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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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我们出具评估报告，没有以预先设定的价值作为评估结论。 

三、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无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方无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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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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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评估报告中载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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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转让项目 

评估报告摘要 

天圆开评报字[2016]第 1163 号 

一、经济行为及评估目的：本次评估是为满足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

转让的需要，需对该经济行为所涉及的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成都市高新区

九兴大道 3号、金牛区花牌坊 319号的房地产进行评估，为资产转让提供价值参

考依据。 

二、评估对象与范围：本次评估对象为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成都市高

新区九兴大道 3号、金牛区花牌坊 319号的房地产。评估范围是四川禾嘉股份有

限公司位于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3 号的 “蓉房权证成房监字第 0946667 号”、

“蓉房权证成房监字第 0946668号”《房屋所有权证》下建筑面积 4,848.80 平方

米的房产及其应分摊的“成高国用（2003）第 5181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下

5,170.94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金牛区花牌坊 319

号的“成房权证监证字第 1270353 号、1270355 号、1272897 号、1189194 号、

1270354 号、1270381 号、1272891 号、1272899 号”《房屋所有权证》下建筑面

积 2,791.24平方米的房产及其应分摊的“金国用（2011）第 14553、14554号、

14555号、14544号、14545号、14546号、14547 号、14558号”《国有土地使用

证》下 540.96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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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价值类型：本次评估采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四、评估基准日：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是二○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五、评估方法：本次对委估资产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 

六、评估程序实施过程：经实施清查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询证、评

定估算等评估程序，得出评估结论。 

七、评估结论：经评估，列入评估范围的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成都市

高新区九兴大道 3号、金牛区花牌坊 319号的房地产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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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 面 价 值 30,010,882.99 元 ， 评 估价值 136,496,700.00 元 ， 增 值 额

106,485,817.01 元，增值率 354.82%。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八、特别事项说明：  

1、 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料，本次评估的部分房屋建筑物评估基准日已

设定抵押，抵押权人为德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抵押期限自 2015年 10

月 28日至 2016年 10月 27日，被担保的主债权债务人为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

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额度为等值人民币 5000 万元。详细如下： 

房产抵押物清单 

序号 房产证号 坐落 
建筑面积

（㎡） 
所有权人 

1 成房权证监字第 1272891 号 金牛区花牌坊 319 号 943.93 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2 成房权证监字第 1272899 号 金牛区花牌坊 319 号 579.58 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3 成房权证监字第 1270354 号 金牛区花牌坊 319 号 82.26 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4 成房权证监字第 1270381 号 金牛区花牌坊 319 号 202.63 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5 成房权证监字第 1189194 号 金牛区花牌坊 319 号 12.69 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6 蓉房权证成房监字第 0946667 号 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3 号 4,156.00 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7 蓉房权证成房监字第 0946668 号 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3 号 692.80 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6669.89  

 

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2016 年 6 月 1 日归还贷

款本金 2000万元、3000万元，2016年 6月 8日解除抵押； 

2、 宿舍、锅炉房产权登记建筑层数为一层，实际为二层，局部一层，经现

场勘测和工程图纸核对，产权登记建筑面积 692.80 平方米为一层至二层全部的

建筑面积； 

3、 本次评估以产权登记建筑面积、土地面积为依据，如建筑面积、土地面

积发生变化，本次评估应作相应调整或重新评估； 

4、 本次评估的房屋建筑物评估值中，包含其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的价值； 

5、 我们已对本估价报告中的评估对象进行了实地勘察，但我们对评估对象

的现场勘察仅限于其外观和使用状况，对被遮盖、未暴露及难以接触到的部分，

依据委托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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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报告评估结果没有考虑委托方或有负债因素、快速变现、税费转嫁等

特殊的交易方式，以及可能发生的抵押到期清偿、权利转移等因素对评估对象房

屋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

力对评估对象房屋价值的影响； 

7、 在不违背资产评估准则基本要求的情况下，本次评估考虑了国家标准《房

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相关的程序和方法。 

请报告使用者充分关注上述特别事项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的影响。 

九、本评估报告的使用有效期：本评估报告仅为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

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评估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自 2016 年 5 月 31 日至

2017年 5月 30日有效。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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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转让项目 

评估报告 

天圆开评报字[2016]第 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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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市场比较法，按照必

