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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师声明 

一、我们在执行本次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

恪守独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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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评估结论不应

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二、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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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相关当事方

的责任。 

三、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

事方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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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履行了必要的核

实程序，但对存货、设备等实物资产的实地勘查未借助任何质量检测仪器，对存

货、设备等实物资产的现场勘查仅限于其外观、位置等可见部分。我们不承担对

设备、存货的潜在缺陷进行调查的责任。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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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进

行确认或发表意见不属于我们的执业范围。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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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我们具备本评估业务所需的执业资质和相关专业评估经验，除已在评估

报告中披露的运用评估机构或专家的工作外，评估过程中没有运用其他机构或专

家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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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按照必要的

评估程序，对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现将评估情况摘要如下： 

一、委托人：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大网新) 

二、被评估单位：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图灵信

息) 

三、评估目的：为股权转让提供价值参考。 

四、评估对象及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图灵信息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图灵信息的全部资产及

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设备类)、无形资产（其他无形

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和流动负债。 

截至评估基准日，图灵信息账面资产总额 407,492,559.63 元，账面负债总

额 283,214,571.80元，所有者权益(净资产)124,277,987.83元。 

五、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六、评估基准日：2017年 6月 30日 

七、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八、评估结论 

在本报告揭示的假设前提下，图灵信息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 2017 年 6 月

30日的评估结果为 10,967.03万元，具体如下： 

资产账面价值为 40,749.26 万元，评估价值为 39,529.16 万元，评估减值

1,220.10万元，减值率 2.99%； 

负债账面价值为 28,321.46 万元，评估价值为 28,562.13 万元，评估增值

240.68万元，增值率 0.85%； 

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12,427.80万元，评估价值为 10,967.03万元，评估

减值 1,460.77万元，减值率 11.75%。（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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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母公司口径）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27,831.41 28,361.63 530.22 1.91 

非流动资产 12,917.85 11,167.53 -1,750.32 -13.55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12,790.83 11,008.47 -1,782.36 -13.93 

      固定资产 84.28 96.40 12.12 14.38 

无形资产 4.64 - -4.64 -100.00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

产 
38.10 62.66 24.56 64.46 

    资产总计 40,749.26 39,529.16 -1,220.10 -2.99 

流动负债 28,321.46 28,562.13 240.68 0.85 

非流动负债 - - - - 

    负债合计 28,321.46 28,562.13 240.68 0.85 

所有者权益 12,427.80 10,967.03 -1,460.77 -11.75 

注：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10,680.63 万元，评估价值为

10,967.03万元，评估增值 286.40万元，增值率 2.68% 

九、特别事项说明 

1．本次评估未考虑非流动资产评估增减值涉及的所得税影响额对评估结论

的影响。 

2．对于图灵信息可能存在的其他影响评估结果的瑕疵事项，在进行资产评

估时图灵信息未作特别说明而资产评估师根据其执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

下，评估机构和资产评估师不承担相关责任。 

3．本评估结论是依据本次评估目的、以报告中揭示的假设前提而确定的股

东全部权益的现时市场价值，没有考虑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或减少付出的价

格等对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它

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同时也未考虑流动性因素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4．本次评估结论是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股东部分权益价值并不

必然等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与股权比例的乘积。特提请报告使用者在引用本评估

报告结论作为控股权或少数股权交易参考时，需在本评估结论基础上考虑可能存

在的控股权和少数股权等因素产生的溢价或折价的影响。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3 



天
源
评
估

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摘要 

提请报告使用者关注上述事项对本次经济行为及评估结果的影响。 

十、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评估结论仅在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成立。 

十一、评估报告日：2017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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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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估  报 告 

天源评报字[2017]第 0311号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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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贵公司

拟转让股权涉及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 2017

年 6月 30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和委托人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一) 委托人概况 

1．企 业 名 称：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大网新) 

2．企 业 住 所：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西园一路 18 号浙大网新软件园 A 楼

1501室 

3．注 册 资 本：玖亿壹仟肆佰零肆万叁仟贰佰伍拾陆元 

4．法定代表人：史烈 

5．企 业 性 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6．经营业务范围：对外承包工程（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承包工

程资格证书》）。计算机及网络系统、计算机系统集成，电子工程的研究开发、咨

询服务及产品的制造、销售；网络教育的投资开发；生物制药的投资开发；高新

技术产业投资开发；经营进出口业务；承接环境保护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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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被评估单位概况 

