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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准确性和完整性承准确性和完整性承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担个别及连带责任担个别及连带责任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三一重机有限公司拟以人民币14,440.46万元的价

格向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出售旗下全部非公路矿用自卸车资产。 

� 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梁稳根控制，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故本次出售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是根据公司规范治理的要求作出的，有利于避免公司与三

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未来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关系，交易定价公

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名称说明名称说明名称说明名称说明：：：：    

�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公司”。 

�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简称“三一重机”，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

次关联交易的资产出售方。 

� 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简称“三一重装”，为本公司关联方，本

次关联交易的资产购买方。 

� 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简称“矿车”，为本次关联交易资产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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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关联交易概述关联交易概述关联交易概述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三一重机于2011年 12月 30日与三一重装签署《资

产出售协议》，三一重机拟以人民币 14,440.46 万元向三一重装出售其

全部的矿车资产。公司聘请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交易资产进行

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了《关于向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出售矿车资产的议案》，五名非关联

董事表决一致通过，七名关联董事梁稳根、唐修国、向文波、易小刚、

赵想章、黄建龙、梁在中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出具了同意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的事

前认可函并发表了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金额超

过 201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5%，未达到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 5%。因此，该议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二二二、、、、关联关联关联关联人介绍人介绍人介绍人介绍    

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毛中吾  

注册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燕塞湖路 31 号  

成立日期：2004 年 1 月 13 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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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股本：291807 万元 

营业执照号：210100401000765 

经营范围：重型工业装备及矿山机械、煤矿车械、通用设备、机电

设备、冶金设备、金属制品、电子产品、防爆电器及防爆柴油机的生产

和销售；采购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

零配件及办理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工程机械新产品的研发、制造、销

售及售后服务  

关联关系说明：三一重装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梁稳根控制，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三）款

规定，三一重装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一重装股权结构图： 

 

 

 

 

 

 

    

    

    

    

三三三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111、、、、交易标的交易标的交易标的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矿车资产，具体包括：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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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0,000.00 元，存货账面价值 86,303,355.02 元，设备账面价值

24,076,262.86 元，无形资产—专利技术无账面值，专利 73 项。 

存货包括产成品—矿用汽车 26 台，评估基准日账面价值

47,348,989.08 元，原材料 24,232,115.21 元，在产品 14,722,250.73

元；机器设备（含电子设备）463 台（套、项）；本次申报评估的已取得

专利证书的专利共 45 项、已申报专利并取得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正处

于审核过程中的技术共 28 项。 

 2 2 2 2、、、、评估情况评估情况评估情况评估情况    

（1）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交易标的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中

和评报字（2011）第 CSV1021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2）评估基准日：2011 年 12 月 10 日 

（3）评估方法：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特点，以及评估

方法的适用条件，本项目选择成本法进行评估。 

（4）评估结果：在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12 月 10 日，现状使用前提

下，经成本法评估，三一重机有限公司委托评估的资产账面价值为

12,817.96 万元，评估价值为 14,440.46 万元，增值额为 1,622.50 万元，

增值率为 12.66 %。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项      目 

A B C=B-A D=C/A*100% 

应收账款 1 1,780.00 1,780.00 - 0.00 

存货 2 8,630.34 8,751.75 121.42 1.41 

设备 3 2,407.63 3,022.71 615.08 25.55 

无形资产 4 - 886.00 886.00 100.00 

合计 5 12,817.96 14,440.46 1,622.50 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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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和和和定价政策定价政策定价政策定价政策    

1111、、、、交易双方交易双方交易双方交易双方    

甲方（资产出售方）：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乙方（资产购买方）：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2222、、、、目标资产及出售目标资产及出售目标资产及出售目标资产及出售    

