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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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天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一、

释义及有关假设：

1、在本报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的含义如下：
（1）福建高速：指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福泉高速：指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3）省高速：指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4）本次关联交易：指本报告中所列的三项关联交易；
（5）本财务顾问：指福州天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2、本报告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是建立在以下的假设前提下：
（1）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其他障碍，能顺利完成；
（2）本报告所依据的资料具备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3）关联交易各方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
（4）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有关行业政策无重大变化；
（5）本次关联交易有关中介报告所依据的假设前提成立；
（6）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二、

绪言
福州天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接受委托，担任福建高速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本财务顾问本着诚信、尽责的精神，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对报告期内本关联交易的有关材料进行核阅，向股东提供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并以第三者的角度发表独立意见。本报告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1 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
意见（2000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依据福建高速提供的董事会决议、
合同及相关行业资料等有关资料制作。提供材料的各方对其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
作为福建高速的财务顾问，本财务顾问并未参与本次关联交易的磋商与谈判，对此提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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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只是对于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及其对于全体股东是否公平合理的意见。
三、本次关联交易各方概况
１、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福州市杨桥东路１１８号宏杨新城２号楼１９层
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建辉
公司注册资本：82200万元
经营范围： 投资开发、建设、经营公路；机械设备租赁，咨询服务；工业生产资料，
百货，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仪器仪表，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的批发、零售、代购、
代销。
2、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东路 118 号宏扬新城内 3 座 507、508 室
公司法定代表人：邱榕木
公司注册资本：68000 万元
经营范围：公路的投资、开发、建设、经营。（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专项专营规
定的从其规定）

３、 公司名称：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地址：福州市台江区国货西路中闽广安城
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建辉
公司注册资本：１０ 亿元
经营范围：负责福建省全省高速公路的建设、运营和管理工作和为高速公路的建设筹
融资，并受交通厅的委托，实施路政管理、维护高速公路的路产、路权等。

四、

本次三项关联交易的基本概况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第一项关联交易
（1）交易内容
福建高速以自有资金收购省高速持有的福泉公司１２．０６％股权。
（2）交易双方关联关系
省高速持有福建高速 ４７．４８％的股权，为福建高速的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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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省高速现任董事长唐建辉先生同时任福建高速董事长。
（３）交易动因
福泉高速公路是国家“两纵两横”公路主干网中同江至三亚沿海大通道在福建省境内
的部分，主线全长 １５４．４２ 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另有福州连接线 １１．４９
公里，按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共计 １６５．９１ 公里。福泉高速公路已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建成通车。福泉高速公路连接福建省沿海经济发达的福州、莆田、泉州三地市，并与五
条国道线联网，构成福建省对外大通道和公路网的主骨架，是福建沿海经济的“黄金大通
道”。近几年来，福建省国民生产总值均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对台贸易发展迅速。同
时，汽车消费环境逐步完善，社会汽车保有量迅速增长。上述因素决定了福泉高速公路客
货运量持续上升，通行费收入稳步提高。根据福建高速 ２００２ 年度报告，福泉高速在 ２００２
年给公司带来了 ７９２４ 万元的投资收益，净资产收益率为 ５．７８％，由此可见对福泉高速的长
期投资是较为优质的资产。
同江至三亚高速公路福建段将在 ２００３ 年上半年全线贯通，这将有助于提高福泉高速
公路的车流量；同时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起，福泉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上调约 １０％，
相应地亦将提高福泉高速的收入水平。由此可以预见福泉高速的效益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将有
一个较快的增长，现在正是收购其股权的有利时机。
福建高速制定了通过持继的资本运作，以收购兼并、投资开发等形式逐步扩大高速公
路经营规模的长远发展战略，本次收购省高速持有的福泉高速１２．０６％股权这一优质高速公
路资产，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做大做强主业，扩大主营业务规模，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以
更优良的业绩回报广大股东。

（４） 收购价格及定价政策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企华公司”）为本次收购对福泉高速
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２００３）第 ０７４ 号］，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次评估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同时用收益现值法进行验证。评估结果：福泉公司
帐面总资产为 ３４６，５３１．５５ 万元，总负债为 ７７，７８０．５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６８，７５１．０４ 万元；
评估后的总资产为 ３６２，７９３．７１ 万元，总负债为 ７７，７８０．５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８５，０１３．２１ 万
元。评估后福泉公司 １２．０６％股权相对应净资产为 ３４３７２．５９ 万元，增值率为 ６．０５％。经交
易双方充分协商并考虑交易标的的资产状况、运营能力等因素，初步确认本次收购价格为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4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泉厦高速公路机电工程项目（Ｅ合同）资产评估报告书

３８，８００ 万元。

（５）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福泉高速主营业务为福州至泉州高速公路经营及养护，其经营的路段 ２００２ 年平均日
交通量达到 １．３２ 万辆（标准车），公司成立以来经营业绩稳定提高，福泉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为 ４２４４４．７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５５３７．５３ 万元。经测算，福
建高速收购该项目的股东内部收益率（ＩＲＲ）为 １０％。福泉高速是一个具有收益长期稳定
增长的收费项目，本次收购将使公司增加在福泉高速中的权益，巩固和扩大主营业务规模，
分享福泉高速业绩高速增长所带来的良好收益，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扩大市场占有份额，
为全体股东带来更为丰厚的回报，为福建高速后续资本市场融资及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
基础。
２、第二项关联交易
（１）交易内容
福建高速收购省高速投资建设的泉厦高速公路机电工程系统。
（２）交易双方关联关系
省高速持有福建高速 ４７．４８％的股权，是福建高速的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省高速现任董事长唐建辉先生同时任福建高速董事长。
（３）交易动因
泉厦高速公路机电工程系统是全省高速公路机电工程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该工程系
统包括交通监控系统、综合通信系统、收费系统及通风照明和供配电系统。随着福建省高
速公路通车里程不断增加，高速公路车流量稳定增长，运行压力日渐加大，原过渡性的临
时机电工程系统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经营的要求，直接影响到本公司与福建省其他高速公
路的联网运行。收购此项资产有利于公司加强收费管理和成本控制，完善各收费环节，切实
执行收费复核制度，防止错收、漏收的发生。
本次收购完成后，福建高速将拥有正式有效的机电工程系统，可满足日常及今后的生
产经营需要，并保证泉厦高速公路与全省其他高速公路联网运行。同时，从福建高速长期
经营角度出发，本次收购有利于福建高速经营的持续性并加快福建省的公路运输现代化。
（２） 收购价格及定价政策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２００３）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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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０８５ 号］，以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泉厦高速公路机电工程系统帐面资产为
１０，８５７．６４ 万元，评估后的资产价值为 ６，２６８．８７ 万元，评估减值率 ４２．２６％。交易双方初
步确认本次收购价格为 ６，２６８．８７ 万元。
（３）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泉厦高速公路机电工程系统是福建省高速公路机电工程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该工程
系统包括交通监控系统、综合通信系统、收费系统及通风照明和供配电系统。本项收购使
福建高速拥有正式的机电工程系统，并与省内其它高速公路机电工程系统联网，保证了福
建高速公路运营资产的完备性，可保证福建高速日常经营的正常开展；同时，从福建高速
长期经营角度出发，本次收购有利于福建高速经营的持续性。
２、第三项关联交易
（１）交易内容
福泉高速委托省高速投资建设福泉高速公路机电工程系统。
（２）交易双方关联关系
省高速持有福建高速 ４７．４８％ 的股权，是福建高速的控股股东，同时持有福泉公司
１２．０６％股权，也是福泉高速股东。福建高速持有福泉高速 ５１％股权，福泉高速为福建高速
的控股子公司。
省高速现任董事长唐建辉先生同时任福建高速董事长，省高速副总经理邱榕木先生同
时任福泉高速董事长，因此本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交易动因
建设福泉高速公路机电工程系统的出发点与本报告第二项关联交易相同，需要强调的
是根据交通部的有关规定及高速公路的自身特点，为实现高速公路高效、快速的功能，福
建省高速公路机电工程系统采取了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的模式，由省高速负责
具体施工建设。鉴于省高速对项目前期工作及建设实施情况比较熟悉，具有较强的技术力
量和丰富的建设管理经验，而福泉高速缺乏相应技术力量的现实情况。故福泉高速委托省
高速投资建设本项目，即福泉高速委托省高速负责项目招投标建设，并由其统一负责项目
的施工以及今后的竣工验收和竣工决算。
（４） 交易价格及定价政策
项目概算为 １２，２４５ 万元，实际投资额控制不超过概算金额。在项目概算内，依工程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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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按实计量并向省高速支付。
（５）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委托省高速投资建设完整的机电工程系统，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低的成本
更新原过渡的机电工程系统，从而适应目前交通量的不断增加，运行压力加大的经营需要，
以保证福泉高速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1、 合法性
（1）福建高速二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于 2003 年 5 月 27 日表决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方董事表决时已予以回避。
（2）本次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
2、 公平性
本次交易系关联交易，对非关联股东的权益保护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方案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福建高速章程的规定做出的，遵循了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2）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是依据国家或地方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对某项服务，
若国家或地方物价管理部门未规定价格的，则比照当地该项服务的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
确定；资产收购的价格则是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为依据，并
由双方协商确定。以上定价原则体现了交易的公平性。
（3）福建高速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与本次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方董事
已予以回避。
（4）福建高速的独立董事已对本次三项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函。
（5）本次三项关联交易须经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福建高速 ２００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方股东省高速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应予以回避。
六、提醒投资者注意的问题：
本报告不构成对福建高速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报告所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
可能产生的风险，本报告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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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1、 福建高速二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 福建高速公告(编号:临 2003-012、临 2003-013 )；
3、福建高速独立董事意见函；
4、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２００３）第
０７４ 号］、［中企华评报字（２００３）第 ０８５ 号］；
5、交易各方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

