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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 

 

一、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

守了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

的内容是客观的，我们对评估结论的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

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

事方的责任。 

三、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方

没有现存或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四、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我们已对

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

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提供的资料能够满足出具评

估报告的要求。 

五、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

的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

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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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 

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股权项目 

评估报告摘要 

天圆开评报字[2016]第 1145号 

          

一、经济行为及评估目的：本次评估是为了满足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

其持有的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股权的需要，对所涉及的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于

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为该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意见。 

二、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估对象为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范围为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包括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等。 

三、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四、评估基准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 

五、评估方法：本次评估以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结合委估对象的实际

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中汽成都配件有限

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估算，然后加以校核。考虑评估方法的适用前提和评

估目的，本次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六、评估程序实施过程：经现场调查、资料收集与分析、评定估算等程序，得

出评估结论。 

七、评估结论：我们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法律、法规、规章和评估准则，本

着独立、公正、科学、客观的原则，履行了资产评估必要的程序，采用资产基础法

对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

评估，经综合分析得出评估结论： 

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9,058.46 万元。具体

评估结果为：资产账面价值 61,097.19 万元，评估值 64,220.92 万元，评估增值 3，

123.73 万元，增值率 5.11%；负债账面价值 15,680.92 万元，评估值 15,162.46 万元，

评估减值 518.46 万元，减值率 3.31%；净资产账面价值 45,416.27 万元，评估值

49,058.46 万元，评估增值 3,642.19 万元，增值率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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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特别事项的说明 

（一）本次评估范围的房屋建筑物 20项，总建筑面积 46,187.49 ㎡,构筑物 10 

项。房屋建（构）筑物类资产为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自建，已办理了项目选址意

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其中汽

车库未办理规划建设手续），尚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本次评估以未办理产权登记房屋建筑物符合规划建设要求，已足额交纳各项政

府规费，并能够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为假设前提。 

本次评估对已经测绘的房屋建筑物以测绘建筑面积为依据，对未经测绘的房屋 

建筑物以实地测量建筑面积为依据，其最终面积以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确认为准。 

房屋建筑物类资产为预转资，本次评估未考虑工程欠款对评估价值的影响。 

（二）列入评估范围的车辆 3 辆（详见车辆评估明细表序号 17 号、20 号和 21

号，账面原值 57.06 万元，账面净值 50.65 万元，车辆行驶证的所有权人为自然人，

尚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本次评估已经获得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对未过户车辆的

权属所有声明。  

（三）截止评估基准日，长期股权投资单位成都中汽配件销售有限公司已经办

理了税务注销登记。根据 2013 年 5 月股东会决议，股东一致同意对中汽成都配件销

售有限公司进行清算并注销，公司的资产及负债由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接收，清

算后公司的盈利或亏损金额由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承接，自然人股东同意放弃盈

利分配。公司财务报表的资产为往来款，故本次对长期股权投资以被投资单位评估

基准日的账面净资产乘以持股比例 100%作为评估值。 

    九、本评估报告的使用有效期：评估结论自评估基准日起至经济行为实现

日一年内使用有效，即自 2015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基准日至

经济行为实现日不到一年，但市场条件或资产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评估报告的结

论不能反映经济行为实现日价值，应重新评估。 

 

以上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结

论，应当阅读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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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 

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股权项目 

评估报告 

天圆开评报字[2016]第 1145号 

 

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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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以被评估

单位持续经营和公开市场为前提，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为满足四川禾嘉股份

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股权的需要，对涉及的中汽成都配

件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

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 委托方、被评估单位(或者产权持有单位)及其他报告使用者 

（一）委托方：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1．工商注册登记情况 

名    称：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嘉股份”）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    所：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九兴大道 3 号 

法定代表人：冷天辉  

注册号：510000000018610 

注册资本：102244.75 万元 

成立日期：1997 年 6 月 23 日 

营业期限：1997 年 6 月 23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管理（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

批文件经营）。 

（二）被评估单位：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  

1．工商注册登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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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汽成配”）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成都市新都工业东区桂锦路 1480 号 

法定代表人：宋浩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42019460975 

注册资本：4295 万元 

实收资本：4295 万元 

成立日期：1980 年 8 月 26 日 

营业期限：2000 年 8 月 25 日至 2030 年 8 月 25 日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 国内商业贸易（不含国家

专控，专营，专卖商品）；仓储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汽，柴油发动机及配件，

其他本厂自产产品的出口，来图来样加工，本企业科研生产所需进口的零部件，设

备，原材料的进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企业简介 

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原名为成都中汽成配凸轮轴有限公司，系生产各种发动

机凸轮轴的专业化公司。公司以生产钢制凸轮轴为起点，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支钢制

凸轮轴，目前已经拥有微轿车型、中吨位车型、重吨位车型的各条钢制凸轮轴生产

线。同时公司也大力发展铸造凸轮轴生产能力，其中冷激合金铸铁、可淬合金铸铁、

可淬球墨铸铁技术率先填补了国内空白，目前公司正致力于装配式凸轮轴的研发，

使公司成为国内唯一的装配式凸轮轴的生产厂家。现公司已累计生产各型汽车发动

机凸轮轴 450 余种。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各型汽车发动机凸轮轴生产基地。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6 月公司整体搬迁到新都工业园东园。为适应行业发展

和开拓高端产品市场，本次搬迁项目同时扩大了生产规模。选用精密加工设备，形

成技术先进、配套系统的航空航天主要钣金件和型材零件的加工生产线。总体技术

水平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建成达产后，将形成年产凸轮轴 350 万支的生产能

力。  

公司属国家鼓励发展的汽车关键部件制造行业，属内资企业享受西部大开发所

得税优惠政策范围，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15%。   

3．公司股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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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评估基准日，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295.00万元，由四川禾嘉

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4．近几年及评估基准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公司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如下： 

财务及经营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53,745.66             58,886.44           61,097.19  

净资产          27,649.40           31,957.99           45,416.27  

项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         35,312.19          40,500.83          32,158.29  

净利润          4,399.67           4,308.60          13,458.28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财务报表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

天圆全审字[2014]第 00090727 号、天圆全审字[2015]第 000605 号、天圆全审字[2016]

第 000929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产权持有者：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三）委托方与被评估单位的关系 

委托方为被评估单位的股东。  

（四）委托方、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评估报告使用者为委托方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为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报告使用者。 

除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未经评估机构和委托方确认的机构或个人不

能由于得到评估报告而成为评估报告使用者。 

二、 评估目的 

本次评估是为了满足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中汽成都配件有限

公司股权的需要，对所涉及的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进行评估，为该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意见。 