要的评估程序，对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所涉及的四川禾嘉股份有限

公司位于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3号、金牛区花牌坊 319号的房地产，在二〇一

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产权持有者简介及其他报告使用者 

（一）委托方及产权持有者 

委托方和产权持有者均为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嘉股份”）。 

注册号：510000000018610 

名称：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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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拾壹亿贰仟贰佰肆拾肆万柒仟伍佰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7 年 06月 23日 

营业期限：1997 年 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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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报告使用者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报告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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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目的 

本次评估是为满足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的需要，需对该经济行

为所涉及的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3号、金牛区花牌

坊 319号的房地产进行评估，为资产转让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对象为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3号、金

牛区花牌坊 319号的房地产。评估范围是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成都市高新

区九兴大道 3 号的 “蓉房权证成房监字第 0946667 号”、“蓉房权证成房监字第

0946668号”《房屋所有权证》下建筑面积 4,848.80平方米的房产及其应分摊的

“成高国用（2003）第 5181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下 5,170.94 平方米的土地

使用权。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金牛区花牌坊 319号的“成房权证监证字第

1270353 号、1270355 号、1272897 号、1189194 号、1270354 号、1270381 号、

1272891 号、1272899 号”《房屋所有权证》下建筑面积 2,791.24 平方米的房产

及其应分摊的“金国用（2011）第 14553、14554 号、14555号、14544 号、14545

号、14546 号、14547 号、14558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下 540.96 平方米的土

地使用权。以上资产账面价值 30,010,882.9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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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权利状况 

列入本次清查范围的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均已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

《国有土地使用证》，其产权登记情况详细如下： 

房产登记一览表 

权证编号 
建筑物名

称 

房屋所有权

人 

坐落 
结构 

建筑面积

（m2） 
办证日期 

蓉房权证成房监字第

0946667 号 

主厂房(办

公楼) 

四川禾嘉股

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九兴

大道 3 号 钢混 4,156.00 2003/9/30 

蓉房权证成房监字第

0946668 号 

宿舍、锅

炉房 

四川禾嘉股

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九兴

大道 3 号 混合 692.80 2003/9/30 

成房权证监证字第

1270353、1270355、

1272897、1189194、

1270354、1270381、

1272891、1272899 号 

商业用房 
四川禾嘉股

份有限公司 

金牛区花牌

坊 319 号 
框架 2,791.24 2005/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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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宿舍、锅炉房产权登记建筑层数为一层，实际为二层，局部一层，经现

场勘测和工程图纸核对，产权登记建筑面积 692.80 平方米为一层至二层全部的

建筑面积。 

土地登记一览表 

权证编号 
土地使用

权人 
土地位置 地号 图号 面积（㎡） 用途 类型 终止日期 

成高国用(2003)

第 5181 号 

四川禾嘉

股份有限

公司 

高新区九

兴大道 3号 
01-(06)-006 6-22 5,170.94 工业 出让 2047/2/28 

金国用(2011)第

14553、14554、

14555、14544、

14545、14546、

14547、14558 号 

四川禾嘉

股份有限

公司 

金牛区花

牌坊街 319

号 

JN7-3-46 9+5 540.96 商业 出让 2039/1/27 

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料，本次评估的部分房屋建筑物评估基准日已设定

抵押，抵押权人为德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抵押期限自 2015 年 10 月

28 日至 2016 年 10 月 27 日，被担保的主债权债务人为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

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额度为等值人民币 5000 万元。详细如下： 

房产抵押物清单 

序号 房产证号 坐落 
建筑面积

（㎡） 
所有权人 

1 成房权证监字第 1272891 号 金牛区花牌坊 319 号 943.93 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2 成房权证监字第 1272899 号 金牛区花牌坊 319 号 579.58 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3 成房权证监字第 1270354 号 金牛区花牌坊 319 号 82.26 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4 成房权证监字第 1270381 号 金牛区花牌坊 319 号 202.63 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5 成房权证监字第 1189194 号 金牛区花牌坊 319 号 12.69 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6 蓉房权证成房监字第 0946667 号 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3 号 4,156.00 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7 蓉房权证成房监字第 0946668 号 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3 号 692.80 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6669.89  

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2016 年 6 月 1 日归还贷

款本金 2000万元、3000万元，2016年 6月 8日解除抵押。 

除以上抵押事项外，本次评估的资产未见有其他它项权利设定，亦未见有诉

讼事宜。 

（二）区位状况 

委估资产分别位于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3号、成都市金牛区花牌坊 3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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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3号 