福州天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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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企华评报字(2003)第 074 号
共一册，第一册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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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中企华评报字(2003)第 074 号
重要提示
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
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

经福建省政府批复同意，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拟将所持有的福建省福泉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12.06%的股权转让给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
有限责任公司接受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对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进行了评估，以确定该公司的净资产价值，借以确定委估股权的
价值，作为股权转让的价值参考依据。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和国家其他有关部门的法规与规定，本着独立、公正、
科学和客观的原则及必要的评估程序，我们对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和
相关负债进行了评估。本次评估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同时用收益现值法进行了验证。
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对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评估得出如下结论：在评估基准日 2002
年 12 月 31 日持续经营的前提下，企业提供的业经厦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账面总资产为
346,531.55 万元，总负债为 77,780.51 万元，净资产为 268,751.04 万元；调整后账面总资产为 346,531.55 万
元，总负债为 77,780.51 万元，净资产为 268,751.04 万元；评估后的总资产为 362,793.71 万元，总负债为
77,780.51 万元，净资产为 285,013.21 万元，评估后净资产比调整后账面值增值 16,262.17 万元，增值率 6.05%。
具体情况见下表：
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 面 价 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 估 价 值
A
B
C

项目
流动资产
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

1
2
3

增减值
D=C-B

增加率%
E=(C-B)/B× 100%

14,066.16

14,066.16

14,071.05

4.89

0.03

332,465.39

332,465.39

348,722.66

16,257.28

4.89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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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建工程
建 筑 物
机器设备
无形资产
其中：土地使用权
其它资产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长期负债
负债总计
净资产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329,202.80
3,262.58

329,202.80
3,262.58

345,798.22
2,924.44

16,595.41
-338.14

5.04
-10.36

346,531.55
41,530.51
36,250.00
77,780.51
268,751.04

346,531.55
41,530.51
36,250.00
77,780.51
268,751.04

362,793.71
41,530.51
36,250.00
77,780.51
285,013.21

16,262.17
0.00
0.00
0.00
16,262.17

4.69
0.00
0.00
0.00
6.05

注：土地使用权为租赁经营，上述评估范围不含土地使用权价值。
同时，评估师采用了收益现值法对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净资产进行了验
证，验证结果为335,918.59万元。

本次评估以重置成本法的净资产价值为结论，相应股权的资产评估价值
为：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2.06%的股权价值经计算为：34,372.59万元，大写为人民币叁亿肆仟叁佰柒拾
贰万伍仟玖佰元整。
本报告书所揭示的评估结论仅对本评估目的有效，有效期为一年，自 2003 年 12 月 31 日起失效。
法定代表人：孙月焕

注册资产评估师：伍王宾
注册资产评估师：王斌录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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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企华评报字(2003)第 074 号

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拟将所持有的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12.06%的股权转让给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
有限责任公司接受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对福建省福泉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了评估，以确定该公司的净资产价值，
借以确定委估股权的价值。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
有限责任公司的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和负债实施
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估资产和负债在2002年12月31日所表现的
市场价值作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与资产占有方简介
（一）委托方：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情况
住所：福州市杨桥东路 118 号宏杨新城 2 座
注册资本：陆亿捌仟伍佰万元
法定代表人：唐建辉
经营范围：投资开发、建设、经营公路；机械设备租赁，咨询服务；工业生产资料，百货，建筑
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仪器仪表，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
2.企业历史沿革、隶属关系的演变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是 1999 年 6 月 28 日经福建省人民政府闽政体股[1999]14 号文批
准，由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福建省汽车运输总公司、福建省公路物资公司、福建省畅达交
通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和福建福通对外经济合作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6 月，在交通
部明确了其投资形成的股权的委托管理人为华建中心的基础上，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闽政体股[2000]13
号文的批复，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将原代为持有的由中央财政性资金投资形成的股权变更为华
建中心持有，变更后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仍为股份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华建中心成为第二大股
东。公司主要资产为全长 81.898 公里的泉厦高速公路及其附属设施（不包含服务区及管理用房）、原泉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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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高速公路公司的公路维护机械设备和运输设备等。

公司已公开发行股票并于 2001 年 2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并以其
募集的资金收购了福泉高速公路的 51%的收费权。
（二）资产占有方：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福泉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东路 118 号宏杨新城内 3 座
法定代表人：邱榕木
营业执照注册号：3500001002309
注册资金：陆亿捌仟万元人民币
2.企业历史沿革、隶属关系的演变
福泉公司是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2001]115 号《关于研究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投向方案的会议纪要》精神，由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交通建设发展总公司、福建省
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莆田市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泉州市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等五家公司共同
出资组建，于 2001 年 10 月 31 日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五家股东占有福泉公司的股权比例如下表所
示: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51%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市交通建设发展总公司

18.22%

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12.06%

莆田市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10.01%

泉州市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8.71%

3.经营业务范围及主要经营业绩
经营范围：公路的投资、开发建设、经营。
福泉公司拥有福泉高速公路的经营性资产。福泉高速公路是福州至厦门高速公路中的路段，该路
段起自福州市长乐营前，经峡南、黄石、驿坂，止于泉州市西福，与泉厦漳高速公路相连，全长 154.419KM。
另建福州连接线起于秀宅，止于峡南，长 11.491KM 。该高速公路于 1995 年 10 月陆续开工，1999 年 9 月
基本完工。
全线在黄石、兰圃、官秀、下里、鳌山、沙坂、下房、涂岭、驿坂和黄塘十处设互通式立交，黄
石、涂岭为 Y 形外，其余均为喇叭形。
主线和连接线采用全封闭、全立交，为通行能力强、行车速度高、控制出入、服务设施齐全的公
路。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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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泉高速与泉厦高速(合称：福厦高速)是交通部规划的 12 条国道主干线之一，该路段打通了我国
在福建沿海的通道，它与国道 104 线(北京至福州)、324 线(福州至昆明)、319 线(厦门至成都)、316 线(福
州至兰州)、205 线(山海关至广东)联网。北与浙江、江西两省相连，南接广东、香港，形成福建省对外
大通道，也是我国沿海公路网络主骨架的组成部分。近期福建省各类公路路线交通量比重调查结果表明，
通过福泉高速公路的交通量占全省 10%左右，是福建省交通量最大的一条公路。
福泉高速全线均采用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其中，营前至峡南段约 7KM，采用山岭区双向四车道高
速公路标准，路基宽度为 24.5M ，中央分隔带 2M ，每个车道宽 3.75M ，外侧设 2.5M 紧急停车道，设计行
车速度 80KM/H；峡南至掌溪段约 20KM ，采用重丘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路基宽度为 26M ，中央
分隔带 3M ，每个车道宽 3.75M ，外侧设 2.5M 紧急停车道，设计行车速度 100KM/H；掌溪至西福段约 127KM ，
采用平原微丘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路基宽度为 26M ，中央分隔带 3M ，每个车道宽 3.75M ，外侧
设 2.5M 紧急停车道，设计行车速度 120KM/H。
福州秀宅至峡南连接线 11.491KM，采用重丘区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路基宽度为 32.0M ，中央
分隔带 2M ，每个车道宽 3.75M ，外侧设 2.5M 紧急停车道，设计行车速度 100KM/H。其它设计标准同主线。
全线桥涵设计车辆荷载采用汽车— 超 20 级，挂车— 120，地震基本烈度为 7 度，桥涵与路基同宽度，
路基、桥涵设计洪水频率 1/100，特大桥为 1/300。
全线采用沥青砼路面，面层分三层，总厚度 15CM ，设计年限 15 年。
主线和连接线采用全封闭、全立交，并设有较完善的收费、监控、通信、照明、安全、绿化、美
化等交通工程和服务设施。
福泉公路自通车以来通行费收入稳定增长，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福泉公路自通车后年平均日车流量如下表：
年度
1999
2000
2001
2002