三、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本次评估对象为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范围是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截至评估基准日账面资产总值 610,971,968.72 元，其中：流动资产 255,813,620.28

元，长期股权投资 900,000.00 元，固定资产 298,201,421.33 元，在建工程 31,546,94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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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无形资产 19,994,610.28 元，递延所得税资产 2,992,867.06 元，其他非流动资产

1,522,500.00 元；截至评估基准日账面负债总值 156,809,219.96 元，其中：流动负债

149,996,425.54 元，非流动负债 6,812,794.42 元。具体评估范围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1 一、流动资产合计 255,813,620.28 

2 货币资金 67,837,081.42 

3 交易性金融资产 - 

4 应收票据 21,112,080.35 

5 应收账款 51,088,766.87 

6 预付款项 263,368.55 

7 应收利息 - 

8 应收股利 - 

9 其他应收款 52,224,255.58 

10 存货 63,288,067.51 

1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12 其他流动资产 - 

13    

14 二、非流动资产合计 355,158,348.44 

1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16 持有至到期投资 - 

17 长期应收款 - 

18 长期股权投资 900,000.00 

19 投资性房地产 - 

20 固定资产 298,201,421.33 

21 在建工程 31,546,949.77 

22 工程物资 - 

23 固定资产清理 - 

24 生产性生物资产 - 

25 油气资产 - 

26 无形资产 19,994,610.28 

27 开发支出 - 

28 商誉 - 

29 长期待摊费用 - 

3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992,867.06 

31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22,500.00 

32    

33 三、资产总计 610,971,968.72 

35 四、流动负债合计 149,996,425.54 

36 短期借款 50,000,000.00 

37 交易性金融负债 - 

38 应付票据 - 

39 应付账款 74,893,179.54 

40 预收款项 315,37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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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应付职工薪酬 5,447,720.12 

42 应交税费 7,338,431.64 

43 应付利息 - 

44 应付股利 - 

45 其他应付款 12,001,716.34 

4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47 其他流动负债 - 

48    

49 五、非流动负债合计 6,812,794.42 

50 长期借款 365,454.82 

51 应付债券 - 

52 长期应付款 347,800.00 

53 专项应付款 - 

54 预计负债 - 

55 递延所得税负债 - 

56 其他非流动负债 6,099,539.60 

57    

58 六、负债总计 156,809,219.96 

59    

60 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454,162,748.76 

上述资产与负债数据摘自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的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评估是在企业经过审计后的基础上进行的。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二）委估主要资产权利、经济及物理状况 

本次评估范围中的主要资产为存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土

地使用权等，其中： 

1．存货 

存货包括原材料、产成品、在产品和发出商品。原材料为生产经营购入的凸轮

轴毛件、钢管钢材、辅助材料及备品备件等。产成品为尚未销售的凸轮轴产品等。

在产品为处在生产工艺过程中的在产品。发出商品为已经发出尚未实现销售的凸轮

轴产品等。评估人员对原材料和产成品进行了监盘，保管良好，无盈亏、报废、毁

损等情况。 

2、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单位为 1 家控股公司，被投资单位为成都中汽配件销售有限公司，

投资成本 90 万元，持股比例 90%。截止评估基准日，被投资单位成都中汽配件销售

有限公司已经办理了税务注销登记。根据 2013 年 5 月股东会决议，股东一致同意对

中汽成都配件销售有限公司进行清算并注销，公司的资产及负债由中汽成都配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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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接收，清算后公司的盈利或亏损金额由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承接，自然人

股东同意放弃盈利分配。  

本次评估的长期股权投资未见有抵押、担保等他项权利设定，亦未见有诉讼事

宜。 

3．固定资产——房屋建（构）筑物类 

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房屋建筑物共 20 项，总建筑面积 46,187.49 ㎡，为公司投

资购建。已办理了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其

中汽车库未办理规划建设手续），尚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房屋建筑物于 2014年 9月至 2015年 11月陆续建成投入

使用，结构类型有框架、钢结构。 

框架结构房屋建筑物为产品性能实验验证中心、计量检测中心、职工食堂及倒

班房等。基础采用独立柱基础，钢筋砼框架柱、梁、板，形成整个房屋的框架骨架。

实砌砖墙，墙体中构造柱、过梁，采用砼浇筑。挤塑聚苯板屋面保温层，柔性卷材

防水层。外墙面砖，铝合金门窗，内墙乳胶漆，石膏板吊顶，部分刷乳胶漆，地面

铺设地砖、花岗岩，部分水泥地面。水电配套。 

钢构房屋建筑物为 1号厂房（装配车间）、2号厂房（通用车间）、3号厂房（精

加工车间）、4 号厂房（钢件车间）、5 号厂房（库房）。现浇钢筋砼独立基础，钢构

梁、柱承重，钢檩条及支撑，屋面为热镀铝锌彩钢夹芯板，外围护结构采用热镀铝

锌彩钢板，地面为耐磨地坪，部分刷环氧树脂胶，卷帘防盗门。水电配套，有动力

电源。 

构筑物于 2014 年 4月～2015年 11月陆续建成投入使用，包括厂区路面、厂区

管道线、围墙、篮球场、绿化等附属设施。 

以上房屋建（构）筑物现正常使用，维护现状良好。 

本次评估的房屋建筑物未见有抵押、担保等他项权利设定，亦未见有诉讼事宜。 

4．固定资产——机器设备类 

列入评估范围的设备类资产主要为机器设备、车辆。机器设备购置发票较为齐

全，产权较为清晰，车辆均具备车辆行驶证，其中有 3台车辆的所有权人为自然人，

尚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外，其他车辆的所有权人均为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评估

基准日未发现存在抵押、担保等他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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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器设备主要包括精密数控车床、数控车削中心、普通车床、铣床、螺纹

