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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补充反馈意见的回复报告 
 

 

 

 
 

发行人：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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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于 2016 年 2 月 5 日出具的 153825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反馈意见通知书》的要求，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平高电气”、“申请人”、“发行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项目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组织发行人、发行人律师（指“北京市君都律师

事务所”）、评估机构（指“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反馈意见所述问

题进行了逐项落实、核查，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已进行了书面回复。现针对贵会补

充反馈意见，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进行了逐项落实并回复如下，请予以审核。 

 

说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尽职调查报告中的相

同。 

二、本回复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

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三、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加粗）：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加粗）：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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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申请人本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9 亿元，其中 89,473.84 万元用于收购上海天灵 90%股权，22,674.97 万元用于收购

平高威海 100%股权，97,489.14万元用于收购平高通用 100%股权，78,217.56万元用于收购国际工程 100%股权，13,867.21万元用于

收购廊坊东芝 50%股权，4.5 亿元用于增资国际工程，2 亿元用于增资平高通用，9,900 万元用于增资上海天灵，5,000 万元用于增资

平高威海，37,766万元用于增资天津平高，67,561万元用于印度工厂建设项目，3,05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请申请人完善列表披

露此次拟收购标的公司的账面值、评估值、评估方法、收购股权比例、收购价格、拟增资金额等相关内容。 

回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90,000.00 万元，其中用于收购标的公司股权共 301,722.72 万元，拟增资部分标的公司

共 79,900.00 万元，具体如下表：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名称 

标的公司净

资产账面值

（2015.6.30） 

标的公司净资产评估值 
最终采用评

估方法 

收购股权 

比例 
收购价格 

公司拟 

增资金额 

市盈率 

2014 注 

市盈率 

2015 注 

营业收入 

（2015 年度） 

净利润 

（2015 年度） 资产基础法 收益现值法 

上海天灵 16,324.31 42,322.12 99,415.38 收益现值法 90.00% 89,473.84 9,900.00 28.30 18.08 68,142.61 5,637.54 

平高威海 12,892.78 15,065.65 22,674.97 收益现值法 100.00% 22,674.97 5,000.00 13.17 12.47 21,276.09 1,819.06 

平高通用 80,000.00 85,584.29 97,489.14 收益现值法 100.00% 97,489.14 20,000.00 22.43 14.02 105,572.69 6,955.59 

国际工程 10,323.58 15,364.97 78,217.56 收益现值法 100.00% 78,217.56 45,000.00 - 18.98 69,025.77 4,121.23 

廊坊东芝 15,107.46 21,726.90 27,734.42 收益现值法 50.00% 13,867.21 - 17.98 11.83 20,146.84 2,343.82 

小计 134,648.13 180,063.93 325,531.47 - - 301,722.72 79,900.00 平均 22.23 平均 15.70 284,164.00 20,87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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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市盈率 2014=总价值（或总市值）/2014 年度净利润，市盈率 2015=总价值（或

总市值）/2015 年度净利润；（2）平高电气申请停牌时的市盈率 2014 为 34.46 倍，市盈率

2015 为 31.07 倍；（3）以截至 2016 年 4 月 15 日收盘价计算，平高电气市盈率 2014 为 25.00

倍，市盈率 2015 为 22.54 倍。 

相关资产评估结果已经履行完成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备案程序，并已

取得《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备案编号分别为：15-51、15-52、15-53、

15-54、15-55）。 

根据中天和评估师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和资产[2015]评字第 90024

号），中天和评估师主要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现值法两种方法对上海天灵进行

评估，其中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为 42,322.12万元，较账面价值16,324.31万元

增值 159.26%；收益现值法的评估结论为 99,415.38 万元，较账面价值增值

509.00%。最终采用收益现值法。本次交易中，公司收购上海天灵 90.00%股权

的价格为 89,473.84 万元。根据公司与上海嘉加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增资协

议》，收购完成后，公司拟向上海天灵增资 9,900.00 万元，上海嘉加拟向上海天

灵增资 1,100.00 万元，增资合计为 11,000.00 万元。 

根据中天和评估师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和资产[2015]评字第 90026

号），中天和评估师主要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现值法两种方法对平高威海进行

评估，其中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为 15,065.65万元，较账面价值12,892.78万元