绝对车流量(辆/日)
5807
7223
7519

折算小客车流量(辆/日)
8482
10384
10784
13172

4.企业主要资产、负债、经营状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销售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净资产收益率

2001 年 11-12 月
340,505.88
74,085.92
266,419.96
6355.00
3324.51
2008.68
0.75%

2002 年
346531.55
77780.51
268751.04
42444.72
24023.68
15537.53
5.78%

5.执行的主要会计政策
会计制度：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定；
会计期间：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制，即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记账原则和计价基础：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原则，资产以实际成本为计价基础；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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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账方法：采用借、贷复式记账法；
记账本位币：人民币；
执行的固定资产折旧办法为：
资产类别

折旧方法

使用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福泉高速公路

工作量法

30

--

--

房屋建筑物

直线法

30

通讯设备

直线法

8

3%

12.1%

收费设备

直线法

7

3%

13.86%

机器设备

直线法

10

3%

9.7

车辆

直线法

8

3%

12.1%

办公设备

直线法

3-5

3%

19.4%-32.3%

3.3%

主要税项及税率：
税

目

纳税基础

税

率

营业税

营业收入

5%

城市维护建设税

营业税

7%

教育费附加

营业税

4%

企业所得税

应税所得

33%

备

注

（三）股权持有及转让方：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台江区国货西路中闽广安城;
注册资本：10 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唐建辉
主营业务：投资建设高速公路;工业生产资料,百货,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仪器仪表,电子计
算机及配件的销售。
2.企业历史沿革、隶属关系的演变
1990 年 6 月,福建省人民政府为适应全省经济发展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批准成立“省福厦漳高
速公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1993 年 3 月,省编制委员会以闽编[1993]37 号文批准成立“福建省福厦漳高
速公路建设总指挥部”,作为福厦漳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单位,行使业主职能,负责开展建设项目的前期工
作,组织完成建设期的各项任务,具体协调处理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标准、运营等有关问题,并进行技
术把关。
1994 年 11 月省经委根据省政府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闽经企[1994]594 号文同意筹建
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1995 年,“福建省福厦漳高速公路建设总指挥部”更名为“福建省高速公
路建设总指挥部”;同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根据闽政办[1995]函 10 号文批准成立国有独资的福建省高速公
路有限责任公司,并归口福建省交通厅管理。1997 年 8 月,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经福建省工商局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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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登记正式成立,注册资本为 10 亿元人民币,统一负责全省高速公路的建设、运营和管理工作,为高速
公路的建设筹融资,受省交通厅的委托,实施路政管理,维护高速公路的路产、路权等。
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内设办公室、人事教育处、审计监察处、计划投资处、财务处、收
费结算处、工程建设处、道路养护处、路政管理处和临控中心十个处室。其中，路政管理处作为交通厅
的派出机构，由省交通厅委托行使路政管理职能。公司现有人员 452 人。
1997 年 12 月 15 日，福建省第一条高速公路——泉厦高速公路顺利建成通车。并在 1999 年的改制
重组中将该高速公路作为主发起资产投入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评估目的
根据交通部文件（交财发[2000]486 号）《关于同意将福州至泉州高速公路收费权转让给福建发展
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已以其股票上市募集的资金向福建省
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收购了福泉高速公路的 51%收费权。为扩大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福泉高速公路收费权的份额和扩展业务，经福建省政府批准，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拟向福建发
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 12.06%股权，为此，需对福建省
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净资产进行资产评估，借以确定委估股权的价值，作为股权转让的价值参考依
据。

三、评估范围和对象
(一)评估范围：本次评估范围为福建省福泉高速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根据福建省国
土资源厅闽国土资函[2002]317 号文《福建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福泉高速公路
土地估价报告备案和批准土地资产处置方案的函》，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向福建省福泉高速公
路经营服务有限公司租赁土地使用权，故此次评估范围不包括土地使用权。
(二)评估对象：本次评估对象为福建省福泉高速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所反映的公路工程、机器设
备、房屋建（构）筑物及相关负债。
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与委托评估时确定的资产范围基本一致。
上述评估对象账面值在评估基准日经厦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为：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资产项目
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资产合计
流动负债
长期负债
负债合计
净资产

账面原值
3,372,907,742.78

账面净值
140,661,621.80
3,324,653,860.82
3,465,315,482.62
415,305,059.73
362,500,000.00
777,805,059.73
2,687,510,422.89

厦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资产占有单位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次申报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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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为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切计价标准均
为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所有资产均为基准日实际存在的资产。
此基准日是距评估目的计划实现日较接近的基准时间，由企业、评估师、
券商等共同讨论后确定。
五、评估原则
(一)遵循独立性原则。作为独立的社会公正性机构，评估工作始终坚持独
立的第三者立场，不受外界干扰和委托者意图的影响；
(二)遵循客观性原则。评估人员从实际出发，通过现场勘察，在掌握翔实
可靠资料的基础上，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使得评估结果具
备充分的事实依据；
(三)遵循科学性原则。在针对本次评估的特点、依据查阅的资料和根据资
产状况的基础上，制订了可行的评估技术方案，使得资产评估结果科学合理；
(四)遵循产权利益主体变动原则。即以委评资产的产权利益主体变动为假
设前提，确定其在评估基准日2002年12月31日的现行公允价值；
(五)遵循资产持续经营的原则。根据被评估资产目前的用途和使用方式等
情况继续使用，确定相应的评估方法、参数和依据；
(六)遵循替代性原则。评估作价时，如果同一资产或同种资产在评估基准
日可能实现的或实际存在的价格或价格标准有多种，则选用以较低的价格为
基准。不充分考虑由于特殊交易行为、交易背景对交易价格的影响；
(七)遵循公开市场原则。即评估的作价依据和评估结论在公开市场存在或
成立；
(八)维护资产占有者及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原则。
六、评估依据
(一)行为依据
1.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准文件；
2.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 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闽高财[2003]20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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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股权的请示》。

(二)法规依据
1.国务院 1991 年 91 号令《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
2.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办发(1992)36 号《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
3.国办发[2001]102 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改革国有资产评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资产评
估监督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
4.财企[2001]802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5.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评协[1996]03 号《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试行)；
6.财政部财评字[1999]91 号文《资产评估报告基本内容与格式的暂行规定》；
7.财政部财会[2000]25 号文《企业会计制度》；
8.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令 1996 年第 9 号令《公路经营权有偿转让管理办法》;
9.有关法律、法规、通知文件等。

(三)产权依据
1.国家计划委员会（计投资[1997]1691 号）文《国家计委关于下达 1997 年第三批基本建设新开工
大中型项目计划的通知》；
2.交通部交公路发[1997]302 号《关于福州至泉州高速公路初步设计的批复》；
3.交通部交财发[2001]494 号《关于同意将福州至泉州高速公路收费权转让给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4.房屋产权证;
5.车辆行驶证;
6.公路通讯设备和紧急电话系统的合同及购置发票。