铣床、转塔铣、立铣、卧式铣床、万能升降台铣床、立卧两用铣床、键槽铣、钻铣

床、CNC 键槽铣床、双工位铣打机、全数控凸轮轴铣床、摇臂钻床、立式钻床、数

控钻床、立式钻床、CNC 数控钻床（CVVT）、SKZGJ 数控钻攻机、钻孔攻丝专机、

外圆磨床、凸轮磨床、CNC 凸轮磨床、工具磨床、滚刀磨床、中心孔研磨机、加工

中心、无心外圆磨床、数控卧式加工中心、CNC 冷却系统、红外线监控系统、维氏

显微硬度图像分析系统、半自动维氏硬度 CCD 图像处理系统、凸轮轴磨削烧伤检查

系统、中频淬火机、淬火机床、双工位淬火机床、井式回火炉、电火花线切割机床、

数控双工位淬火机床、网带回火炉、UNSCAN 凸轮轴感应淬火机床、拉钮材料试验

系统、空压系统、监控系统工程、三坐标测量仪、金相图象分析仪、微机数显测量

仪、便携式粗慥度仪、轮廓仪器、凸轮轴在线检测仪、HP 绘图仪、TR 手持式粗糙

度仪、粗糙度轮廓度复合测量仪、凸轮轴轴颈柔性综合测量仪、高频红外碳硫分析

仪、X 射线残余应力分析仪、清洁度检测仪、SGM 数控径向孔专机、斯太尔定位孔

专机、SGM 压信号轮专机、钻孔攻丝专机、B10 销孔专机、C15 径向孔专机、477F

螺纹专机、凸轮轴总成专用退磁机、对中性专机、激光打标专机、变配电设备等 621

台（套），分别于 1965 年至 2015 年陆续购置并投入使用，除一小部分设备报废、闲

置外，大部分设备技术性能与运行状况良好，能满足生产使用要求。 

（2）车辆包括：别克商务车、别克轿车、奥迪轿车、亚星客车、解放卡车、迈

腾轿车、皇冠轿车、别克轿车、奥迪轿车、重型汽车、五菱小客车、五菱小货车、

江淮载重汽车、雪佛兰轿车、重型东风货车、别克昂科威等 21 辆交通运输车以及 5

辆叉车，共计 26 辆，分别于 2003 年至 2015 年陆续购置并投入使用，现技术性能状

况良好，运行正常。 

5．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包含土建工程和设备安装工程。经核实，土建工程为绿化工程项目，

基本完工。设备安装工程项目主要为企业新购置的机器设备安装工程，预计 2016年

6月完工，建设项目正常。评估基准日未发现存在抵押、担保等他项权利。 

6、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 2 宗。土地使用权面积共计 79,949.80 ㎡。待估宗地土地使用权人

为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以出让方式取得待估宗地土地使用权，已办理了《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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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证》，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用途为工业。土地使用权具体状况如下： 

表 1 土地登记一览表 

宗地 土地使用者 土地位置 面积(㎡) 用途 类型 权证编号 

宗地
1 

中汽成都配

件有限公司 

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

道永兴村 4 组 
76,116.78 

工业 

用地 
出让 

新都国用(2015)第

3465 号 

宗地
2 

中汽成都配

件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白江区祥福

镇民强村 3、19 组 
3,833.02 

工业 

用地 
出让 

新都国用(2015)第

9267 号 

表 2  土地权利状况 

宗地编

号 

评估基准日 

土地使用权人 
用途 使用权类型 终止日期 

他项 

权利 

1 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 工业用地 出让 2064/1/4 无 

2 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 工业用地 出让 2065/7/16 无 

表 3  土地利用状况 

宗地

编号 

评估基准日土地

使用者 
用途 评估基准日开发程度 地上附着物 

1 
中汽成都配件有

限公司 
工业用地 

红线外“六通”，红线内“六通

一平” 
生产、办公用房及其他附属设施 

2 
中汽成都配件有

限公司 
工业用地 红线外“六通”，红线内“一平” 生产用房及其他附属设施 

本次评估的土地使用权未见有抵押、担保等他项权利设定，亦未见有诉讼事宜。 

（三）企业申报的账面记录或者未记录的其他无形资产类型、数量、法律权属

状况等 

企业申报的账面记录的其他无形资产：无。 

企业申报的未记录的其他无形资产：无。 

（四）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的类型、数量 

截至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申报评估的范围内无

表外资产。 

（五）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结论所涉及的资产类型、数量和账面金额（或

者评估值） 

本项目所有评估工作均由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完成，不存在引用其他

机构出具报告的情况。 

四、 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市场条件、评估对象自身条件等因素，确定评估价值类型

为市场价值。 

本次评估所称的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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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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价值类型的选择符合评估目的的需要。 

五、 评估基准日 

（一）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是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评估基准日是根据本次评估的特定目的，综合考虑资产规模、资产清查

等基础工作量大小、预计工作所需时间、合规性等因素，由委托方确定。 

六、 评估依据 

（一）经济行为依据 

1．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二）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 年 8 月 30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2 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83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

例》（国务院第 163 次常务会议通过修订，2006 年 12 月 31 日）； 

5.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2007 年 3 月 16 日）； 

6. 其他与资产评估相关的法律、法规等。 

（三）资产评估准则 

1. 《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 号）； 

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 号）； 

3. 《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中评协［2007］189 号，中评协[2011]230

号）； 

4.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中评协［2007］189 号）； 

5.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中评协［2007］189 号，中评协[2011]23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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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07］189 号）； 

7. 《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07］189 号）； 

8.  《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中评协［2007］189 号）； 

9. 《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会协［2003］18 号）； 

10.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07］189 号）； 

11.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中评协[2008]218号，中评协[2011]230号）； 

12. 《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1]227 号，2011 年 12 月 30 日）； 

13.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独立性》（中评协［2012］248 号）； 

14.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四）权属依据 

1.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2.  机动车辆行驶证； 

3. 设备购置合同、发票、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合同等； 

4.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其他权属证明文件。 

（五）取价依据 

1、 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计价

格[2002]10号）； 

2、 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计价格

[2002]1980号）； 

3、 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的通知（财建〔2002〕394号）；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

定》的通知（发改价格[2007]670号）； 

5、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成都市新都区建设项目行政事业

性收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新都府办发〔2013〕）； 

6、 2015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 

7、 评估基准日适用的当地工程建设材料价格； 

8、 国家及地方建设工程收费标准； 

9、 地方有关建筑工程预结算的各种规定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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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考手册》； 

11、 《2015机电产品报价手册》； 

12、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编《2015年机电设备评估价格信息》； 

13、 IT网上设备供销商提供的报价； 

14、 生产厂家及代理公司调查和询价； 

15、 企业提供的机器设备购置合同、技术文本、协议等资料； 

16、 1995机械部《设备安装概算指标》； 

17、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第 37号）； 

18、 《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 计价格[1999]1283 号； 

19、 国家计委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有关问题的通

知》计价格[2002]125 号； 

20、 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和环境保护部 2012年 8月 24 日《机动车强