增值 16.85%；收益现值法的评估结论为 22,674.97 万元，较账面价值增值

75.87%。最终采用收益现值法。本次交易中，公司收购平高威海 100.00%股权

的价格为 22,674.97 万元。收购完成后，公司拟向平高威海增资 5,000.00 万元。 

根据中天和评估师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和资产[2015]评字第 90035

号），中天和评估师主要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现值法两种方法对平高通用进行

评估，其中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为 85,584.29万元，较账面价值80,000.00万元

增值 6.98%；收益现值法的评估结论为 97,489.14 万元，较账面价值增值

21.86%。最终采用收益现值法。本次交易中，公司收购平高通用 100.00%股权

的价格为 97,489.14 万元。收购完成后，公司拟向平高通用增资 20,000.00 万元。 

根据中天和评估师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和资产[2015]评字第 9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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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中天和评估师主要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现值法两种方法对国际工程进行

评估，其中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为 15,364.97万元，较账面价值10,323.58万元

增值 48.83%；收益现值法的评估结论为 78,217.56 万元，较账面价值增值

657.66%。最终采用收益现值法。本次交易中，公司收购国际工程 100.00%股权

的价格为 78,217.56 万元。收购完成后，公司拟向国际工程增资 45,000.00 万元。 

根据中天和评估师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和资产[2015]评字第 90025

号），中天和评估师主要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现值法两种方法对廊坊东芝进行

评估，其中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为 21,726.90万元，较账面价值15,107.46万元

增值 43.82%；收益现值法的评估结论为 27,734.42 万元，较账面价值增值

83.58%。最终采用收益现值法。本次交易中，公司收购廊坊东芝 50.00%股权的

价格为 13,867.21 万元。 

 

问题 2、本次拟收购的上海天灵和国际工程收益法评估值均显著高于资产基

础法评估值，请评估机构说明两种评估结果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并

请保荐机构就上述显著差异的合理性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评估结果差异对比 

单位：万元 

评估对象 账面净资产 
资产基础法

评估值 

收益法 

评估值 

两种方法

差异率 
资产特征 

上海天灵开关厂

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 

16,324.31 42,322.12 99,415.38 134.90% 

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技

术；销售收入增长率远高于

行业平均水平；净资产收益

率明显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平高集团国际工

程有限公司 
10,323.58 15,364.97 78,217.56 409.06% 

59.52 亿元在手合同；销售

收入增长率远高于行业平

均水平；“轻资产”公司，

固定资产占比仅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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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差异原因及合理性分析 

（一）评估方法分析 

收益法采用未来现金流折现，是基于对标的公司在相关假设前提条件下、

未来预测期内的合理收益进行预测，并将其折现到评估基准日所做的价值评

估。资产基础法则是从重置资产角度出发，假设按现行市价重置购买标的公司

基准日账面上的资产和负债，是着眼于标的公司已有的资产和负债组成。故： 

1、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的内涵不同 

两种方法作出的评估结论的内涵对比如图：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非

流动负债 

收益法评估结果 

不可辨识的资产 

客户关系、供应商关系、研发能力、人

力资源、内部管理能力、企业、行业未来发

展等等 

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产生收益的折现 

由于资产基础法以企业账面、账外现有可辨识的资产、负债为基础进行评

估，故一些不能辨识的资产、无形资产等被忽略；而收益法评估结果是各种有

形、无形资产、因素综合作用产生收益的折现，因而造成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和收益法评估结果之间的差异。 

2、资产基础法对企业未来成长价值不能合理的量化体现 

本次拟收购的标的公司上海天灵和国际工程所属行业具有较高的成长性，具

体说明详见本问题回复“（二）行业背景与市场分析”；同时，上海天灵和国际

工程自身的发展能力及发展趋势也远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公司未来具有较高的

成长性，具体说明详见本问题回复“（三）资产特征分析”。因此，以资产基础

法进行评估，无法对企业未来成长性价值进行量化估值，与企业实际价值产生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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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背景与市场分析 

1、巨大的国内配电网建设市场需求 

2015 年 8 月 31 日，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配电网建设改造行动计划（2015