(四)取价依据
1.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1984 年 11 月发布的《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
2.建设部批准的《工业厂房可靠性鉴定标准》；
3.《公路工程估算指标》及《公路基本建设工程投资估算编制办法》交公路发[1996]611 号、
《公路
基本建设工程概算、预算编制办法》交公路发[1996]612 号；
4.福泉高速公路的竣工决算资料;
5.福建省建筑工程综合预算定额(2002)；
6.全国统一安装工程预算定额福建省单位估价汇总表；(2002)
7.福建省《工程造价管理》2002 年第 12 期；
8.福建省交通工程定额站发布 2002 年第四季度总第 38 期《福建省交通(公路、水运)工程各市主要
材料市场指导价》；
9.福州市、莆田市及泉州市材料信息价格(2002 年 12 月)；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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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福泉高速公路福州、莆田、泉州三个路段工程质量评分表；
11.《2002 年中国电信设备价格目录》；
12.机械工业部机电产品价格信息中心 2002 年 12 月版《机电产品报价手册》；
13.2002 年 12 月《UDC 联合商情》；
14.2002 年第 48 期《正方快讯》；
15.2002 年第 12 期《黑马快讯》；
16.现行的关税政策及评估基准日时执行的存贷款利率；
17.中国邮电部颁发的邮部[1995]626 号文件。

(五)参考资料及其它
1.资产占有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明细表和调查表；
2.资产占有方提供的福泉高速各路段工程量表。
3.《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
4.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合同复印件等；
5.评估基准日及前三年的资产负债表；
6.主要设备大修、改造及故障记录；
7.厦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审计结果；
8.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统计资料和技术标准资料，以及评估机构收集的其
他有关资料；
9.中企华公司价格信息资料库。
七、评估方法
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及资产评估操作规范要求，根据不同的资产
类别，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评估。
(一)关于流动资产的评估
对货币资金中的现金，进行现场盘点并根据企业现金日记账倒推至评估
基准日，在此基础上以核实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对于货币资金中的人民币
银行存款，则在核对银行存款对账单及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基础上，以审
查核实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对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等，对有关明细账和总账进行了核
对，对款项的形成原因、账龄、债务人的资信情况等进行了调查，并进行了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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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证，对款项或货物收回的可能性进行分析，根据每笔款项可能收回的数额
确定评估值。
(二) 关于公路工程的评估
本次公路工程的评估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值的计算用公式表达如下：
评估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1.重置全价的确定：
公路工程重置全价主要由建筑安装工程费、其他基本建设费用及资金成本构成。
即重置全价=建筑安装工程费+其他基本建设费用+资金成本
(1)建筑安装工程费：
交通部交公路发〖1996〗611 号和 612 号规定，建筑安装工程费包括直接费、其他工程费、其他直
接费、现场经费、间接费、施工技术装备费、计划利润及税金。
A.直接费即主要工程的工、料、机费，由人工费、材料费、机械使用费组成。依据交通部《公路
工程估算指标》交公路发[1996]611 号文件第二部分《分项指标》,直接费以人工费、材料费以综合指标
的人工工日数及各种材料数量乘以工程所在地的人工费单价、材料预算单价计算。
B.其它工程包括：清除场地、拆除旧建筑物、绿化工程、公路交工前养护费、临时轨道铺设、施
工便道、便桥、临时电力、电讯线路、临时码头、其它零星工程等。其它工程费是以直接费为基数按《指
标》附录一规定的百分率计算。
C.其他直接费、现场经费与间接费综合费用按规定的费率进行计算。
D.施工技术装备费、计划利润和税金：以直接费、其他工程费、其他直接费、现场经费与间接费
综合费用之和为基数，按一定的综合利税率计算。
(2)其他基本建设费用：
本项目费用包括按公路基本建设项目投资估算计算规定中，除建筑安装工程费用以外的所有其他
费用，本项目主要包括建设单位管理费、研究试验费及勘察设计费。
(3)资金成本的确定：

资金成本即建设期贷款利息。考虑资金在建设期内均匀投入，具体如下：
福泉高速公路福州段、莆田段及泉州段分三段同时施工，依据公路长度、工程量及施工难度，合
理工期分别应为 3 年，年贷款利息率为 5.49%。
资金成本=（建筑安装工程费+其他基本建设费用）
×合理工期×1/2×利息率
2.成新率的确定：
首先，参考设计使用年限，考虑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福泉高速公路的收费期限 30 年，根据各
公路工程的各分项工程的尚可使用年限和已使用年限，确定各分项工程的理论成新率；然后，结合评估
人员现场收集的该公路建设监理中的工程质量鉴定资料与鉴定结果，同时结合现场勘察的实际状况、公
路的维修养护情况，综合确定各分项工程的综合成新率；最后，根据各分项工程的重置全价所占整个公
路工程重置全价的比例，确定各分项工程成新率的权重数值，把各分项工程由以上两者相乘得出的数值
之和为公路工程的综合成新率。用公式表达如下：
公路工程综合成新率=∑各分项工程成新率×（各分项工程重置价值÷该路段公路工程重置价值）

(三)关于建筑物的评估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及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我们采用重置成本法对评估
范围内的建筑物进行了评估，即首先计算出建筑物的重置全价，然后测算建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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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的成新率，最后确定评估值。其计算公式为：
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1.重置全价的确定
重置全价是指购置或建造全新同类资产所必须付出的成本，重置全价包
括建筑工程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建设期资金成本三部分组成。
对于主要建筑物采用决算调整法，利用收集到的工程结算资料进行调整，
得出工程造价和单位重置成本，并计取前期及其他费用、建设期资金成本，
从而得出重置全价；对于一般建筑物参照当地同类房屋建筑造价和典型工程
造价进行调整，得出工程造价，再计取各项费用，求得重置全价。
重置全价=建安工程综合造价+前期费用及其它费用+资金成本
(1)建安工程综合造价
根据工程原有竣工决算资料，采用决算调整法进行测算。
(2)前期费用及其它费用（以建安工程综合造价为计价基础）
(3)资金成本

即合理工期内的贷款利息，资金成本按合理工期内均匀投入计算，评估
基准日执行的贷款利率：六个月至一年 5.31%；一至三年 5.49%。
资金成本=(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前其费用及其他费用)×合理工期×1/2×
利息率
2.成新率的测算
成新率采用完损等级打分法确定现场勘察成新率，采用耐用年限法确定的理论成新
率，二者加权得到综合成新率，其计算公式如下：
综合成新率=现场勘察成新率×60%+理论成新率×40%
（注：站棚的尚可使用年限按 30 年计）

3.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四)关于机器设备的评估
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
首先对企业提供的机器设备明细清单进行了核对，做到账表相符，同时
通过对有关的合同、法律权属证明及会计凭证的审查核实，对其权属予以确
认。在此基础上，评估人员进行了现场勘察和核实。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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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置全价的确定
凡能询到基准日市场价格的设备，以此价格再加上运杂费和安装调试费来确定其重置全价。
对于无法从市场获得设备价格的设备，向设备原生产厂或代理公司进行查询，或通过查阅《机电
产品报价手册》
、
《UDC 联合商情》
、
《黑马广告信息》等所列价格，加运杂费、安装调试费来确定设备的
重置全价。
对建设期长、价值量大的重要设备，重置全价中考虑合理工期内的资金成本来确定其重置全价。
对交通、运输车辆按基准日市场销售价，加上车辆购置税和其他合理费用(如牌照费等)来确定其
重置全价。
对于运杂费及安装调试费依据企业设备购置的原始财务资料，并考虑运输里程、运输难度、设备
安装费率、设备安装调试难度确定。