制报废标准规定》（2013年 5月 1日起实施）；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 

22、 评估人员通过现场勘察所获取的资料，调查收集的市场价格信息、资料； 

23、 企业提供的财务会计经营方面的资料； 

24、 企业提供的未来年度经营收益、预测等有关资料； 

25、 基准日近期国债收益率、同类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及风险指标； 

26、 国家宏观、行业、区域市场及企业统计分析数据； 

27、 wind 资讯金融终端； 

28、 其他参考资料。 

   （六）其它参考资料 

1．评估基准日会计报表及审计报告； 

2．工程建设有关技术资料及地质勘查资料； 

3．其他参考资料。 

七、 评估方法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的规定，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市

场法、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在评估过程中，应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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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情况等相关性，分析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

性，恰当选择一种或者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

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单位预期收益

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

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受国内流通市场条件的限制，我们无法取得足够的、可参照的、类似的在现金

流量、增长潜力、风险、技术和经营等方面与被评估单位类似交易案例资料，不具

备市场法评估的比较条件，在确定被评估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时，无法采用市

场法进行评估。 

针对本次评估的特定目的以及收集掌握的资料情况，我们认为被评估单位经营

较稳定，能够对未来状况进行合理预测，故适合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由于委估资产的明细清册较易取得，各项资产的价值均可通过市场调查等方式

获取，故适合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报告最终结论。 

资产基础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

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

法。具体模型如下：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各项资产评估值－∑各项负债评估值 

在评估过程中，评估人员根据各项资产及负债的具体情况，分别采用了不同的

评估方法。各项资产评估方法简介： 

（一）关于流动资产的评估 

1．货币资金 

对于货币资金的评估，评估人员通过对申报单位评估基准日库存现金进行监盘；

对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审阅了其基准日的银行对账单、银行余额调节表并函证。

经核实，货币资金账实相符，本次评估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2．应收票据 

评估人员核对了明细账、总账和报表，对应收票据进行了监盘，抽查了记账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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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等会计资料，与账面记录核对相符。本次评估对应收票据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作

为评估值。 

3．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评估人员核对了明细表与明细账、会计报表的金额，通过函证、查证等方法清

查核实，在清查核实的基础上，借助于历史资料和现场调查了解的情况，具体分析

数额、欠款时间和原因、款项回收情况、欠款人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现状等，根

据具体情况，分别采用个别认定法和账龄分析法，对评估风险损失进行估计。对关

联方往来等有充分理由相信全部能收回的，评估风险损失为 0%；对有确凿证据表明

款项不能收回或账龄超长的，评估风险损失为 100%；对很可能收不回部分款项的，

且难以确定收不回账款数额的，参考财会上计算坏账准备的方法，根据账龄和历史

回款分析估计出评估风险损失。本次评估以核实后账面价值减去评估风险损失后的

余额确定为评估值，坏账准备评估为零。 

4．预付账款 

主要通过判断其形成取得实物的权利能否实现或能否形成资产确定评估值。由

于未发现供货单位有破产、撤消或不能按合同规定按时提供货物情况等，本次评估

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5．存货 

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存货包括原材料、产成品、在产品和发出商品。 

（1）原材料为生产经营购入的凸轮轴毛件、钢管钢材、辅助材料及备品备件等。

评估人员首先对其提供的原材料清查评估明细表中的数量、单价、金额等进行了复

核，然后组织评估人员进入现场进行了抽查盘点，以盘点结果为基础加减基准日至

盘点日的收、发数量，倒轧出基准日的账面数量，并与基准日账面数量核对。本次

在抽查盘点的基础上，了解到原材料均可正常使用，同时评估人员抽查近期购入凭

证及市场调查询价，账面价值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基本一致，故以核实后的账

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2）产成品为尚未销售的凸轮轴产品等。评估人员首先对其提供的存货清查评

估明细表中的数量、单价、金额等进行了复核，然后组织评估人员进入产成品保管

现场进行了盘点，以盘点结果为基础加减基准日至盘点日的收、发数量，倒轧出基

准日的账面数量，并与基准日账面数量核对，从而核实基准日账面数量。评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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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实产成品数量的基础上，对其销售情况进行了解，确定其产成品基本为正常销

售的产品，无积压、滞销产品。 

本次按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减去销售费用及全部税金和适当数额的税后净利润

来确定评估值。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评估价值=实际数量×不含税销售单价×（1-销售费用率-销售税金及附加费率-销

售所得税率-净利润率×r） 

   （3）在产品为处在生产工艺过程中的在产品。评估人员首先对其提供的存货清

查评估明细表中的数量、单价、金额等进行了复核。经查阅生产流程及财务相关资

料，在产品的核算成本为原材料成本。账面价值构成合理，本次评估以核实后账面

价值确定评估值。 

（4）发出商品为已经发出尚未实现销售的凸轮轴产品等，均为正常销售产品。

评估人员首先对其提供的存货清查评估明细表中的数量、单价、金额等进行了复核，

查阅相关出库单和合同。由于产品已经发出，本次评估不扣减销售费用，按产品的

合同销售价格减去销售税金及附加及所得税和适当数额的税后净利润来确定评估

值。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评估价值=实际数量×不含税销售单价×（1 -销售税金及附加费率-销售所得税率-

净利润率×r） 

（二）关于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 

截至评估基准日，长期股权投资单位为 1 家控股公司，被投资单位为成都中汽

配件销售有限公司，投资成本 90 万元，持股比例 90%。 

评估人员查阅了被投资单位的相关出资凭证、投资协议和章程、营业执照等资

料，查验长期股权投资的权属真实性。根据被投资单位的经营情况及可收集到的资

料，截止评估基准日，成都中汽配件销售有限公司已经办理了税务注销登记。根据

2013 年 5 月股东会决议，股东一致同意对中汽成都配件销售有限公司进行清算并注

销，公司的资产及负债由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接收，清算后公司的盈利或亏损金

额由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承接，自然人股东同意放弃盈利分配。公司财务报表的

资产为往来款，故本次对长期股权投资以被投资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净资产乘以

持股比例 100%作为评估值。 

   （三）关于固定资产——房屋建（构）筑物类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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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过程中，考虑到本次评估的房屋建（构）筑物为工业用房及附属设施，