—2020 年）》。该计划明确指出，要有效加大配电网资金投入： 

配电网建设改造计划范围包括：“电压等级涵盖 110 千伏及以下电网，包

括 110（66）千伏、35 千伏、10（20、6）千伏以及 380（220）伏。规划范围覆

盖市（州、盟）的市区、郊区、县改区，以及县（县级市、旗）及以下区域（包

括乡、镇、村）。” 

配电网投资规模：“2015-2020 年，配电网建设改造投资不低于 2 万亿元，

其中 2015 年投资不低于 3,000 亿元，“十三五”期间累计投资不低于 1.7 万亿

元。预计到 2020 年，高压配电网变电容量达到 21 亿千伏安、线路长度达到 101

万公里，分别是 2014 年的 1.5 倍、1.4 倍，中压公用配变容量达到 11.5 亿千伏

安、线路长度达到 404 万公里，分别是 2014 年的 1.4 倍、1.3 倍。” 

根据2009-2014年能源局披露的电网基建投资完成额，匡算出配网建设投资

总额2万亿元，在2015-2020年的预测数据分别为 3,000亿元、3,100亿元、3,300

亿元、3,400 亿元、3,500 亿元和 3,700 亿元。 

上述预测 2020 年配网投资额 3,700 亿元与 2014 年配网投资额 1,700 亿元相

比，增幅为 117.65%，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3.84%。未来 5 年，中低压电气行业

将保持较快速度增长。 

2、巨大的国际电力工程建设市场需求 

（1）我国电力工业技术的优势 

电力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电力建设和电力输送是国家能源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输变电成套设备主要应用于电力系统和工矿企业的电能传输和电能

控制等，影响电网的建设、安全与可靠运行，特别是高压输变电设备，属电力发

展的重大关键设备，也是国家能源战略和装备制造业领域中的重大战略设备。 

我国基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政策上支持电网建设及输变电制造行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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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对超高压、特高压输变电技术进行重点扶植，推动高尖端产业的技术研发。

特高压技术带动中国输变电设备出口竞争力不断增加。 

截至 2014 年底，中国电力企业出口市场已涵盖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据机电

商会统计，2014 年，中国电力工业海外项目签约额约 301 亿美元，签约总装机

容量约 2000 万 kW，相比 2004 年的 20 亿美元签约额，10 年间增长了 14 倍。 

在输变电方面，中国的输变电设备具有良好的适应性，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

的薄弱网架结构，适合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承接

的输变电项目涉及 110 kV、115 kV、132 kV、220 kV、230 kV、330 kV、400 kV、

500 kV、800 kV 等多个电力等级。 

2014 年 2 月 7 日，国家电网持股 20%股权的香港电灯有限公司与巴西国家

电力公司组成联营体，中标美洲第一个特高压工程——巴西美丽山水电±800 千

伏特高压直流送出特许经营权项目，标志着我国特高压技术“走出去”取得重大

突破。同时，国家电网公司已着手开展哈萨克斯坦埃基巴斯图兹－南阳±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俄罗斯叶尔科夫齐－河北霸州±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工

程、蒙古锡伯敖包－天津和新疆伊梨－巴勒斯坦伊斯兰堡±660 千伏直流工程的

前期工作。特高压成为继高铁外交之后“中国制造”的又一张外交名片。 

（2）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电力互联互通新增市场需求 

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部署，就必须加快电网互联互通，构建全球能源

互联网，建设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输送清洁能源为主导、全球互联互通的

坚强智能电网。“一带一路”沿线 64 个国家中，相当多的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电

力比较缺乏，而这些国家绝大多数也正是中国企业开拓的传统海外电力市场。有

效结合与“一带一路”战略相配套的政策措施，中国企业可以更多地参与到中国

与周边国家的电力互联互通建设中，从规划、投资、技术应用、设备出口、施工

建设、运营管理等多方面融入海外电力市场的建设。 

（3）全球电力消费需求促进输变电行业发展 

世界电力消费的需求带动国外输变电市场发展，经济发达国家电网升级改

造、新兴国家电网基础建设等都存在较大的空间。欧美、东亚、印度地区凭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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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发展的经济及科技实力，在电网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可观的规模，部分