目标资产的范围为《资产评估报告》列明的矿车相关资产，具体包

括：与矿车生产相关的设备、存货、无形资产（专利技术）和应收账款。 

3333、、、、转让价款及支付转让价款及支付转让价款及支付转让价款及支付    

双方同意，以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和评报字（2011）

第 CSV1021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所列示的评估资产评估值为基础，

经协商确定资产转让的总价款为 14,440.46 万元人民币。 

双方同意，乙方应于协议签署后第二日支付 1,000 万元，其余款项

应于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买卖价款应由乙方支付至甲方以书面方

式通知乙方的银行账户。 

双方同意对目标资产在过渡期内因市场经济风险因素产生的损益

均由乙方承担，买卖价款不变。 

4444、、、、交割交割交割交割    

甲乙双方同意以本协议签署日起第 7 日作为本次资产出售的交割

日，但双方可以在本协议签署后以书面形式变更确定其它日期作为交割

日。 

5555、、、、违约责任违约责任违约责任违约责任    

本协议项下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所规定的有关义务、所作出的承

诺、声明和保证，即视为该方违约。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使本协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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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全部履行、不能部分履行或不能及时履行，并由此给其他方造成损失

的，该违约方应根据违约的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6666、、、、协议生效条件协议生效条件协议生效条件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7777、、、、其它其它其它其它    

本协议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可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

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五五五、、、、交易目的及交易对公司影响交易目的及交易对公司影响交易目的及交易对公司影响交易目的及交易对公司影响    

1、本次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规范治理的要求作出的，有利于避免

公司与三一重装未来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关系，符合公司治理规范要

求。 

2、公司控股子公司三一重机主要从事挖掘机的研发和制造，矿车

为非主营业务资产，出售该资产有利于突出和加强子公司的主营业务。 

3、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

联交易数量和金额较小，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六六六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公司已将该议案提交给独立董事，得到全

体独立董事的认可，并就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

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规范治理的要求作出的，有利于避免本

公司与三一重装未来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关系，符合公司治理规范要

求，交易标的由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定价公允、合理，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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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七七七、、、、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书面文件 

3、独立董事意见 

4、资产出售协议 

5、资产评估报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董董董    事事事事    会会会会    

二二二二ＯＯＯＯ一一年一一年一一年一一年十二月三十十二月三十十二月三十十二月三十日日日日 



 

 

    

    

    

    

    

    

三 一 重 机三 一 重 机三 一 重 机三 一 重 机 有 限有 限有 限有 限 公 司公 司公 司公 司     

拟转让拟转让拟转让拟转让非公路矿用自卸车非公路矿用自卸车非公路矿用自卸车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相关资产相关资产相关资产相关资产    

资产评估报告书资产评估报告书资产评估报告书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和中和中和中和评报字评报字评报字评报字（（（（2011））））第第第第 CSV1021 号号号号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月月月二十九二十九二十九二十九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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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机有限三一重机有限三一重机有限三一重机有限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拟转让拟转让拟转让拟转让非公路矿用自卸车非公路矿用自卸车非公路矿用自卸车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相关资产相关资产相关资产相关资产    

资产评估报告书资产评估报告书资产评估报告书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和评报字（2011）第 CSV1021 号 

摘 要 

三一重机有限三一重机有限三一重机有限三一重机有限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成本法，按照必

要的评估程序，对三一重机有限公司拟转让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生产相关资

产在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12 月 10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结

果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现将资产评估结果揭示如下： 

在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12 月 10 日，现状使用前提下，经成本法评估，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委托评估的资产账面价值为 12,817.96 万元，评估价值为

14,440.46 万元，增值额为 1,622.50 万元，增值率为 12.66 %。详见下列评估结

果汇总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1 年 12 月 10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项      目 

A B C=B-A D=C/A*100% 

应收账款 1 1,780.00 1,780.00 - 0.00 

存货 2 8,630.34 8,751.75 121.42 1.41 

设备 3 2,407.63 3,022.71 615.08 25.55 

无形资产 4 - 886.00 886.00  

合计 5 12,817.96 14,440.46 1,622.50 12.66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

理理解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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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机有限三一重机有限三一重机有限三一重机有限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拟转让拟转让拟转让拟转让非公路矿用自卸车非公路矿用自卸车非公路矿用自卸车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生产相关资产生产相关资产生产相关资产生产相关资产    

资产评估报告书资产评估报告书资产评估报告书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和评报字（2011）第 CSV1021 号 

三一重机有限三一重机有限三一重机有限三一重机有限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成本法按照必要

的评估程序，对三一重机有限公司拟转让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生产相关资产

在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12 月 10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

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现将资产评估结果揭示如下： 

一一一一、、、、 委托方委托方委托方委托方、、、、产权持有产权持有产权持有产权持有者者者者及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及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及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及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次评估的委托方暨产权持有者为：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一） 委托方暨产权持有者简介 