2.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对大型、重点设备考虑有关各类设备的经济寿命的规定以及该设备的已
使用年限等因素，合理确定各种设备的理论成新率；通过查阅有关成套设备、
主要设备、系统的运行状况、主要技术指标等资料，以及向有关工程技术人
员、操作人员查询该等设备的技术状况、大修次数、维修保养的情况，并进
行现场详细勘察，确定该设备的现场勘察成新率，最后以权重法确定设备的
综合成新率。
对于微机、仪器仪表、办公用设备等一般小型设备主要按已使用年限确
定成新率并结合现场勘察进行修正。
对于超期服役的设备，如尚能发挥功能，按现场勘查情况确定成新率。
车辆依据国家颁布的车辆强制报废标准，对正常使用的车辆依据已使用
年限和已行驶里程综合考虑理论成新率,并结合现场勘察车辆的外观状态、结
构是否损坏、主发动机是否正常、电路是否畅通、制动是否可靠、是否达到
尾气排放标准等，评定现场勘察成新率，最后以权重法确定设备的综合成新
率。对于已达到车辆报废标准的，则依据国家标准按报废处理。
3.评估值的确定
将重置全价和成新率相乘，得出评估值，从而对基准日机器设备的评估
值作出公允估值。
(五)关于负债的评估
关于负债项目中的应付账款、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应交税金、其他
应交款、其他应付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长期借款等科目的评估，根
据企业提供的各项目明细表，以经过审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其评估值。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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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预提费用的评估，对其预提比例、预提期间、费用实际发生月数进行核实后，认为确实是企
业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以核实后的帐面值确认为评估值；对于并非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评估为零。
(六)评估人员采用收益现值法对福泉公司的净资产进行了验证评估。

八、评估过程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关于资产评估的规定和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依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有关法律和
规范化要求，我公司的评估人员对企业提供的法律性文件与会计记录以及相关资料进行了验证审核，按
委托评估资产范围对企业提供的资产清单进行了必要的产权验证并对资产进行了必要的现场勘查和核
对，资产评估过程分以下几个阶段进行：

(一)接受委托
2003年5月，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与我公司签署了资产评估业
务约定合同，明确了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及范围和评估基准日。
(二) 组建评估队伍、收集资料
接受委托后，我公司随即确定了该项目的负责人及参加评估人员。
针对本项目时间要求紧、质量要求高，我们于协议签定后便对资产占有
单位提交资料清单，并指导其填制资产评估申报表格。
(三)资产清查
评估人员进入现场后，首先指导企业清查资产，然后对企业提供的各类
资产原始评估明细表进行了核查，对表中漏填、误填的项目要求企业进行修
改和补充，请企业在修正后的原始明细表上盖章，作为评估原始依据。
自5月16日至5月21日，对企业进行了资产清查和现场勘察，现将现场清查
情况介绍如下：
1.公路工程清查情况
(1)为保证评估结果的准确性，根据公路工程资产的特点及资产评估明细表的内容，在布置资产清
查评估明细表的同时，向企业有关资产管理部门及使用部门下发《公路工程量申报表》，并指导企业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填写，以此作为评估的参考依据。
(2)评估人员对各单位所填的公路工程清查评估明细表进行审查，对明细表填报中错填、漏填等不
符合要求的部分，请企业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3) 根据企业提供的公路工程评估申报表、福泉高速公路竣工决算资料及福建省交通线路分布图，
评估小组对公路工程的路基、路面、桥涵、隧道、交叉及安全设施等各公路构筑物主要工程数量、工程
质量进行了全面了解，对公路工程的各项技术指标进行了详细记录。
(4)根据现场勘察结果进一步修正企业提供的评估申报明细表，然后由企业盖章，作为评估的依据。
2.房地产清查情况
根据企业房地产的类型和区域分布特点，清查时评估人员首先分析各区域申报资产的建造成时
间、项数、层高、面积等逐一核实。核查时首先与企业有关人员座谈，了解房产概况，收集房产证，然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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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对其结构类型、装饰及给排水、供电照明、采暖通风等设备配备情况等现场勘察。
3.设备类资产的清查核实工作及现场勘察
(1)为保证评估结果的准确性，根据企业设备资产的构成特点及资产评估明细表的内容，在布置资
产清查评估明细表的同时，向企业有关资产管理部门及使用部门下发《设备调查表》和《车辆调查表》，
并指导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填写，以此作为评估的参考依据。
(2)评估人员对各单位所填的设备类清查评估明细表进行审查，对明细表填报中错填、漏填等不符
合要求的部分，请企业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3) 根据企业填报的资产评估申报表和与公路运营收费相关的流程，将机器设备分为机械设备、
车辆、收费设备、通讯设备和办公设备等大类，结合资产的主要特点，确定清查原则为覆盖各类、典型
核验、普遍勘察与重点了解相结合的办法。基于此，会同企业相关业务人员，重点抽查了有代表性的设
备，本次抽查 2001-2002 年新增资产在 70%，金额在 90%以上，复查以前年度资产在 40%、金额在 60%
以上。核验时重点核实资产数量、了解设备状态、性能，同时向设备管理和使用人员了解设备的使用维
护、修理、更新扩容和性能稳定性等情况。同时评估人员查阅和复制了主要供货商历期全部设备采购供
应合同，重点核对和分析测算了合同报价中所包含的设备价款和各项费用构成，以及对评估计价有重大
影响的其他资料（如历期折扣变化情况、设备价格变动情况等）。同时，评估人员查阅了近两年各主设
备工程和配套工程的设计资料和有关安装工程的预、决算报告及相关证明文件。
(4)根据现场勘察结果进一步修正企业提供的评估申报明细表，然后由企业盖章，作为评估的依据。
(5)对评估范围内的设备和车辆的产权进行核查，如：抽查重要设备的购置合同、发票、决算资料
和复验车辆行驶执照等，作到产权明晰。

4.流动资产、负债的清查
主要通过核对企业财务总账、各科目明细账、会计凭证，对非实物性流
动资产进行清查。我们对货币资金、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应
付账款、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应交税金、其他应交款、其他应付款、预
提费用、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长期借款等科目的重要记账凭证进行了重
点核验。
5.对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提供的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和资料来源进行
必要的查验, 对核对了公路工程的国家有关批准建设的文件资料、重要设备的
购置合同、发票、车辆行驶证等产权资料。
(四)评定估算、汇总报告
从5月23日至5月26日，评估小组对从调查现场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和汇
总，分资产类别对各项资产进行分析、计算和评估，然后进行汇总，得出评
估结果。
(五)撰写最终报告
根据公司审核意见，修订评估报告，出具评估报告终稿。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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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交报告
5月30日将报告提交委托方。

九、评估结论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和国家其他有关部门的法规与规定，本着独立、公正、科学和客观
的原则及必要的评估程序，我们对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和相关负债进行了评估。本
次评估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同时用收益现值法进行了验证。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和国家其他有关部门的法规与规定，本着独立、公正、科学和客观
的原则及必要的评估程序，我们对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和相关负债进行了评估。本
次评估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同时用收益现值法进行了验证。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对福建省福泉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的评估得出如下结论：在评估基准日 2002 年 12 月 31 日持续经营的前提下，企业提供的业
经厦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账面总资产为 346,531.55 万元，总负债为 77,780.51 万元，净资产为
268,751.04 万元；调整后账面总资产为 346,531.55 万元，总负债为 77,780.51 万元，净资产为 268,751.04 万
元；评估后的总资产为 362,793.71 万元，总负债为 77,780.51 万元，净资产为 285,013.21 万元，评估后净
资产比调整后账面值增值 16,262.17 万元，增值率 6.05%。具体情况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 面 价 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 估 价 值
A
B
C

项目
流动资产
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
其中：在建工程
建 筑 物
机器设备
无形资产
其中：土地使用权
其它资产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长期负债
负债总计
净资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增减值
D=C-B

增加率%
E=(C-B)/B× 100%

14,066.16

14,066.16

14,071.05

4.89

0.03

332,465.39

332,465.39

348,722.66

16,257.28

4.89

329,202.80
3,262.58

329,202.80
3,262.58

345,798.22
2,924.44

16,595.41
-338.14

5.04
-10.36

346,531.55
41,530.51
36,250.00
77,780.51
268,751.04

346,531.55
41,530.51
36,250.00
77,780.51
268,751.04

362,793.71
41,530.51
36,250.00
77,780.51
285,013.21

16,262.17
0.00
0.00
0.00
16,262.17

4.69
0.00
0.00
0.00
6.05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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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土地使用权为租赁经营，上述评估范围不含土地使用权价值。
同时，评估师采用了收益现值法对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净资产进行了验
证，验证结果为335,918.59万元。