设备老化更新、电网升级改造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中亚、非洲等地区因为电

力基础建设较为薄弱，随着经济的发展，基础建设得到重视，将成为电力建设的

新兴市场，带动输变电产品的国际需求。 

电力作为各国满足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的重要能源形式，也是增长最快

的终端能源形式。根据《世界能源展望 2014》，预计到 2040 年，为应对电力需

求的增加，以及替代现有退役装机容量，全球需要新建 7200GW 的装机容量，

巨大的电力消费需求将带动世界各国的电力建设投资，为国际输变电市场的发展

带来机遇。城市化、工业化、节能环保的需要导致大规模电网建设成必然，电力

需求增长、电网基础建设、发达地区老化设备更新、新能源发电并网、跨国跨地

区长距离输电等成为主要电力建设需求，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输变电设备市场。 

2005-2030 年期间世界电力投资预计将达到 11.3 万亿美元，输变电投资为 6.1

万亿美元。 

（4）局部地区市场潜力巨大 

近年来，我国的输变电及控制设备行业出口总体表现出良好势头。从出口地

区分布来看，仍然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但是发达国家所占比例在逐渐的增加，这

说明我国的输变电及控制设备产品不断受到了发达国家的认可，行业的出口竞争

力不断增强。 

① 北美地区 

美国的输变电设备市场占北美整体市场的近 70%。美国输电网架规模巨大，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高压输电网络，但由于美国电网建设较早，70%的输电线路和

变压器都已运行 25 年以上，部分电网设备陈旧老化。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用

电负荷的增加将对美国电网造成过重的负载压力，为保证电力传输的安全可靠，

未来美国将对老化输变电设备进行更新，形成巨大的电网更新市场。 

在电网更新过程中，变压器等重要输变电设备将成为重要的更新目标，带来

较好的市场空间。此外，随着新能源并网发电的发展，智能电网建设的提速，新

型电网将成为美国新建输电网络的主要选择，与之对应的输变电设备将是美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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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电网的主要设备。 

② 欧洲地区 

欧洲用电需求总量较大，但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后增速较低，根据欧洲输电

运营商联盟（Entso-e）发布的《2012 欧洲电网 10 年规划（草案）》规划，为了

实现欧盟提出的 2020 年能源政策目标，确保新增可再生能源电力顺利并网发电，

欧洲未来 10 年需要为电网升级投资 1040 亿欧元，预计 2020 年前的电力需求将

保持 1.5%的年均增速，到 2020 年欧盟的电力总需求将达 3.657 万亿 kWh。长距

离输电、电网更新改造与升级、新能源发电并网、智能电网的发展将成为欧洲电

网建设的主要方向。未来 10 年欧盟预计需要新建总长达 5.15 万 km 的超高压输

电线路，涉及 100 个全新电网项目，电网升级投资 1,040 亿欧元，其中德国将成

为欧盟成员国中支出最高的国家，预计投资额将达 300 亿欧元，英国投资 190

亿欧元进行电力系统升级。 

土耳其作为丝绸之路南线的终点，连接欧亚大陆，地域上的便捷性和人力成

本的相对优势，使土耳其在最近十几年承接了欧洲转移的大量制造产业，其中也

包括电力设备产业。最近几年，欧洲变压器生产企业纷纷迁址土耳其。除了本国

市场的电力建设正经历迅猛的发展，随着电力设备产业链的聚集，其辐射的市场

包括中东、北非、东欧，并且逐步打入德国、法国等主流市场。 

俄罗斯的电力系统已经十分老旧，尽管新建项目不多，但是大量设备急需淘

汰更新，其主流市场主要选用欧洲品牌的设备。但近年来由于西方的制裁，以及

捉襟见肘的预算，给中国产品进入该市场带来大量机会。 

③ 亚洲地区 

远东及东南亚新兴市场有着较快发展速度。其中日本、韩国凭借着经济基础

及科技优势，在电网建设方面有着较高的投资，而新能源与智能电网的发展将进

一步推动两国电力基础建设。泰国为解决日益紧张的国内用电问题，制订了 2013

年至 2017 年电厂和供电系统 5 年发展计划，总预算为 3,000 亿铢，电厂投资与

供电系统投资比例为 6:4，而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的发展将带动并网需求，形成泰

国电网建设的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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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用电需求的增长，2012 年印度全国大面积停电事