成都高新区筹建于 1988年，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首批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2006 年被科技部确定为全国创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六家试

点园区之一，2015 年 6 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全国版权示

范园区、全国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地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园区、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标准化示范区、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在科技部国家高新区评价中综合

排名连续保持第四。目前，成都高新区正紧紧围绕国务院确定的“三区一极”战

略定位，深入实施“七大行动”，全力打造国际创新创业中心。 

本次评估的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3号房屋建筑物地处二环、中环间，北临

主干道九兴大道，周边建有高新大厦、火炬大厦、高发大厦、威灵顿联邦广场等，

区域基础设施完善，路网发达，距火车南站三公里，市内公交便利。 

2）成都市金牛区花牌坊 319号 

金牛区是成都市中心城区之一，交子故里，商贸高地，现代金牛。金牛区位

于上风上水的西北面，总面积 108平方公里，总人口 120余万，是国家可持续发

展先进示范区，也是成都市市区中人口最多、商贸最繁荣、经济最活跃的中心城

区，经济总量连续 19 年位居成都市各区（市）县第一。伴随着改革开放，这里

形成了享誉全国的荷花池综合市场、中国西部灯具第一城、西部最大的五金机电

交易基地。目前，金牛区已建设成为成都市的经济大区，拥有现代商贸业、电子

信息服务业、轨道交通产业、工程技术服务业、现代医药产业、都市旅游业等六

大重点产业，形成西部科技商务中心、北部工业总部基地、北部商贸城、中央欢

乐区、金牛城市中心、城北城市商业中心、凤凰新城等七大功能板块。 

本次评估的成都市金牛区花牌坊 319 号房屋建筑物地处一环路与花牌坊街

交汇处、金牛区西门，骡马市、会展和羊西线三大商圈环伺，周边建有西锦国际、

花都财富大厦、新熙门财富中心、诺亚方城、川西商场、环球广场等，区域基础

设施完善，路网发达，距火车南站三公里，市内公交便利。 

（三）实体状况 

1）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3号 

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3号为禾嘉股份有限公司主厂房、宿舍及锅炉房。 

http://baike.baidu.com/view/2602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71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95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965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965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965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71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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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厂房（现用途为办公楼）建成于 1994 年，建筑层数三层，现浇钢筋混凝

土结构，外墙贴条形墙砖，少部分挂贴石材、玻璃幕，铝合金窗，入口处钢化玻

璃门，室内铺复合木地板，乳胶漆内墙及顶棚，部分石膏板吊顶。水电配套。 

宿舍及锅炉房建成于 1994 年，建筑层数二层，混合结构，外墙涂料，部分

贴条形墙砖，铝合金窗，室内水泥地面，部分铺地砖，乳胶漆内墙及顶棚。水电

配套。 

以上房屋建筑物现正常使用，维护现状良好。 

2）成都市金牛区花牌坊 319号 

成都市金牛区花牌坊 319号为一栋六层钢混结构商业用房，建成于 2000年，

现浇钢筋砼框架结构，外墙条形墙砖，卷帘防盗门，铝合金外窗，室内地砖地面，

乳胶漆内墙面，石膏板吊顶。水、电、扶梯配套。本次评估的房屋建筑物位于

1-3层，建筑面积 2,791.24 平方米。 

以上房屋建筑物现闲置。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本次评估对市场条件和评估对象的使用等并无特别限制和要求，根据本次评

估目的、市场条件、评估对象自身条件等因素，本次评估采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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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是二○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评估基准日是根据本次评估的特定目的，综合考虑评估对象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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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次评估工作中所遵循的依据有行为依据、法规依据、产权依据和取价依

据，主要内容如下： 

(一)经济行为依据 

我公司与委托方签订的《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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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月 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 7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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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与评估相关的法律法规。 

（三）准则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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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07]189号)； 

7、《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中评协[2007]189号)； 

8、《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03]18

号）； 

9、《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07]189号)； 

10、《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独立性》（中评协［2012］24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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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关于修改评估报告等准则中有关签章条款》的通知 (中评协

[2011]230号)。 

（四）产权依据 

1、《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 

2、《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 

3、有关资产权属方面的“说明”、“承诺函”； 

4、其他权属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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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取价依据 