本次评估以重置成本法的净资产价值为结论，相应股权的资产评估价值
为：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2.06%的股权价值经计算为：34,372.59万元，大写为人民币叁亿肆仟叁佰柒拾
贰万伍仟玖佰元整。
十、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
能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一)本评估结果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下，根据公开市场原则确定的现行价格，没有考虑
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
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当前述条件以及评估
中遵循的持续经营原则等发生变化时，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二)评估结论是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受具体参加本
次项目的评估人员的执业水平和能力的影响。
(三)由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管理层及其有关人员提供的与评估相关的行
为文件、营业执照、产权证明文件、财务报表、会计凭证及其他所有资料等，
是编制本报告的基础。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委托方和相关当事
人应当提供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等资料，并对所提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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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对评
估对象法律权属确认或发表意见超出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范围。

因此，针对本项目，评估师进行了必要的、独立的核实工作。
(四)对企业存在的可能影响资产评估值的瑕疵事项，在企业委托时未作特
殊说明而评估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人
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五)根据福建省国土资源厅闽国土资函[2002]317号文《福建省国土资源厅
关于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福泉高速公路土地估价报告备案和批准土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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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资产处置方案的函》，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向福建省福泉高速公
路经营服务有限公司租赁土地使用权，每年土地使用权租赁费为1360万元。故
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福泉高速公路用地为租赁用地，此次资产评估
范围不包括土地使用权。
(六)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为以股票上市募集的资金收购福泉
高速公路的51%收费权，本次评估范围内的资产曾在2001年6月进行过资产评
估，评估基准日为2000年12月31日，评估机构为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评估报告号为“中企华评报字(2001)第098号”。之后，资产占有方曾按
上次资产评估的结果进行过调账。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注意以上的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所产生的影响。
十一、评估报告基准日期后重大事项
评估基准日后，若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对评估结论造成影响
时，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须对评估结论进行调整或重新评估。
在评估基准日至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之间，尚未发现对评估结论造成较大
影响的重大事项。
十二、评估报告法律效力
(一)本评估报告的结论是以在产权明确的情况下，以持续经营为前提条
件；
(二)本报告书所揭示的评估结论仅对本评估目的有效，有效期为一年，自
2003年12月31日起失效；当评估目的在评估基准日后的一年内实现时，以评估
结论作为资产价值的参考依据；
(三)本报告系评估师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出具的专业性结论，需经评估机构
及评估师签字、盖章后，并应遵照国家有关资产评估报告备案管理办法完成
备案后，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生法律效力；
(四)本报告书的评估结论仅供委托方为本次评估目的使用，报告书的使用
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许可，我公司不可随意向他人公开。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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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评估报告提出日期
本报告书提交委托方的时间为：2003年5月30日。

法定代表人：孙月焕

注册资产评估师：伍王宾
注册资产评估师：王斌录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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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书备查文件
一、有关经济行为文件
二、基准日资产负债表
三、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产权证明文件
五、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承诺函
六、资产评估人员和机构的承诺函
七、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资格证书复印件
八、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九、项目参加人员名单及其资格证书复印件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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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泉厦高速公路机电工程项目（Ｅ 合同）
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企华评报字【２００３】第 ０８５ 号
共一册 第一册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二○○三年六月十日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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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泉厦高速公路机电工程项目（Ｅ 合同）
资产评估报告书
目

录

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３４
资产评估报告书 ．．．．．．．．．．．．．．．．．．．．．．．．．．．．．．．．．．．．３６
一、委托方与资产占有方简介 ．．．．．．．．．．．．．．．．．．．．．．．．．．． ３６
二、评估目的 ．．．．．．．．．．．．．．．．．．．．．．．．．．．．．．．．．．．．．．．． ３８
三、评估范围与对象．．．．．．．．．．．．．．．．．．．．．．．．．．．．．．．．．．． ３８
四、评估基准日 ．．．．．．．．．．．．．．．．．．．．．．．．．．．．．．．．．．．．．． ３９
五、评估原则 ．．．．．．．．．．．．．．．．．．．．．．．．．．．．．．．．．．．．．．．． ３９
六、评估依据 ．．．．．．．．．．．．．．．．．．．．．．．．．．．．．．．．．．．．．．．． ４０
七、评估方法 ．．．．．．．．．．．．．．．．．．．．．．．．．．．．．．．．．．．．．．．． ４１
八、评估过程 ．．．．．．．．．．．．．．．．．．．．．．．．．．．．．．．．．．．．．．．． ４２
九、评估结论 ．．．．．．．．．．．．．．．．．．．．．．．．．．．．．．．．．．．．．．．． ４３
十、特别事项说明 ．．．．．．．．．．．．．．．．．．．．．．．．．．．．．．．．．．．． ４４
十一、评估基准日期后重大事项 ．．．．．．．．．．．．．．．．．．．．．．．．． ４５
十二、评估报告书的法律效力 ．．．．．．．．．．．．．．．．．．．．．．．．．．． ４６
十三、评估报告提出日期 ．．．．．．．．．．．．．．．．．．．．．．．．．．．．．．． ４６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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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书备查文件 ．．．．．．．．．．．．．．．．．．．．．．．．．．．．４７
一、有关经济行为文件．．．．．．．．．．．．．．．．．．．．．．．．．．．．．．．．． ４７
二、企业评估基准日会计报表 ．．．．．．．．．．．．．．．．．．．．．．．．．．． ４７
三、委托方与资产占有方营业执照复印件．．．．．．．．．．．．．．．．．． ４７
四、委托方与资产占有方承诺函 ．．．．．．．．．．．．．．．．．．．．．．．．． ４７
五、资产评估人员和机构的承诺函 ．．．．．．．．．．．．．．．．．．．．．．． ４７
六、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资格证书复印件 ．．．．．．．．．． ４７
七、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 ４７
八、项目参加人员名单及其资格证书复印件 ．．．．．．．．．．．．．．．． ４７
九、资产评估业务约定合同 ．．．．．．．．．．．．．．．．．．．．．．．．．．．．． ４７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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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泉厦高速公路机电工程项目（Ｅ 合同）
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中企华评报字（２００３）第 ０８５ 号

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计交通［１９９１］１８１６ 号）文《关于福州至厦
门公路泉州至厦门段高速公路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泉厦高速公路是
由国务院批准的公路建设项目，该项目依照以地方为主，多渠道筹集
资金的原则建设，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全线通车。截止评估基准日（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泉厦高速公路机电工程项目（Ｅ 合同）工程尚未完成竣
工决算。根据《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决议》，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福建省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的泉厦高速公路机电工程项目（Ｅ 合同），为此，需对该
在建工程资产进行评估，作为交易参考依据。
我公司接受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有
关资产评估的法律和国家其他有关部门的法规与规定，本着独立、公
正、科学和客观的原则及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拟收购福建省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泉厦高速公路机电工程项目（Ｅ 合同）进行了评估，根据以上
评估工作，得出如下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持续使用前提下，福建省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泉厦高速公路机电工程项目（Ｅ 合 同 ）的帐面资产为
１０８５７．６４ 万元，调整后帐面资产为 １０８５７．６４ 万元，评估后的资产价
值为 ６２６８．８７ 万元，评估减值 ４５８８．７７ 万元，评估减值率 ４２．２６％。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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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果详见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及评估明细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固定资产
其中：在建工程
建 筑 物
机器设备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长期负债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负债总计

８

净资产

９

帐面价值
调整后帐面值
Ａ
Ｂ
１０８５７．６４
１０８５７．６４
１０８５７．６４
１０８５７．６４

评估价值
Ｃ
６２６８．８７
６２６８．８７

增减值
增加率％
Ｄ＝Ｃ－Ｂ
Ｅ＝Ｄ／Ｂ＊１００
－４５８８．７７
－４２．２６
－４５８８．７７
－４２．２６

１０８５７．６４

１０８５７．６４

６２６８．８７

－４５８８．７７

－４２．２６

１０８５７．６４

１０８５７．６４

６２６８．８７

－４５８８．７７

－４２．２６

本报告书评估结论有效期限自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起至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３０ 日止。当评估目的在评估基准日后的一年内实现时，
以评估结论作为交易价值参考依据，超过一年，需重新确定评估结论。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
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