件暴露了印度电网建设的薄弱，电力短缺、输电网架建设落后成为制约印度经济

发展的重要因素，刺激印度政府加快电力系统基础建设。印度与中国市场存在诸

多相似之处，广阔的国土面积、高速发展的经济激发了印度输变电市场。根据国

外知名公司 TechSci 研究发布的《2020 年印度输配电变压器市场预测和机遇》，

2015-2020 年，印度输配电变压器市场预计以年复合增长率 10.5%增长。在第 12

个五年计划中，印度政府集中扩张输配电网络，较之前的五年计划投资极大增加，

预计会使未来 5 年输配电变压器行业迎来强劲增长。报告中还强调中国变压器制

造商在印度市场中的增加渗透，未来中国对印度的输变电设备出口将大幅增加，

给印度国内变压器制造商敲响了更激烈竞争的警钟。 

④ 非洲地区 

根据联合国报告，非洲拥有 1.4 万 MW 的地热开发潜力和 1,759TW 时的水

电容量，但目前非洲整体电力建设落后，电网覆盖率低，人均用电量较小。非洲

各国总量规模较小，薄弱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其电网建设预留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非洲为中国企业在全球开展工程承包的第二大市场。近年来，中国企业对非

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很快，在非洲建成了大量公路、桥梁、铁路和港口发电项目。

根据德勤咨询公司的报告，在 2013 年 6 月前开始动工的 322 个非洲地区大型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中，由中国公司承建占比达 12%，涵盖了铁路、公路、港口、油

气田及发电站等各个领域。电力方面，近两年来较大的项目有：2013 年 5 月开

工的由中国电建集团承建的尼日利亚宗格鲁水电站项目，总装机容量为 70 万千

瓦，合同总金额为 12.94 亿美元；2013 年 12 月启用的由中国电建集团承建的赞

比亚卡里巴北岸水电站扩机项目 5 号机组正式启用，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其融资

3.15 亿美元；2013 年 12 月竣工的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承建的加纳布维水电站项

目，是加纳仅次于阿克松博电站的第二大水电站；2014 年 2 月由中国电建集团

承建的苏布雷水电站项目，是科特迪瓦最大的水电站工程，总装机容量 27 万千

瓦。 

综上，世界电力消费的需求带动国外巨大的输变电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电网

升级改造、新兴国家电网基础建设等都存在较大的空间。欧美、东亚、印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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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着高速发展的经济及科技实力，在电网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可观的规

模，部分设备老化更新、电网升级改造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中亚、非洲等地

区因为电力基础建设较为薄弱，随着经济的发展，基础建设得到重视，将成为电

力建设的新兴市场，带动输变电产品的国际需求。 

（三）资产特征分析 

1、上海天灵 

上海天灵是国内为数极少的能与 ABB 等知名跨国公司在中压开关领域同台

竞技的优秀企业，在引领开关行业气体绝缘开关柜产品和生产工艺的飞跃同

时，打破了长期被国际知名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市场。上海天灵已基本成为“国

际一流中压气体绝缘开关柜研发和生产基地”，生产的中压气体绝缘开关柜产

品目前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2013 年-2014 年，上海天灵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18.06%、25.14%，总资产

报酬率分别为 9.13%、11.47%，均呈上升趋势；净资产收益率与总资产报酬率

的历史均值为 21.60%和 10.30%，分别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 7.04%和 6.25%；公

司盈利能力随着管理水平的提高而稳步提高，盈利能力明显好于同行业平均水

平。 

2013 年-2014 年，上海天灵总资产周转率分别为 1.23、1.44，流动资产周转

率分别为 1.53、1.69，均呈上升趋势；总资产周转率与流动资产周转率的历史

均值为 1.34 和 1.61，分别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 0.56 和 0.79；公司资产运营状况

良好，营运能力明显好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2013年-2014年，上海天灵销售收入增长率分别为-7.02%、40.38%，历史均

值为 16.68%，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 0.30%；公司发展能力明显好于同行业平

均水平。 

2014年度营业收入较 2013年度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2014年度，上海天灵

中标迪斯尼项目（非关联交易），合同金额约 17,000 万元，为上海天灵成立以

来签订最大金额的单笔合同，2014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8,010 万元；同时，上海