单位全称：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昆山开发区环城东路 

法定代表人：袁金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伍仟玖佰壹拾捌万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亿伍仟玖佰壹拾捌万元整 

注册号：320583400033206 

登记机关：苏州市昆山工商行政管理局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挖掘机、非公路矿用

自卸车、注塑机生产加工；旋挖钻机（口径 1 米以上深度 30 米以上大口径

旋挖钻机）拆除机生产加工；新材料（纳米技术材料、超细粉末合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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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金属材料、焊接材料、超硬材料、其他金属材料）加工；移动数据终

端设备生产加工；并销售自产产品及提供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 

（二）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

用者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二二二二、、、、 评估目的评估目的评估目的评估目的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拟转让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生产相关资产，委托本公

司对拟转让的资产进行评估，以确定其在评估基准日 2011年 12月 10日的

价值，为三一重机有限公司确定拟转让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生产相关资产提

供价值依据。 

三三三三、、、、 评估评估评估评估对象对象对象对象和和和和评估范围评估范围评估范围评估范围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评估对象是三一重机有限公司拟转让非公路矿用

自卸车生产相关资产的价值。评估范围是三一重机有限公司非公路矿用自

卸车生产相关资产，具体包括：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17,800,000.00 元，存货

账面价值 86,303,355.02 元，设备账面价值 24,076,262.86 元，无形资产—

专利技术无账面值（自行申请专利权的历史研发成本已计入当期损益，财

务核算未作资本化处理，外购专利因尚未办理专利权人变更登记，专利价

款尚未支付），专利 73 项（其中：已授权专利 45 项、专利受理通知书 28

项）。 

存货包括产成品—矿用汽车 26 台（其中 20 台存放于三一重机有限公

司厂区内，有五台矿用汽车存放在待售的客户处作为试用，一台矿用汽车

存放在三一重机在新疆设立的展厅内，均已取得试用单位出具的试用车辆

产权属于三一重机有限公司的产权证明文件），评估基准日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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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48,989.08 元，原材料 24,232,115.21 元，在产品 14,722,250.73 元，

原材料和在产品均存放于三一重机有限公司仓库和生产车间内；机器设备

（含电子设备）463 台（套、项），除 SRT55 矿用汽车存放在陕西瑞德宝

尔矿山工程股份公司外，其他所有设备均在正常使用，均在三一重机有限

公司车间和办公室内；本次申报评估的已取得专利证书的专利共 45项、已

申报专利并取得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正处于审核过程中的技术共 28项，具

体情况见下表： 

项目 申请 授权 总计 

发明 20 3 23 

实用新型 7 37 44 

外观设计 1 5 6 

总计 28 45 73 

已取得专利证书的 45 项专利中，有 7 项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三一科

技有限公司，有 1 项专利的专利权人为湖州三一矿机有限公司，三一重机

通过协议受让方式取得，截至评估基准日尚未办理专利权变更登记，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名     称 申请号/专利号 类型 申请人 申请日 
授权公告

日 
授权否 

1 矿用自卸车（SRT55） 200830068250.4 外观设计 
上海三一科技

有限公司 
2008.10.14 2009.9.2 授权 

2 
一种带新型悬架的矿

用自卸车底盘 
200820155926.8 实用新型 

上海三一科技

有限公司 
2008.11.25 2009.9.16 授权 

3 矿用自卸车车架 200820155929.1 实用新型 
上海三一科技

有限公司 
2008.11.25 2009.9.16 授权 

4 矿用自卸车车厢 200820155935.7 实用新型 
上海三一科技

有限公司 
2008.11.25 2009.8.19 授权 

5 矿用汽车仪表盘 200820155924.9 实用新型 
上海三一科技

有限公司 
2008.11.25 2009.9.16 授权 

6 矿用自卸车驾驶室 200930092848.1 外观设计 
湖州三一矿机

有限公司 
2009.1.7 2011.2.9 授权 

7 
重型载重汽车驾驶室

减振装置 
200920068549.9 实用新型 

上海三一科技

有限公司 
2009.3.6 2009.12.9 授权 

8 矿用自卸车（SET230） 200930094847.0 外观设计 
上海三一科技

有限公司 
2009.3.18 2010.1.20 授权 

本次评估已取得三一重机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上述专利产权属于三一

重机有限公司的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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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价值类型价值类型价值类型价值类型及其定义及其定义及其定义及其定义    