法定代表人：孙月焕

注册资产评估师：孙健南

（签章）
注册资产评估师：王春孝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二○○三年六月十日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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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泉厦高速公路机电工程项目（Ｅ 合同）
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企华评报字（２００３）第 ０８５ 号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
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和操作规范，对福建发
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泉厦高
速公路机电工程项目（Ｅ 合同）进行了评估工作。本公司的评估人员按
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项目实施了实地勘查、市场调查与询
证，对委托评估的在建工程资产在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所表现的公允市
场价值作出了评定估算。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与资产占有方简介
（一）委托方：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杨桥东路 １１８ 号宏杨新城 ２ 座
注册资本：陆亿捌仟伍佰万元
法定代表人：唐建辉
经营范围：投资开发、建设、经营公路；机械设备租赁，咨询服
务；工业生产资料，百货，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仪器仪表，
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是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经福建省人
民政府闽政体股［１９９９］１４ 号文批准，由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联
合福建省汽车运输总公司、福建省公路物资公司、福建省畅达交通经
济技术开发公司和福建福通对外经济合作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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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２０００ 年 ６ 月，在交通部明确了其投资形成的股权的委托
管理人为华建中心的基础上，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闽政体股［２０００］１３
号文的批复，省高速公路公司将原代为持有的由中央财政性资金投资
形成的股权变更为华建中心持有，变更后省高速公路公司仍为股份公
司的第一大股东，华建中心成为第二大股东。公司主要资产为全长
８１．８９８ 公里的泉厦高速公路及其附属设施（不包含服务区及管理用
房）、原泉厦高速公路公司的公路维护机械设备和运输设备等。
公司已公开发行股票并于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资产占有方概况
企业名称：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台江区国货西路中闽广安城；
注册资本：１０ 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唐建辉
主营业务：投资建设高速公路；工业生产资料，百货，建筑材料，
五金、交电、化工、仪器仪表，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的销售。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福建省人民政府为适应全省经济发展和扩大对外开
放的需要，批准成立“省福厦漳高速公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１９９３
年 ３ 月，省编制委员会以闽编［１９９３］３７ 号文批准成立“福建省福厦漳
高速公路建设总指挥部”，作为福厦漳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单位，行使
业主职能，负责开展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组织完成建设期的各项任
务，具体协调处理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标准、运营等有关问题，
并进行技术把关。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省经委根据省政府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闽经企［１９９４］５９４ 号文同意筹建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１９９５ 年，
“福建省福厦漳高速公路建设总指挥部”更名为“福建省高速公路建
设总指挥部”；同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根据闽政办［１９９５］函 １０ 号文批
准成立国有独资的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并归口福建省交通厅管
理。１９９７ 年 ８ 月，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经福建省工商局注册登记
正式成立，注册资本为 １０ 亿元人民币，统一负责全省高速公路的建
设、运营和管理工作，为高速公路的建设筹融资，受省交通厅的委托，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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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路政管理，维护高速公路的路产、路权等。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福建省第一条高速公路——泉厦高速公路顺
利建成通车。并在 １９９９ 年的改制重组中将该高速路作为主发起资产
投入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高速公路是一项投资期限长，
投资额大，收益较稳定的投资，公司的经营风险相对较低，公司在全
省高速公路建设中处于龙头地位。

二、评估目的
根据《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决议》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拟向福建省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收购泉厦高速公路机电工程项目（Ｅ 合同），为此，需对福建省
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泉厦高速公路的在建工程进行资产评估，作为交易
的参考依据。

三、评估范围与对象
（一）评估范围：本次评估范围为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泉厦高
速公路机电工程项目（Ｅ 合同）。评估前帐面资产为 １０８５７．６４ 万元。
（二）评估对象：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泉厦高速公路机器设备，
包括交通监控系统、通信系统、收费系统和通风照明系统。上述设备
账列在建工程科目。
交通监控系统包括：监控分中心 ＬＡＮ 本地网 ２ 套、ＶＤ 车辆检测
系统 １９ 套、能见度检测系统 ２ 套、ＣＭＳ 可变情况板 ２ 块、移动式情
报板 ２ 块、隧道监控系统 １ 套。
通信系统包括：程控交换机设备 ３ 套、ＡＤＭ１５５ 光端机 ５ 套、ＰＣＭ９
套、ＤＬＣ５ 套、ＥＴ 紧急电话 ３９ 对、通信光电缆、通信电源等。
收费系统包括：６ 个收费站、２ 个收费分中心、１ 个收费总中心、
４４ 条半自动收费车道设备、外场设备、ＣＣＴＶ 系统及收费软件等。
通风照明系统包括：２７ 座高杆灯、４ 条隧道照明及路灯照明、隧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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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通风设备、控制设备和供配电线路。
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与委托评估确定的资产范围基本一致。

四、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的基准日是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一切计价标准均为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所有资产均为基准日
实际存在的资产，本报告中的帐面价值为企业提供的帐面价值。
评估基准日是确认资产、评估价格的基准时间，本项目所选取的
评估基准日为一特定会计期间的终止时点，能够全面反映评估对象各
种资产的整体情况，同时，评估基准日与评估目的计划实现日较接近，
而且评估基准日前后没有可导致被评估资产价值发生重大变化的影
响因素，因此评估基准日的选择是合理的。

五、评估原则
（一）遵循独立性原则。作为独立的社会公正性机构，评估工作始
终坚持独立的第三者立场，不受外界干扰和委托者意图的影响；
（二）遵循客观性原则。评估人员从实际出发，通过现场勘察，在
掌握翔实可靠资料的基础上，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
使得评估结果具备充分的事实依据；
（三）遵循科学性原则。结合本次评估的特点，我们聘请了有关的
行业专家进行了认真的论证，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各类资产
的特点确定了科学的评估方法，使资产评估结果科学合理；
（四）遵循产权利益主体变动原则。即以委评资产的产权利益主体
变动为假设前提，确定其在评估基准日公允价值；
（五）遵循资产持续经营的原则。根据被评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
使用的方式、规模、频度、环境等情况继续使用或者在有所改变的基
础上使用，确定相应的评估方法、参数和依据；
（六）遵循替代性原则。评估作价时，如果同一资产或同种资产在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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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基准日可能实现的或实际存在的价格或价格标准有多种，则选用
最低的一种；
（七）遵循公开市场原则。即评估的作价依据和评估结论在公开市
场存在或成立；
（八）维护资产占有者及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原则。

六、评估依据
我们在本次资产评估工作中所遵循的国家、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
的法律法规，以及在评估中参考的文件资料主要有：
（一）评估法律法规依据
１．国务院 １９９１ 年 ９１ 号令《国有资产管理办法》；
２．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办发（１９９２）３６ 号《国有资产评估管
理办法施行细则》；
３．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评协［１９９６］０３ 号《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
见》（试行）；
４．财政部财评字［１９９９］９１ 号文关于印发《资产评估报告内容与
格式的暂行规定》；
５．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２００１］１０２ 号文《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
部关于改革国有资产评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资产评估监督管理工作
意见的通知》；
６．财政部财企［２００１］８０２ 号文《财政部关于印发〈国有资产评估
项目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７．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闽政办［２００２］１７０ 号文《福建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转发省财政厅关于改革国有资产评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资
产评估监督管理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８．财政部 １９９２ 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二）评估工作经济行为依据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决议》。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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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工作重大合同协议、产权证明文件
１．国家计划委员会（计交通［１９９１］１８１６ 号）文《关于福州至厦门
公路泉州至厦门段高速公路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２．国家计划委员会（计交通［１９９３］３４０ 号）文印发《关于审批泉州
至厦门高速公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通知；
３．交通部交工发［１９９３］４８４ 号《关于泉州至厦门高速公路初步设
计的批复》；
４．福建省公路项目泉厦高速公路交通工程机电合同（Ｅ 合同）合同
文件；
５．福建省公路项目交通工程机电合同（Ｅ 合同）招标文件；
６．福建省公路项目中期支付证书。
（四）评估取价标准依据
１．机械工业部机电产品价格信息中心 ２００２ 年《机电产品报价手
册》；
２．１９９１ 年国务院 ８２ 号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行条例》
及 １９９９ 年财政部关于调整投调税的通知；
３．现行的关税政策及评估基准日时执行的贷款利率、汇率；
４．中国邮电部颁发的邮部［１９９５］６２６ 号文件；
５．慧聪 ＩＴ 商情网资料；
６．本公司询价所取得的资料。