其所在区域很少有买卖成交案例，客观收益资料难以收集，无法采用市场比较法、

收益法进行评估。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区域市场状况、评估对象自身特点以及评估

人员所掌握的资料，采用成本法对其进行评估。 

其基本公式如下： 

建筑物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1、重置全价 

重值全价由建安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组成。 

A、建安造价的确定 

对重点房屋建筑物以当地类似工程的有关工程资料及现场勘查资料为基础，依

据四川省现行的建安工程预算定额和配套的费用定额，以及当地评估基准日应执行

的建筑材料价格标准，采用预决算调整法估算工程建安造价。 

对其他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在实地勘察的基础上，以类比的方法，综合考虑各

项评估要素，确定建安造价。 

B、前期及其他费用的确定 

前期及其他费用，包括当地地方政府规定收取的建设费用及建设单位为建设工

程而投入的除建筑造价外的其它费用两个部分。主要包括环境影响咨询费、前期工

作咨询费、建设项目报建费、建设单位管理费、勘察设计费、图纸审查费、工程建

设监理费、招标代理服务费、造价咨询费、节能评估、消防检测费、职业病危害及

安全评价费、房产测绘费。 

C、资金成本的确定 

资金成本系在建设期内为工程建设所投入资金的贷款利息，其采用的利率按基

准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标准计算，工期按建设正常情况周期计算，并按均匀投入考

虑： 

资金成本=(工程建安造价+前期及其它费用)×合理工期×贷款利息×50% 

2、成新率 

A、房屋建筑物 

本次评估房屋建筑物成新率的确定，采用现场勘察成新率和理论成新率两种方



                     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 

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9 

法计算，并对两种结果按现场勘察成新率和理论成新率 6:4 的比例加权平均计算综

合成新率。其中： 

勘察成新率 N1：通过评估人员对各建(构)筑物的实地勘察，对建(构)筑物的基

础、承重构件(梁、板、柱)、墙体、地面、屋面、门窗、墙面粉刷、吊顶及上下水、

通风、电照等各部分的勘察，根据原城乡环境建设保护部发布的《房屋完损等级评

定标准》、《鉴定房屋新旧程度参考依据》和《房屋不同成新率的评分标准及修正系

数》，结合建筑物使用状况、维修保养情况，分别评定得出各建筑物的现场勘察成新

率。 

理论成新率 N2：根据经济使用年限和房屋已使用年限计算。 

理论成新率 N2=(1－已使用年限/经济寿命年限)×100% 

经以上两种方法计算后，通过加权平均计算成新率。 

成新率 N=勘察成新率 N1×60%+理论成新率 N2×40% 

B、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 

对构筑物直接采用年限法和现场勘察法确定其综合成新率。 

根据构筑物经济使用年限和已使用年限计算年限成新率。  

年限成新率=（1－已使用年限/经济寿命年限）×100% 

根据评估人员现场观察构筑物的维护保养现状，直接判定构筑物的完损程度，

确定其勘查成新率。 

综合成新率=勘察成新率×60%+年限成新率×40% 

（四）关于固定资产——机器设备类的评估  

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市场法、收益法和

成本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列入评估范围的设备没有足够数量的市场参照物，又无单独经营记录，不适用市场

法、收益法，成本法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取同类资产的全新状态的市场价值或建造

价值，再考虑资产达到现时状态所需支付的各项费用，然后综合考虑各项贬值因素

确定其综合成新率，从而确定资产的评估值，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及收集的资料对设

备类资产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以基准日的现时价格重新购建同等功效设备的全部

成本乘以成新率得出设备的评估价值。基本公式： 

评估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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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置全价的确定 

（1） 机器设备 

即以基准日的现时价格重新购建同等功效设备的全部成本乘以成新率得出设备

的评估价值。公式： 

评估价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1）国产机器设备重置全价的确定 

设备的重置全价，在设备购置价的基础上，加上该设备达到全新使用状态下的

各种费用（包括购置价、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基础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和资金

成本等）综合确定，计算公式为： 

重置全价=购置价+运杂费+安装调试费+设备基础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资金成

本-增值税进项税。 

① 购置价 

主要通过向生产厂家询价、参照《2015 年机电产品报价目录》等价格资料及参

考近期同类设备的合同价格确定。 

② 运杂费 

以购置价为基础，根据生产厂家与设备所在地的距离不同，按不同运杂费率计

取。 

③ 安装调试费 

根据设备的特点、重量、安装难易程度，以设备购置价为基础，按不同安装费

率计取。 

④ 设备基础费 

大型设备基础按相关土建方法计算费用或者根据机械工业企业设备基础费率指

标确定。（注意：设备基础费可在房屋建筑物中评估，做到不重不漏） 

⑤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主要考虑工程勘察设计费、前期工作咨询费、建设单位管理

费、联合试运转费、环保评价费、招投代理服务费、工程监理费等。本次根据国家

相关规定、有关取费文件和现场实际情况确定。  

⑥ 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根据建设工期，结合评估基准日执行的贷款利率，并按资金均匀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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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考虑。 

资金成本＝（设备购置价＋运杂费＋安装工程费+设备基础费+工程建设其他费

用）×合理建设工期×贷款利率×1/2 

⑦ 进项税额 

进项税额是指纳税人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所支付或者承担的增值税税额，按税

法规定确定进项税额。 

2）进口机器设备重置全价的确定 

①可查询到进口设备现行离岸价(FOB)或到岸价(CIF) 的，可按下列公式估测： 

重置全价=(FOB 价格+途中保险费+国外运杂费)×现行外汇汇率+进口关税+消

费税+增值税（不予考虑）+银行及其他手续费+ 国内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工程建设

其他费用+资金成本-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重置全价=CIF 价格×现行外汇汇率+进口关税+消费税+ 增值税+银行及其他手

续费+国内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资金成本-增值税进项税 

②无法查询进口设备在基准日的 FOB 价格或 CIF 价格的，如可以获取其国外替

代产品在基准日的FOB或CIF价格的，可采用功能价值法或比较法测算其重置成本。

如没有其国外替代产品在基准日的 FOB 或 CIF 价格的，可利用国内替代设备在基准

日的市场价格或重置成本分析确定。 

③上述几条渠道都行不通时，也可以利用物价指数法估测进口设备的重置全价。 

a)FOB 价、CIF 价：通过向国外设备制造商在国内的办事处咨询了解确定。 

b)国外运费可按设备的重量、体积及海运公司的收费标准计算，也可按一定比

例计取，取费基数为设备的货价。计算公式为：海运费= FOB 价 X 海运费率。海运

费率：远洋一般取 5%一 8%，近洋一般取 3%一 4%。  

c)国外运输保险费的取费基数为：FOB 价+海运费。计算公式为：国外运输保险

费=( FOB 价+海运费)×保险费率。保险费率可根据保险公司费率表确定，一般在一

般在 0.3%左右。 

d)关税的取费基数为设备到岸价。计算公式为：关税=到岸价×关税税率。关税

的税率按国家发布的进口关税税率表确定。 

e)消费税的计税基数为：关税完税价+关税。计算公式为：消费税=(关税完税价

+关税)×消费税率。消费税的税率按国家发布的消费税税率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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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增值税的取费基数为：关税完税价+关税+消费税。计算公式为：增值税=(关