根据评估目的和委估资产的特点，确定本次评估结论的价值类型为市

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

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

额。 

五五五五、、、、 评估基准日评估基准日评估基准日评估基准日    

本报告的评估基准日是 2011年 12月 10日。评估基准日是根据经济行

为发生时间、经济行为的实现、企业会计核算、会计资料的完整性、利率

和汇率变化等因素确定。企业申报资料均基于评估基准日，评估中所采用

的价格也均是评估基准日的标准。 

本报告的评估基准日与业务约定书的评估基准日一致。 

六六六六、、、、 评估原则评估原则评估原则评估原则    

（一） 遵循客观性、独立性、公正性、科学性原则； 

（二） 遵循专业性原则； 

（三） 遵循产权利益主体变动原则； 

（四） 遵循资产持续使用原则、替代原则和公开市场原则。 

七七七七、、、、 评估依据评估依据评估依据评估依据    

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规依据法规依据法规依据法规依据：：：：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年 10月 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二） 国务院 91号令《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1991年）； 

（三） 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发布的国资办发[1992]36号《国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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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  

（四） 国务院国资委第 12号令《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 

（五） 财政部令第 14号《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 

（六） 国资委、财政部第 3号令《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七） 《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

委产权[2006]274号； 

（八） 《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务院国资委国资

产权发（2006）306号； 

评估准则依据评估准则依据评估准则依据评估准则依据 

（九） 《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号）； 

（十）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号）； 

（十一） 《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会协

［2003］18号）； 

（十二） 《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试行）》（中评协［2004］134号； 

（十三）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中评协［2007］189号）； 

（十四）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中评协［2007］189号）； 

（十五） 《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中评协［2007］189号）； 

（十六） 《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中评协［2007］189号）； 

（十七） 《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07］189号）； 

（十八） 《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07］189号）； 

（十九） 《企业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07］189号）； 

（二十） 《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08]217号） 

（二十一） 《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08]217号）； 

（二十二）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中评协[2008]218号）； 

产权依据产权依据产权依据产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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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提供的专利证书； 

（二） 其他有关产权证明。 

取价依据取价依据取价依据取价依据：：：： 

（一）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提供的申报明细表； 

（二）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提供的设备运行记录、各种相关资料； 

（三） 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进行勘察核实及技术鉴定记录；； 

（四）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提供的重大设备的购建合同、原始凭证； 

（五） 《机电产品报价手册》（2011年）； 

（六） 慧聪商情》提供的计算机和办公自动化设备现行市场价格； 

（七） 评估人员通过网络查询的信息资料与通过市场搜集的其他各种

信息资料； 

（八）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提供的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生产车间经营情况

资料； 

（九）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提供的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生产车间未来收益

预测表； 

（十） 评估人员收集的现场勘察收集的其他资料及询证收集的资

料； 

（十一）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财务记录等资料； 

（十二） 与此次整体资产评估有关的其它资料。 

八八八八、、、、 评估方法评估方法评估方法评估方法    

资产评估基本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参考企业、在市场上已有交易案例的企业、

股东权益、证券等权益性资产进行比较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产权持有单位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

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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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法也称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的基础上

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按照《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评估需根据评估目的、价值类型、

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方法。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特点，以及评估方法的适用条件，本

项目选择成本法进行评估。 

（一） 流动资产：本次评估将其分为以下几类，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

分别进行评估： 

1、对于应收账款，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2、对于存货，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以市场价格为基础，考虑适当的

运杂费等确定评估值； 

（二）机器设备：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评估价值 = 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三）无形资产—专利权 

评估人员对申报评估的专利技术进行了必要的核查，查阅了有关文件

及技术资料，收集了专利证书，对企业管理层和相关技术人员进行了访谈，

了解专利对企业收益的贡献情况，在此基础上，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九九九九、、、、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评估人员对纳入此次评估范围的资产进行了评估。主要评估过程如下： 

（一） 接受委托 

本公司接受委托前，与三一重机有限公司的有关人员进行了会谈，详

细了解了此次评估的目的、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评估基准日等。在此基

础上，本公司遵照国家有关法规与三一重机有限公司签署了《资产评估业

务约定书》，并拟定了相应的评估计划。 

（二） 资产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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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三一重机有限公司提供的评估申报资料，评估人员于 2011 年 12

