转让底价、交易价格等。 公告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类别：企业增资

信息类别 公开内容 时限规定 发布要求

转让信息

正式披露 （一）企业的基本情况；

（二）投资方的资格条件，以及投资金额和持股比例要求等；

（三）投资方的遴选方式；

（四）增资终止条件；

（五）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

披露信息公开征集投资方，时间不

得少于 40 个工作日。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财政部第 32 号《企业

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转让信息

再次（重新）

正式披露

交易结果

公示
投资方名称、投资金额、持股比例等。 公告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类别：企业产（股）权转让

信息类别 公开内容 时限规定 发布要求

转让信息

预披露

（一）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二）受让方资格条件（适用于对受让方有特殊要求的情形）；

（三）其他需要预披露的事项。

转让方在转让行为获批准后 10 个

工作日内，进行信息预披露，时间

不少于 20 个工作日。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财政部第 32 号《企业

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转让信息

正式披露

（一）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二）受让方资格条件（适用于对受让方有特殊要求的情形）；

（三）交易条件、转让底价；

（四）竞价方式，受让方选择的相关评判标准；

（五）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

转让信息正式披露或再次（重新）

正式披露时间不得少于 20 个工作

日。

转让信息

再次（重新）

正式披露

交易结果

公示
交易标的名称、转让标的评估结果、转让底价、交易价格等。 公告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类别：行政资产处置

信息类别 公开内容 时限规定 发布要求

发布交易信息

（一）公布标的信息（包括标的价）

（二）标的展示时间、地点

（三）竞拍保证金金额、账户、账号、开户银行及递交保证金截止时间

（四）竞拍人报名时间、地点

（五）竞拍时间、地点及竞拍网址

（六）代理公司名称、联系方式

公告期不少于 10 日，标的物展示

时间不少于 5日。

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项目进场交易规则
公告信息（需调整或撤销）再次发

布时间应重新计算。在公告期未征

集到意向方，不变更信息公告内

容，可延长期限，每次延长期限不

少于 5个工作日。

交易结果

公示
交易标的名称、交易价格、竞得人等信息。 公告期不少于 2 个工作日。



类别：林权交易

信息类别 公开内容 时限规定 发布要求

发布交易信息

（一）公布标的信息（包括标的价）

（二）标的展示时间、地点

（三）竞拍保证金金额、账户、账号、开户银行及递交保证金截止时间

（四）竞拍人报名时间、地点

（五）竞拍时间、地点及竞拍网址

（六）代理公司名称、联系方式

公告期不少于 10 日，标的物展示

时间不少于 5日。

株洲市林业系统林权类国有

资产进场交易规则

公告信息（需调整或撤销）再次发

布时间应重新计算。在公告期未征

集到意向方，不变更信息公告内

容，可延长期限，每次延长期限不

少于 5个工作日。

交易结果

公示
交易标的名称、交易价格、竞得人等信息。 公告期不少于 2 个工作日。

注：其它类（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PPP）、罚没处罚类项目、公共设施及市政公用设施相关资源有偿转让）等项目参照以上执行。



类别：农村集体产权交易

信息类别 公开内容 时限规定 发布要求

发布交易信息

（一）公布标的信息（包括标的价）

（二）标的展示时间、地点

（三）竞拍保证金金额、账户、账号、开户银行及递交保证金截止时间

（四）竞拍人报名时间、地点

（五）竞拍时间、地点及竞拍网址

（六）代理公司名称、联系方式

公告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标的物展

示时间不少于 5日。
株洲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

《株洲市农村集体资产交易

管理办法》

交易结果

公示
交易标的名称、交易价格、竞得人等信息。 公告期不少于 2 个工作日。



产权交易服务费收费标准

收费项目 中标额（万元）
收费标准

（元/每宗）
备注

产权交易服务

66.6 及以下 0.3% *中标额 1.各产权交易所没有纳入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仍为企业性质的，

其交易服务收费标准按有关规定

执行。

2.交易服务费由双方各负担 50%

或从其约定。

1000 以下（含 1000） 2000

1000-5000（含 5000） 24000

5000-10000（含 10000） 80000

10000 以上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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