税完税价+关税+消费税)×增值税率。根据增值税条例的有关规定，本次评估把海关

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不作为重置全价的构成项。 

g)银行财务费的取费基数为进口设备货价。计算公式为：银行财务费用= 进口

设备货价×银行财务费费率。我国现行银行财务费率一般为 0.4%一 0.5%。 

h)外贸手续费也称为公司手续费，取费基数为 CIF 价人民币数。计算公式为：

外贸手续费=CIF 价×外贸手续费率。目前，我国进出口公司的手续费费率一般在 1%

一 2%。 

i)商检费：取费基数为进口设备货价。计算公式为：进口设备货价×商检费费率。

目前，我国商检费费率一般在 0.08%。 

j)运杂费：以购置价为基础，根据设备重量、港口与设备所在地的距离不同，按

不同运杂费率计取。 

k)安装调试费：根据设备的特点、重量、安装难易程度，以设备购置价为基础，

按不同安装费率计取。 

l)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主要考虑前期工作咨询费、建设单位管理费、联合试运转费、

环保评价费、招投代理服务费等。本次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有关取费文件和现场实

际情况确定。  

m)资金成本：根据建设工期，结合评估基准日执行的贷款利率，并按资金均匀

投入考虑。 

资金成本=（CIF 价格×现行外汇汇率+进口关税+消费税+ 增值税+银行财务费

+公司代理手续费+商检费+国内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基础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贷款利率×建设周期×1/2。 

=（公司代理设备价+国内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基础费+工程建设其他费）×合理建

设期×贷款利率×0.5。 

对建设安装周期较短（小于半年）、价值量较小的设备，不计资金成本。 

贷款利率应根据其合理工期按中国人民银行基准日执行的人民币贷款利率表确

定 

n)进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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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项税额是指纳税人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所支付或者承担的增值税税额，按税

法规定确定进项税额。 

（2）运输车辆重置全价 

根据车辆市场信息及 IT 网上报价等近期车辆市场价格资料，确定本评估基准

日的运输车辆价格，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及相

关文件计算车辆购置税、新车上户牌照手续费等，确定其重置价值： 

重置全价=车辆购价（不含税）+车辆购置税+牌照费用。 

 2、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1）机器设备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①对一般小型设备 

根据设备的工作环境，现有技术状况，主要依据其年限成新率结合现场勘查情

况来确定其综合成新率； 

②对大型、关键设备 

a、对于其已使用年限在经济寿命年限期内的设备 

对企业申报评估的大型、关键机器设备到现场逐一进行勘察，了解设备的现状，

通过分析设备的技术性能、制造精度、运行环境等主要指标，查阅有关运行、修理、

管理档案资料，对设备各组成部分及技术状况进行勘察打分，计算出实际得分，确

定现场勘察成新率；另外，按评估确定的不同类型机器设备的经济寿命年限和实际

已使用年限确定年限成新率；对二者进行加权平均计算确定设备的综合成新率，其

加权系数分配为年限成新率占 40%，现场勘察成新率占 60%，计算公式如下： 

年限成新率﹦（经济寿命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寿命年限×100% 

综合成新率﹦年限成新率×40%+现场勘察成新率×60% 

b、对于已使用年限已经超过其经济寿命年限的设备 

通过现场勘察，了解其工作环境，现有技术状况，近期技术资料，有关修理记

录和运行记录等资料，结合经济寿命年限确定其尚可使用年限，确定其综合成新率，

即：  

综合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00%。 

（2）车辆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车辆成新率采用理论成新率和年限成新率综合计算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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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境保护部令 2012 年第 12 号关于发布《机动

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通知的有关规定和资产评估常用数据等资料，按以下方法确

定成新率后取其较小者为理论成新率，即 

使用年限成新率 R1＝（规定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规定使用年限×100% 

行驶里程成新率 R2＝（规定行驶里程－已行驶里程）÷规定行驶里程×100% 

理论成新率 R3＝Min（使用年限成新率，行驶里程成新率） 

根据现场勘察、鉴定、了解评估对象的现存技术状况、利用率、负荷率、工作

环境、运行能力、磨损程度、大修和维护保养情况等因素经过综合分析打分，确定

车辆现场勘查成新率 R4。 

综合成新率 R＝理论成新率 R3×权数＋现场勘查成新率 R4×权数 

3、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五）在建工程的评估 

在建工程为土建工程和设备安装工程。经核实，土建工程项目为绿化工程，纳

入固定资产进行评估，本次对土建工程项目评估为零；设备安装工程项目主要为企

业新购置的机器设备安装工程，账面价值为设备预付款金额，截至评估基准日设备

安装工程项目尚未完工。故本次评估以在建工程的账面成本支出及其正常占用的资

金资本作为评估值。 

（六）关于无形资产的评估 

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城镇土地估价规程》（以下简称“规程”），

通行的估价方法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假设开发法、成本逼近法、基准地价

系数修正法等。待估宗地区域内类似交易案例易于收集，根据估价人员掌握的资料

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具体特点及估价目的，确定对该宗地采用市场比较法、基准地价

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 

1、市场比较法 

市场比较法是根据替代原则，将待估土地与具有替代性，且在评估基准日近期

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宗地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宗地的成交价格作适当修正，以此估算

待估土地客观合理价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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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价格＝比较案例宗地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期日

修正系数×区域因素修正系数×个别因素修正系数×使用年期修正系数 

2、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通过对待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的分析，对其所在地已公

布的同类用途同级土地基准地价进行修正，估算宗地客观价格的方法。 

具体是利用基准地价和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等评估成果，按照替代原则，就待

估宗地的区域条件和个别条件等与其所处区域的平均条件相比较，并对照修正系数

表选取相应的修正系数对基准地价进行修正，进而求取待估宗地在估价期日价格的

方法。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其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宗地地价的计算公式

为： 

基准地价设定开发程度条件下的宗地单位地价=基准地价×期日修正系数×使

用年限修正系数×区域因素修正系数×个别因素修正系数+基础设施修正 

（七）关于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评估 

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为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等引起的所得税