1、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公布实施成都市中心城区 2014 年土

地级别于基准地价成果的批复》（成办函[2014]175 号）； 

2、评估人员对房屋建筑物实地踏勘、分析、记录； 

3、通过调查收集的市场价格信息、资料； 

4、评估人员现场收集和掌握的相关资料。 

七、评估方法 

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房地产估价规范》等，通行的评估方

法有市场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等。评估方法的选择应按照评估的技术规程，

根据房地产市场发育情况并结合评估对象的具体特点及估价目的等，选择适当的

评估方法。 

在评估过程中，考虑到评估对象地处较为繁华地段，区域类似房地产已有一

定的交易量，可比实例较易选取，价格水平较易掌握，故易于采用市场比较法评

估。评估对象作为商业不动产，价值已非各项要素资产的简单估价加总，显然采

用成本法不能客观的反映其内在价值，不宜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由于评估对象

的收益与成本费用客观的社会平均水平的直接数据难以收集，所能收集的资料及

采用的相关技术参数很难验证其客观性，主观随意性较大，故不宜采用收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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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土地使用权价值包含在评估值中。 

市场比较法是将估价对象与在评估基准日的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

行比较，对这些类似房地产的成交价格做适当的修正，依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

合理或价值的方法。其基本公式如下： 

比准单价=可比实例交易价格×交易情况修正×交易日期修正×区域修正×

个别因素修正 

其中位于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3号房产产权登记用途为工业，但其位于城市

较繁华区域，城市区位优势明显，实际作为办公用途利用，单纯按照工业用途进

行评估无法体现评估对象现状条件下的价值。根据本次评估目的，遵循最高最佳

利用原则，对评估对象按照实际用途（办公）进行评估。具体是采用市场比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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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评估对象现状办公用途条件下的价值，然后扣除评估对象应分摊的土地使用

权商业与工业不同用途条件下的地价差，最终确定评估对象评估值。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要求，我们的评估程序

实施过程主要包括了接受委托、现场调查、资料收集与分析、评定估算、评估汇

总、撰写报告等，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及情况说明如下： 

（一）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签订业务约定书 

 在听取公司有关人员对公司情况及委估资产历史和现状的介绍，进行前期

尽职调查、访谈调研工作，了解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及评估范围等。 在明确评

估业务基本事项基础上，听取委托方介绍评估资产的范围、类别、评估目的和时

间进度要求，并深入现场，对委估资产状况做初步了解，在此基础上，根据本次

评估目的及可能实现日，与委托方商定评估基准日，签定了“评估业务约定书”。  

（二）编制评估计划 

评估接受委托，确定该项目负责人，并挑选相关专业的评估人员。根据“评

估业务约定书”结合项目的具体情况，拟订初步的评估工作计划，包括拟采用的

技术方案、人员配备及时间安排进度；与此同时，根据评估工作的需要，请产权

持有者作好评估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资产清查核实、填写各类评估申报明细

表及准备与评估有关的各种经济、技术资料。  

（三）现场调查、收集评估资料 

1、资产清查 

（1）清查组织工作 

根据企业申报评估资产按照相关要求，分别对有关资产进行全面的现场清

查。 

（2）清查主要步骤 

①指导企业相关人员首先进行资产清查与收集，准备应向评估机构提供的资

料在评估人员到达现场前，通过电话等方式指导企业相关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

在自行资产清查的基础上，按照评估机构提供的“评估明细表”、“评估调查表”

及其填写要求、资料清单，细致准确的登记填报，对被评估资产的产权归属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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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等资料进行收集。 

②初步审查产权持有者提供的评估明细表 

评估人员通过翻阅有关资料，了解涉及评估范围内具体对象的详细状况。然

后仔细阅读预评估各类评估明细表，初步检查有无填项不全、错填、资产项目不

明确，并根据经验及掌握的有关资料，检查评估明细表有无漏项等。 

③现场实地勘察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评估对象的有关情况，对事先搜集到的有关评估对象的座