天灵中标江苏省电力公司协议库存项目，2014 年度即实现销售收入 2,229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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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注：行业平均指标来自于上海天灵所属行业中选择的可比上市公司（天成控

股、长城电工、中电鑫龙、北京科锐、宏发股份）数据，系由评估人员计算而

得。 

2、国际工程 

国际工程主要业务方向为国际工程总承包及配套出口。受惠于我国“一带

一路”政策的大力推动，国际工程的合同总量大幅增加。目前国际工程的国际

营销网络遍及亚非欧及南美各大洲，项目辐射范围不断扩大，市场开拓速度极

快。 

截至 2016 年 2 月底，国际工程在手合同金额为 595,150.97 万元。其中，与

关联方客户签订的在手合同金额为 1,026.00 万元，占比 0.17%；前 10 大在手合

同均为与非关联方客户签订，金额合计为 583,408.79 万元，占在手合同总金额

的 98.03%。 

国际工程属于“轻资产”公司，固定资产占比非常低，2015 年 6 月 30 日、

2014 年末、2013 年末固定资产/资产总额比例分别为 0.05%、0.03%和 0.14%。 

2013 年-2014 年，国际工程销售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78.44%、108.96%，均呈

上升趋势；历史均值为 93.70%，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 11.02%；公司发展趋势

非常好，发展能力明显好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注：行业平均指标来自于国际工程所属行业中选择的可比上市公司（中工国

际、中国电建、北方国际、中国铁建、中国中冶、中国海城、中国中铁）数据，

系由评估人员计算而得。 

（四）可比案例分析 

近期国内市场选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两种评估方法进行评估，并最终选

取收益法评估结果的相似案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 

净资产 

资产基础

法评估值 

收益法 

评估值 

两种方法

差异率 
基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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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涉及的中广核三角洲集团（苏

州）特威塑胶有限公司部分股

权项目 

3,783.09 4,229.65 21,988.32 419.86% 
2015 年 

6 月 30 日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购买及托管涉及的重庆

仕益产品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

司全部股权项目 

1,012.66 1,099.81 5,636.56 412.50% 
2015 年 

7 月 31 日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北

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34,138.97 45,805.57 172,669.00 276.96% 
2014 年 

12 月 31日 

湖北鼎龙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

及的杭州旗捷科技有限公司全

部股权项目 

6,168.70 14,886.65 49,761.28 234.27% 
2015 年 

12 月 31日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智

慧海派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项目 

52,075.62 61,726.09 208,832.04 228.32% 
2015 年 

2 月 28 日 

上表可见，收益法评估结果与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的差异普遍存在，因此

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存在差异属合理情况，差异大小主要取决于标的资产

的未来盈利能力和标的公司的现有资产状况。 

综上所述，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的逻辑基础、出发的角度、

评估思路、价值内涵、选用参数等方面不同，综合影响，造成了评估价值的差

异。根据国内配电网建设市场及国际电力工程建设市场需求分析结果，以及上

海天灵和国际工程的资产特征，本次收益法评估值高于资产基础法评估值具备

合理性。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拟收购的上海天灵与国际工程收益法与资产

基础法评估结果存在显著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两种评估方法的逻辑基础、出

发的角度、评估思路、价值内涵、选用参数等方面不同，综合影响，造成了评

估价值的差异。综合考虑国内国际市场需求以及上海天灵和国际工程的资产特

征，并参考可比案例，收益法与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存在差异属合理情况，差

异大小主要取决于标的资产的未来盈利能力和标的公司的现有资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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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请申请人说明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收购标的资产是否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 

回复： 

平高电气拟利用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收购标的公司股权不适用《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中国证监会在《关于再融资募投项目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时相关监管要求

的问题与解答》中明确指出，“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重组办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如果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预案披露的

募投项目，在我会核准之后实施，或者该项目的实施与非公开发行获得我会核

准互为前提，可以不再适用《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是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为前提的，是在获得中

国证监会核准之后实施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

款规定“上市公司按照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发行证券文件披露的

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募集资金购买资产、对外投资的行为，不适用本办法”。 

经测算，本次拟收购标的公司资产总额占平高电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37.06%；本次拟收购标的公司资

产净额占平高电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净额

的比例为 47.40%；本次拟收购标的公司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

占平高电气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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