计算差异，该差异在企业未来可以转回。故以核实后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八）关于其他非流动资产的评估 

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其他非流动资产主要为采购机器设备的预付款项等。评估

人员首先对其提供的其他非流动资产清查评估明细表的项目内容进行了复核，查阅

相关的购置合同及支付凭证，对账面价值进行核实。本次评估中未发现供货单位有

破产、撤销或不能按合同规定按时提供货物等情况，以核实后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九）关于负债的评估 

本次评估的负债是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流动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和其他应付款；非流动负债为长期借款、长期

应付款和其他非流动负债。对于负债，评估人员根据企业提供的各项目明细表，以

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实际应承担的债务作为评估值。 

 收益法 

（一）概述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确定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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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的财务核算比较规范；资产经营和财务数据资料可信；

未来收益和风险可以预测。根据国际国内股权价格评估惯例以及《评估准则——企

业价值》，确定按照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量折现法(DCF)评估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

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二）评估思路 

根据本次评估尽职调查情况以及各企业的资产构成和主营业务特点，本次评估

的基本思路是以企业经审计模拟的会计报表口径估算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即首先

按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量折现法（DCF），估算企业的经营性资产的价值，再加上

基准日的其他非经营性或溢余性资产的价值，得到企业整体价值，并由企业整体价

值经扣减付息债务价值后，来得出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本次评估的具体思路是： 

1．对纳入报表范围的资产和经营业务，按照最近几年的历史经营状况、业务类

型和企业发展规划等估算预期净现金流量，并折现得到经营性资产的价值； 

2．对纳入报表范围，但在预期现金流量估算中未予考虑的诸如应收应付股利等

现金类资产和负债；待置或闲置设备、房产、长期投资等以及未计收益的在建工程

等类资产，定义其为基准日存在的溢余性或非经营性资产（负债），单独测算其价值； 

3．由上述各项资产和负债价值的估算加和，得到评估对象的企业整体价值扣减

付息债务价值后，得出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三）评估模型与基本公式 

(1)本次估值选用的基本模型和公式为： 

A=P+Σci＋M-D                                         （1） 

A：权益资本价值； 

P：经营性资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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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式中： 

Ri：未来第 i 年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Rn：未来永续期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r：折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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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对外长期投资价值； 

D：付息债务价值； 

ΣCi：基准日的溢余性或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ΣCi=C1+C2                                            （3） 

式中： 

C1：基准日溢余性资产价值； 

C2：基准日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2)未来收益 

本次评估，使用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作为经营性资产的收益指标，其基本定义为： 

R＝净利润+折旧和摊销+利息费用（扣除所得税影响后）－资本性支出－追加

营运资金                                                  （4） 

(3)收益期 

经分析被评估单位历史经营情况及对未来该企业所在行业情况、企业本身的发

展情况，无理由认为企业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会停止经营，故本次评估假设企业可

以永续经营。 

(4)预测期 

经分析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目前及未来的生产经营情况及盈利模式，五年基

本能够达到稳定，故确定其预测期为五年。 

(5)预测期后价值 

预测期后每年收益保持与预测期第五年等额的自由现金流量。 

(6)折现率 

本次资产评估采用资本资产加权平均成本模型（WACC）确定折现率 r，资本资

产加权平均成本模型（WACC）对应预期收益为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基本计算公式

如下： 

资本资产加权平均成本模型（WACC）基本公式为： 

WACC=
ED

E


×Ke+

ED

D


×（1-t）×Kd                     （5） 

其中： 

E：权益的市场价值 

D：债务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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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权益资本成本，采用 CAPM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确定 

Kd：债务资本成本 

t：被评估企业的适用所得税率 

其中：
ED

E


和

ED

D


通过计算权益成本时计算的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财务杠

杆比率进行计算。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基本公式为： 

Ke=rf+β×(rm–rf)+rs                                        （6）                                  

Ke——权益资本成本 

rf——无风险报酬率 

β——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 

    rm——市场报酬率 

rs——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八、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及情况 

整个评估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评估准备阶段 

1．2016 年 5 月 22 日，委托方在公司召开本项目中介机构协调会，有关各方就

本次评估的目的、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等问题协商一致，并制订出资

产评估工作计划。 

2．2016 年 5 月 22 日，我公司项目组负责人赴现场配合被评估企业进行资产清

查、填报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等工作。随后评估项目组人员进入现场对委估资产进

行了初步了解，协助企业进行委估资产申报工作，并按照资产评估准则及资产评估

工作的需要，收集资产评估所需文件资料。 

（二）现场评估阶段 

项目组现场评估阶段的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23 日至 5 月 30 日。主要工作如下：  

1．听取委托方及被评估企业有关人员介绍企业总体情况和委估资产的历史及

现状，了解企业的财务制度、经营状况、固定资产技术状态等情况。 

2．对企业提供的资产清查评估申报明细表进行审核、鉴别，并与企业有关财务

记录数据进行核对，对发现的问题协同企业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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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资产清查评估申报明细表，按评估准则和评估规范的要求，对固定资产

进行了全面清查核实；对流动资产中的存货类实物资产进行了重点监盘，监盘实物

比例在 40%、价值量在 60%以上；对土地使用权状况进行了深入了解。 

4．查阅收集委估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 

5．对主要设备，查阅了技术资料、决算资料和竣工验收资料、购置合同；对通

用设备，主要通过市场调研和查询有关资料，收集价格资料；对房屋建筑物，了解

管理制度和维护、改建、扩建情况，收集相关资料，并对周边房屋一级及二手市场

情况进行调查了解。 

6．收集被评估企业类型、评估对象相关权益状况及有关法律文件；收集被评估

企业的历史沿革、现状和前景以及盈利预测资料；收集被评估企业内部管理制度、

管理层构成等经营管理状况；收集被评估企业资产配置和使用情况说明，包括对非

经营性资产、负债和溢余资产及其相关收入和支出。 

7．对企业提供的权属资料进行查验。 

8．根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和特点，确定各类资产的具体评估方法。  

9．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及负债，在清查核实的基础上做出初步评估测算。 

（三）评估汇总阶段  

2016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15 日对初步评估结果进行分析汇总，对评估结果进行

必要的调整、修改和完善。按评估机构内部资产评估报告三审制度和程序对报告进

行反复修改、校正。 

（四）提交报告阶段  

1．在上述工作基础上，起草资产评估报告，与委托方就评估结果交换意见，在

全面考虑有关意见后，按评估机构内部审查制度和程序对报告进行校正、修改，最

后出具正式资产评估报告。 

2．本阶段的工作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16 日至 6 月 20 日。 

九、评估假设 

本次评估中，评估人员遵循了以下评估假设： 

（一）一般假设 

1．持续经营假设 

本次评估以持续经营为前提，持续经营在此是指被评估单位的生产经营业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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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按其现状持续经营下去，不会因其资质等原因对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并在可预见