七、评估方法
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及资产评估操作规范要求，在建工程
中设备工程资产的评估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
根据企业提供的设备工程明细清单，逐一进行了核对，做到帐表
相符，同时通过对有关的合同、法律权属证明及会计凭证审查核实对
其权属予以确认。在此基础上，组织专业工程技术人员逐一进行现场
勘察和核实。
１．重置全价的确定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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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设备均为国产设备或国外购买的进口设备。
（１）凡能询到评估基准日市场价格的设备（含电脑设备和部分专
用设备，分别通过查询慧聪 ＩＴ 商情网和具体承包商获得），以此价格
加运杂费、安装调试费等相关费用及建设单位管理费、资金成本来确
定设备的重置全价。
（２）凡目前尚无法查询现行价格的设备，用类比法查询类似的设
备的价格加以修正，加运杂费、安装调试费、技术服务费等相关费用
及建设单位管理费、资金成本等来确定其重置全价。
２．成新率的确定
通过对设备使用状况的现场考察，并考虑有关各类设备的实际使
用年限的规定，以及该设备的已使用年限等因素，合理确定各种设备
的理论成新率；通过查阅有关成套设备、主要设备、系统的运行状况，
主要技术指标等资料，以及向有关工程技术人员、操作技工查询该等
设备的技术状况、大修次数、维修保养的情况，合理确定各种设备的
现场勘察成新率，最后以权重法确定设备的综合成新率。
３．评估值的确定
将重置全价和成新率相乘，得出评估值。

八、评估过程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关于资产评估的规定和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
依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有关法律和规范化要求，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
任公司的评估人员对企业提供的法律性文件与会计记录以及相关资
料进行了验证审核，按评估的资产范围对企业提供的资产清单进行了
必要的产权验证并对资产进行了翔实的现场勘查和核对，资产评估过
程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接受委托
评估小组进入评估现场后，首先进行以下工作：
１．向委托方了解总体方案，明确评估目的，明确评估的范围和对
象；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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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与委托方签署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３．与委托方共同选定评估基准日。
（二）资产清查
评估人员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２ 日进入现场后，
首先指导企业清查资产，
然后对企业提供的各类资产原始评估明细表进行了核查，对表中漏
填、误填的项目要求企业进行修改和补充，请企业在修正后的原始明
细表上盖章，作为评估的原始依据。
自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对进入评估范围的资
产进行了资产清查和现场勘察，现将情况说明如下：
评估小组对企业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进行了清查核对，注意核对
未进帐的和已核销的设备，并向设备管理和使用人员了解设备的使用
维护、修理和技术改造情况，对于主要的大型关键设备，进行了现场
勘察。
（三）评定估算
从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至 ６ 月 １０ 日，评估小组对从调查现场收集
的资料进行分析和汇总：
１．分资产类别对资产进行分析、计算和评估，拟定各分项评估报
告，然后将分项报告进行汇总，得出评估结果；
２．撰写总报告。
（四）报告审核及提交
撰写的报告经公司项目负责人、部门负责人及由三总师组成的项
目审核委员会的三级审核。

九、评估结论
我公司接受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有
关资产评估的法律和国家其他有关部门的法规与规定，本着独立、公
正、科学和客观的原则及必要的评估程序，对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拟收购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拥有的泉厦高速公路机电
工程项目（Ｅ 合同）进行了评估，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如下评估结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43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泉厦高速公路机电工程项目（Ｅ合同）资产评估报告书

论：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持续使用前提下，泉厦高速公路
机电工程项目的帐面总资产为 １０８５７．６４ 万元，调整后帐面总资产为
１０８５７．６４ 万元，评估后的总资产价值为 ６２６８．８７ 万元，评估减值
４５８８．７７ 万元， 减值率 ４２．２６％。
评估结果详见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及评估明细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固定资产

帐面价值

调整后帐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加率％

Ａ

Ｂ

Ｃ

Ｄ＝Ｃ－Ｂ

Ｅ＝Ｄ／Ｂ＊１００

１

１０８５７．６４

１０８５７．６４

６２６８．８７

－４５８８．７７

－４２．２６

其中：在建工程 ２

１０８５７．６４

１０８５７．６４

６２６８．８７

－４５８８．７７

－４２．２６

１０８５７．６４

１０８５７．６４

６２６８．８７

－４５８８．７７

－４２．２６

１０８５７．６４

１０８５７．６４

６２６８．８７

－４５８８．７７

－４２．２６

建 筑 物 ３
机器设备 ４
资产总计

５

流动负债

６

长期负债

７

负债总计

８

净资产

９

十、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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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的有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一）本评估结果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下，根据公开市
场原则确定的现行价格，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
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
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资
产价格的影响。当前述条件以及评估中遵循的持续经营原则等发生变
化时，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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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管理层和其他人员提供的与评
估相关的所有资料，是编制本报告的基础，企业应对其提供资料的真
实性、全面性负责。
（三）本公司对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提供的有关经济行为文件、营
业执照、产权证明文件、会计凭证等资料进行独立审查，但不对上述
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四）本次评估中，对机器设备的技术鉴定主要采用现场勘察手
段，未使用精密仪器对设备进行测试和查验，但评估人员认为不影响
评估结果的准确度。
（五 ）泉厦高速公路机电工程项目（Ｅ 合同）在建工程账面值为
１０８５７６３９６ 元，至评估基准日为止实际支付的工程款为 ９４７９４４３２．０５
元，本次所收购资产的未付清款项应由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负
担。
（六）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泉厦高速公路机电工程项目（Ｅ 合
同）四大系统（监控、通信、收费及通风照明系统）虽已投入使用二年
多，但因工程尚未进行竣工决算，故截至评估基准日为止，施工单位
尚有部分资料未移交给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本次评估仅根据目
前已有的机器设备资料进行评估。
（七）由于企业尚未完成对工程投资的竣工决算，故其帐面值非为
最终批准的决算值。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注意以上的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所产生的影
响。
十一、评估基准日期后重大事项
评估基准日后，若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对评估结论造
成影响时，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须对评估结论进行调整或重新
评估。
评估基准日后泉厦高速公路机电工程项目（Ｅ 合同）将进行竣工决
算，该竣工决算报告可能会对一些数字进行调整，请评估报告的使用
者注意该期后事项。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45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泉厦高速公路机电工程项目（Ｅ合同）资产评估报告书

十二、评估报告书的法律效力
（一）本评估报告的结论是以在产权明确的情况下，以持续经营为
前提条件；
（二）本报告书评估结论有效期限自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起至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３０ 日止。当评估目的的经济行为在评估基准日后的
一年内实现时，以评估结论作为价值参考依据，超过一年，需重新确
定评估结论；
（三）本评估报告在评估机构签字盖章后，具有法律效力；
（四）本评估报告需提交财产评估主管机关进行备案，待取得正式
批复后方能正式使用；
（五）本报告书的评估结论仅供委托方为本次评估目的和送交财
产评估主管机关审查使用，报告书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
方许可，我公司不会随意向他人公开。
十三、评估报告提出日期
本报告书提交委托方的时间为：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０ 日。

法定代表人：孙月焕

注册资产评估师：孙健南
注册资产评估师：王春孝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二○○三年六月十日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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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书备查文件
一、有关经济行为文件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决议》。
二、企业评估基准日会计报表
三、委托方与资产占有方营业执照复印件
（一）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委托方与资产占有方承诺函
五、资产评估人员和机构的承诺函
六、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资格证书复印件
七、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八、项目参加人员名单及其资格证书复印件
九、资产评估业务约定合同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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