月 24日至 2011年 12月 27对申报的全部资产进行了必要的调查、核实。

听取三一重机有限公司有关人员对待评资产历史和现状的介绍。 

1、对机器设备的清查 

对企业申报的机器设备、电子设备和运输车辆，评估人员根据申报明

细表进行了必要的清查核实；对设备的使用环境、工作负荷、维护保养、

自然磨损、大修、中修、小修及日常维护等情况进行了了解；并通过与设

备管理人员及操作人员的广泛接触，详细了解设备的管理、使用情况，以

及设备管理制度的贯彻执行情况；通过问、观、查，详细了解设备现状。

评估人员对清查中发现的问题，建议委托方对申报表进行相应修改或作出

补充说明。 

2、对存货的清查 

对企业申报的存货，评估人员根据申报明细表查阅了有关购销合同、

购货发票、销售发票及其它原始会计资料；采用了抽查方法核实了存货资

产，对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等存货资产的进行抽查盘点，以清查核实

后的实物资产及数量作为评定估算的依据。； 

3、对往来款项的清查 

对往来款项，评估人员根据申报明细表搜集了往来款项有关的各种原

始资料、证明文件及有关会计资料，对往来款进行了函证，以清查核实后

的资产及相关信息作为评估的依据。 

4、对无形资产—专利技术 

评估人员收集了专利证书并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对专利及专有技术的

具体内容、应用情况及对企业收益的贡献情况进行了了解。 

（三） 评定估算 

评估人员在进行必要的市场调查、询价的基础上，对企业各项资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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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适当的具体评估方法进行评估测算，从而确定待评估资产的价值。 

（四） 评估汇总及报告    

本次评估是按《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及《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

告指南》的要求对评估结果进行汇总、分析、撰写资产评估报告书和评估

说明。并对评估报告进行了三级复核。 

十十十十、、、、 评估假设评估假设评估假设评估假设    

1. 一般性假设 

①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在经营中所需遵循的国家和地方的现行法律、法

规、制度及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与现时无重大变化； 

②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将保持资产持续使用，并在使用方式上与现时保

持一致； 

③ 国家现行的税赋基准及税率，税收优惠政策、银行信贷利率以及其

他政策性收费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④ 不考虑通货膨胀对经营价格和经营成本的影响； 

⑤ 假设相关单位提供的财务资料真实； 

⑥ 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2. 针对性假设 

① 假设三一重机有限公司各年间的技术队伍及其高级管理人员保持相

对稳定，不会发生重大的核心专业人员流失问题； 

②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各经营主体现有和未来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公司

管理层能稳步推进公司的发展计划，保持良好的经营态势； 

③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未来经营者遵守国家相关法律和法规，不会出现

影响公司发展和收益实现的重大违规事项。  

④ 假设三一重机有限公司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的生产和销售是合法的。 

若将来实际情况与上述评估假设产生差异时，将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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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使用者应在使用本报告时充分考虑评估假设对本评估结论的影响。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评估结论评估结论评估结论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12 月 10 日，现状使用前提下，经成本法评估，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委托评估的资产账面价值为 12,817.96 万元，评估价值为

14,440.46 万元，增值额为 1,622.50 万元，增值率为 12.66 %。详见下列评估结

果汇总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1 年 12 月 10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项      目 

A B C=B-A D=C/A*100% 

应收账款 1 1,780.00 1,780.00 - 0.00 

存货 2 8,630.34 8,751.75 121.42 1.41 

设备 3 2,407.63 3,022.71 615.08 25.55 

无形资产 4 - 886.00 886.00  

合计 5 12,817.96 14,440.46 1,622.50 12.66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特别事项说明特别事项说明特别事项说明特别事项说明    

本评估报告中陈述的特别事项是指在已确定评估结果的前提下，评估

人员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力所能评定的

有关事项。 

（一）三一重机有限公司申报评估的下列专利系三一重机有限公司协

议受让取得，截至评估基准日尚未办理专利权人变更登记。三一重机有限

公司承诺产权为三一重机有限公司所有，外购专利因尚未办理专利权人变

更登记，专利价款尚未支付，三一重机有限公司承诺外购专利价款由三一

重机有限公司支付，如果存在产权纠纷，三一重机有限公司承担一切法律

责任，具体明细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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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申请号/专利号 类型 专利权人 申请日 
授权公告