的未来，不会发生重大改变。 

2．资产持续使用假设 

资产持续使用假设是指评估时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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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确定评估方法、参数和依据。 

3．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资

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

前提假设。 

4．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

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资产

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

公开买卖为基础。 

（二）特殊假设 

1．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

基于现有的国家法律、法规、经济政策以及金融政策，不考虑今后的不可预测的重

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银行利率、汇率、税收政策等无重大改变； 

3．公司未来的经营管理团队尽职，能正常发挥委估资产生产经营功能并保持 

持续经营； 

4．企业会计政策与核算方法无重大变化； 

5．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6．本次评估，除特殊说明外，未考虑被评估企业股权或相关资产可能承担的抵

押、担保事宜对评估价值的影响； 

7．被评估企业和委托方提供的与评估相关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

完整。 

上述假设条件不成立或发生重大变化将使评估结论不成立或对其产生重大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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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评估结论 

我们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评估准则，本着独立、公正、

科学、客观的原则，履行了必要的程序，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中汽成都配件

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经综合分

析得出评估结论： 

（一）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9,058.46 万元。具体

评估结果为：资产账面价值 61,097.19 万元，评估值 64,220.92 万元，评估增值 3，

123.73 万元，增值率 5.11%；负债账面价值 15,680.92 万元，评估值 15,162.46 万元，

评估减值 518.46 万元，减值率 3.31%；净资产账面价值 45,416.27 万元，评估值

49,058.46 万元，评估增值 3,642.19 万元，增值率 8.02%。 各类资产评估情况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 = A -B D = C / A×100% 

流动资产 1 25,581.36 26,073.91 492.55 1.93 

非流动资产 2 35,515.83 38,147.01 2,631.18 7.41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4 - - -  

长期应收款 5 - - -  

长期股权投资 6 90.00 105.37 15.37 17.08 

投资性房地产 7 - - -  

固定资产 8 29,820.14 32,236.60 2,416.46 8.10 

在建工程 9 3,154.69 3,161.26 6.57 0.21 

工程物资 10 - - -  

固定资产清理 11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12 - - -  

油气资产 13 - - -  

无形资产 14 1,999.46 2,192.25 192.79 9.64 

开发支出 15 - - -  

商誉 16 - - -  

长期待摊费用 17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 299.29 299.2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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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流动资产 19 152.25 152.25 - - 

资产总计 20 61,097.19 64,220.92 3,123.73 5.11 

流动负债 21 14,999.64 14,999.64 - - 

非流动负债 22 681.28 162.82 -518.46 -76.10 

负债总计 23 15,680.92 15,162.46 -518.46 -3.31 

净 资 产（所有者权益） 24 45,416.27 49,058.46 3,642.19 8.02 

 

评估结论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二）收益法评估结果 

经采用收益法对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在评估

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8,581.73

万元。 

（三）评估结果差异分析及最终评估结论 

1．评估结果差异分析 

本次评估资产基础法得出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49,058.46 万元，比较收益法得出的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48,581.73 万元，差额 476.73 万元，差额率 0.97%。两种评估方法差异原因主要

是： 

(1) 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资产的成本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投入(购建成本)

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这种购建成本通常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2)收益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的经营能力(获利

能力)的大小，这种获利能力通常将受到宏观经济、政府政策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

多种条件的影响。 

综上所述，从而造成两种评估方法产生差异。 

2．评估结果的选取 

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为汽车零部件企业，其未来的发展受国民经济景气度及

汽车行业影响较大，其未来获得收益的能力受到国家政策的调整和支持、汽车技术

和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及同业竞争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对其未来收益产生影响。相

对而言，资产基础法更为稳健，从资产构建角度客观地反映了企业股东全部权益的

市场价值。 

考虑到本次评估目的，我们选择设定假设条件较少，更具行业一般性的资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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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法评估结论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结论。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一）本次评估范围的房屋建筑物 20项，总建筑面积 46,187.49 ㎡,构筑物 10 

项。房屋建（构）筑物类资产为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自建，已办理了项目选址意

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其中汽

车库未办理规划建设手续），尚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本次评估以未办理产权登记房屋建筑物符合规划建设要求，已足额交纳各项政

府规费，并能够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为假设前提。 

本次评估对已经测绘的房屋建筑物以测绘建筑面积为依据，对未经测绘的房屋 

建筑物以实地测量建筑面积为依据，其最终面积以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确认为准。 

房屋建筑物类资产为预转资，本次评估未考虑工程欠款对评估价值的影响。 

 （二）列入评估范围的车辆 3 辆（详见车辆评估明细表序号 17 号、20 号和 21

号，账面原值 57.06 万元，账面净值 50.65 万元，车辆行驶证的所有权人为自然人，

尚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本次评估已经获得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对未过户车辆的

权属所有声明。  

（三）截止评估基准日，长期股权投资单位成都中汽配件销售有限公司已经办

理了税务注销登记。根据 2013 年 5 月股东会决议，股东一致同意对中汽成都配件销

售有限公司进行清算并注销，公司的资产及负债由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接收，清

算后公司的盈利或亏损金额由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承接，自然人股东同意放弃盈

利分配。公司财务报表的资产为往来款，故本次对长期股权投资以被投资单位评估

基准日的账面净资产乘以持股比例 100%作为评估值。 

（三）本次评估未考虑流动性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四）本次评估未考虑股权溢折价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关注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所产生的影响。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同时本次评估结论

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下，根据公开市场的原则确定的现行市场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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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评估结论的影响，同时本报告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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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其它不可抗力对评估结论的影响。当前述条件以及评估中遵循的持续经营原则

等其它情况发生变化时，评估结论一般会失效。评估机构不承担由于这些条件的变

化而导致评估结果失效的相关法律责任。 

（二）本评估报告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本次经济行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并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 

（三） 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四）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被摘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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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评估报告应取得上级主管部门备案核准后方具备法律效力。 

（六）按现行有关规定，评估结论自评估基准日至经济行为实现日一年内使用

有效，即自2015年12月31日至2016年12月30日。评估基准日至经济行为发生日不到

一年，但市场条件或资产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评估报告的结论不能反映经济行为

实现日价值，应重新评估。 

十三、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日为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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