落、四至、面积、用途、产权等资料，到实地进行核实，实地感受评估对象的位

置、周围环境、景观等的优劣，查勘评估对象的外观、结构、装修、设施设备等

状况，并收集补充评估所需其他资料，了解评估对象所占区域房地产市场行情和

市场特性，以及对评估对象及其周围环境进行拍照等。将实地查勘所获取的相关

情况及数据认真记录下来，形成“实地查勘记录”。 

④补充、修改和完善评估明细表 

根据现场实地勘察结果，进一步完善评估明细表，以做到“表”、“实”相符。 

⑤核实产权证明文件 

对评估范围的资产权属进行调查，以确认产权情况。 

2、有关资料的收集和分析 

（1）收集反映评估对象区位、实物和权益状况的资料； 

（2）收集评估对象及同类房地产的交易资料； 

（3）收集对评估对象所在地区的房地产价值和价格有影响的资料； 

（4）对房地产价值和价格有普遍影响的资料。 

（四）评定估算 

评估人员根据项目组制定的作价原则，结合委估资产情况，进行评定估算工

作。根据评估初步结果进行评估结论分析、撰写报告、说明。 

（五）编制和提交评估报告 

（1）对评估结果进行汇总、分析、调整修改； 

（2）将评估结果提供给委托方并听取其意见； 

（3）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结合委托方的反馈意见进一步检查调整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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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撰写评估报告； 

（5）按我公司内部三级复核程序，逐级进行复核； 

（6）根据复核意见，修正评估报告； 

（7）正式出具评估报告并提交委托方。 

九、评估假设 

（一）一般假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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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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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兴大道 3 号房屋建筑物登记用途为工厂，实际用途为办公，本次评估

根据评估目的，遵循最高最佳利用原则，按实际办公用途利用为假设前提； 

3、委托方提供的资料真实、全面、有效； 

4、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的现场勘查仅限于评估对象的外观和使用状况，并

未对结构等内在质量进行测试。本报告以评估对象内在质量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并

足以维持其正常使用为前提。 

如上述评估假设条件发生变化，本评估结论不成立。 

十、评估结论 

根据上述的取价依据和选择的评估方法以及评估过程，经评估，列入评估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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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3号、金牛区花牌坊 319

号的房地产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论为：账面价值 30,010,882.99 元，评估价值

136,496,700.00 元，增值额 106,485,817.01 元，增值率 354.82%。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1、 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料，本次评估的部分房屋建筑物评估基准日已

设定抵押，抵押权人为德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抵押期限自 2015年 10

月 28日至 2016年 10月 27日，被担保的主债权债务人为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

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额度为等值人民币 5000 万元。详细如下： 

房产抵押物清单 

序号 房产证号 坐落 
建筑面积

（㎡） 
所有权人 

1 成房权证监字第 1272891 号 金牛区花牌坊 319 号 943.93 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2 成房权证监字第 1272899 号 金牛区花牌坊 319 号 579.58 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3 成房权证监字第 1270354 号 金牛区花牌坊 319 号 82.26 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4 成房权证监字第 1270381 号 金牛区花牌坊 319 号 202.63 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5 成房权证监字第 1189194 号 金牛区花牌坊 319 号 12.69 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6 蓉房权证成房监字第 0946667 号 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3 号 4,156.00 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7 蓉房权证成房监字第 0946668 号 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3 号 692.80 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6669.89  

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2016 年 6 月 1 日归还贷

款本金 2000万元、3000万元，2016年 6月 8日解除抵押； 

2、 宿舍、锅炉房产权登记建筑层数为一层，实际为二层，局部一层，经现

场勘测和工程图纸核对，产权登记建筑面积 692.80 平方米为一层至二层全部的

建筑面积； 

3、 本次评估以产权登记建筑面积、土地面积为依据，如建筑面积、土地面

积发生变化，本次评估应作相应调整或重新评估； 

4、 本次评估的房屋建筑物评估值中，包含其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的价值； 

5、 我们已对本估价报告中的评估对象进行了实地勘察，但我们对评估对象

的现场勘察仅限于其外观和使用状况，对被遮盖、未暴露及难以接触到的部分，

依据委托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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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报告评估结果没有考虑委托方或有负债因素、快速变现、税费转嫁等

特殊的交易方式，以及可能发生的抵押到期清偿、权利转移等因素对评估对象房

屋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

力对评估对象房屋价值的影响； 

7、 在不违背资产评估准则基本要求的情况下，本次评估考虑了国家标准《房

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相关的程序和方法。 

请报告使用者充分关注上述特别事项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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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三）未征得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

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四）本评估报告仅为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评

估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自 2016年 5 月 31日至 2017年 5月 30日有效。 

十三、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为二○一六年七月十五日。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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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复印件）； 

2、委托方及产权持有者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权属证明（复印件）； 

4、委托方及产权持有者资产评估承诺函； 

5、注册资产评估师承诺函； 

6、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7、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资格证书（复印件）； 

8、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复印件）； 

9、签字注册评估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10、资产评估明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