日 
授权否 

1 矿用自卸车（SRT55） 200830068250.4 外观设计 
上海三一科

技有限公司 
2008.10.14 2009.9.2 授权 

2 
一种带新型悬架的矿

用自卸车底盘 
200820155926.8 实用新型 

上海三一科

技有限公司 
2008.11.25 2009.9.16 授权 

3 矿用自卸车车架 200820155929.1 实用新型 
上海三一科

技有限公司 
2008.11.25 2009.9.16 授权 

4 矿用自卸车车厢 200820155935.7 实用新型 
上海三一科

技有限公司 
2008.11.25 2009.8.19 授权 

5 矿用汽车仪表盘 200820155924.9 实用新型 
上海三一科

技有限公司 
2008.11.25 2009.9.16 授权 

6 矿用自卸车驾驶室 200930092848.1 外观设计 
湖州三一矿

机有限公司 
2009.1.7 2011.2.9 授权 

7 
重型载重汽车驾驶室

减振装置 
200920068549.9 实用新型 

上海三一科

技有限公司 
2009.3.6 2009.12.9 授权 

8 矿用自卸车（SET230） 200930094847.0 外观设计 
上海三一科

技有限公司 
2009.3.18 2010.1.20 授权 

（二）三一重机有限公司申报评估的产成品中有五台矿用汽车存放在

待售的客户处作为试用，一台矿用汽车存放在三一重机在新疆设立的展厅

内。异地存放的产成品具体明细如下： 

产品名称 数量 账面价值 备注 

矿用自卸车主体 SRT95.0 1 5,691,383.10 存放在本溪本钢公司试用 

矿用自卸车主体 SRT33.0 2 2,113,152.12 存放本溪本刚公司和内蒙古各一台试用 

矿用自卸车主体 SRT55C.0 3 3,519,185.41 
存放陕西、云南试用各 1 台、新疆京鸿展

厅 1 台 

合  计 6 11,323,720.63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申报评估的设备中有一台 SRT55 矿用汽车存放在陕

西瑞德宝尔矿山工程股份公司。 

上述异地存放的资产，三一重机有限公司承诺其产权为三一重机有限

公司所有，如果存在产权纠纷，三一重机有限公司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三）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设备评估结果是含税价。 

（四）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报告书载明的评估

目的之下，根据本报告书载明的评估假设条件下确定的市场价值，没有考

虑过去或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质押、担保等事宜的影响；没有考虑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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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方或交易方式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评估价值的影响；没有考虑

评估基准日后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没有考虑若

该等资产出售，所应承担的费用和税项等可能影响其价值净额的相关方

面。 

（五）本公司对三一重机有限公司的资产只进行价值估算并发表专业

意见，为报告使用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确认或发表

意见不在我们的执业范围，我们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提供保证。我们

未考虑其产权归属对于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将来产权发生变化时，

可能发生的交易对资产价值的影响，三一重机有限公司对所提供评估对象

法律权属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 评估报告评估报告评估报告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使用限制说明使用限制说明使用限制说明    

1. 本评估报告的结论是以资产持续使用为前提条件。 

2. 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3. 本评估报告只能由本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4. 本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

需评估机构审阅相关内容，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

外。 

5. 评估结果的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即超过 2012 年 12 月

9日使用本评估结果无效。 

6. 本评估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报告中部分内容所导

致的可能的损失，本公司不承担责任。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 评估报告日评估报告日评估报告日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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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法定代表委托人：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资产评估师 

 评估项目负责人： 

二 O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注册资产评估师 

 评估报告复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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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三一重机字[2011]188号文件”； 

附件二、 委托方暨产权持有者营业执照复印件； 

附件三、 产权持有单位专利证书复印件； 

附件四、 委托方暨产权持有单位承诺函； 

附件五、 关于专利权产权情况说明； 

附件六、 关于异地存放的矿用汽车产权申明； 

附件七、 承诺函 

附件八、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承诺函； 

附件九、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附件十、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资格证书复印件； 

附件十一、 中和资产评估公司评估人员资格证书复印件； 

附件十二、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附件十三、 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