1．企业名称：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图灵信息） 

2．企业住所：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197号 6幢 425室 

3．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4．法定代表人：陈健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 经营范围：自动化办公系统、教育及商用系统网络和通讯软件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自动化系统、通讯软件工程的设计、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5 



天
源
评
估

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正文 

安装、承包；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销售及维修；LED照明灯具的研发、销售，经

营进出口业务，合同能源管理，家用电器、智能家居、日用百货、机电设备、五

金交电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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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历史沿革： 

图灵信息系由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浙江图灵计算机应用工程有限

公司（原名：浙江大学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

于 2001年 8月 15日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设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7,000万元，其中：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6,650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 95%；浙江图灵计算机应用工程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350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5%。上述出资由浙江兴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浙兴验字

［2001］第 378号验资报告。 

2004 年 5 月，图灵信息召开股东会，决议将图灵信息的注册资本由 7,000

万元增至 10,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850万元，浙江图灵计算机应用工程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50万元。上述出资

由浙江新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浙新会验字［2004］1055 号验

资报告。 

截至评估基准日，图灵信息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投资比例(%) 

1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500.00 95.00 

2 浙江图灵计算机应用工程有限公司 500.00 5.00 

合  计 10,000.00 100.00 

8. 子公司及股权结构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图灵信息拥有浙江网新图灵电子有限公司、上海浙

大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图灵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台州图灵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浙江网新帮德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金华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网新图灵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7家子公司，以及联营公司杭州怡德数码技术有

限公司，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日期 持股比例% 账面价值 

1 浙江网新图灵电子有限公司 2003/10 100% 52,452,03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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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浙大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03/4 83% 9,960,000.00 

3 浙江图灵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2006/9 90% 47,774,147.69 

4 台州图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08/4 100% 1,500,000.00 

5 浙江网新帮德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2008/7 55% 5,500,000.00 

6 金华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08/3 100% 1,400,000.00 

7 温州网新图灵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2016/7 100% 1,000,000.00 

8 杭州怡德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2001/12 35% 8,322,157.50 

 减：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 

 合  计   127,908,339.04 

注：浙江网新图灵电子有限公司持有浙江图灵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10%股权。 

9．近三年及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的资产、财务及经营状况 

(1) 业务经营概况 

图灵信息是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主力企业，其前身浙江大学图

灵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0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信息技术产品的自

主研发、整合服务以及渠道销售的 IT 服务公司。图灵信息总部位于杭州拱墅区

网新智慧立方园区，在上海、温州、金华、宁波、绍兴、台州等地都建立了分支

机构，形成了以杭州为中心深耕浙江遍及全国的销售服务体系，为政府、教育、

行业大客户及企业客户提供全面的信息化解决方案、技术服务和产品服务。 

图灵信息的业务类型主要分为五大板块，分别为：大客户业务、商业客户、

系统集成、智慧城市和商业分销客户。 

(2) 合并口径的资产、经营及财务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847,585,843.09  876,452,130.60  1,048,588,553.24  488,115,460.59 

营业成本 726,027,740.64  737,597,895.44  901,129,645.52  412,631,442.31 

利润总额 2,686,721.79  4,329,969.23  4,015,529.44  -4,511,808.16 

净利润 1,678,707.62  3,573,328.70  2,482,270.16  -5,033,983.09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1,007,002.51  2,528,535.91  1,855,707.54  -6,063,140.70 

项目名称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491,059,996.33  536,790,736.87  479,315,206.91  426,219,500.20 

总负债 340,691,798.90  396,244,210.74  336,466,410.62  311,683,767.38 

净资产 150,368,197.43  140,366,526.13  142,848,796.29  114,535,732.82 

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141,674,066.98  132,202,602.89  134,058,310.43  106,806,28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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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母公司资产、经营及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504,051,837.79 462,790,871.89 698,670,665.89 380,603,759.89 

营业成本 462,857,880.46 412,376,421.92 648,817,089.20 353,775,774.71 

利润总额 19,063,196.39 19,788,031.57 3,348,007.43 6,880,605.50 

净利润 18,882,125.81 19,788,845.49 3,321,869.64 7,329,960.06 

项目名称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359,776,268.65  418,037,003.59  384,453,892.49  407,492,559.63 

总负债 232,750,069.42  283,221,958.87  246,316,978.13  283,214,571.80 

净资产 127,026,199.23  134,815,044.72  138,136,914.36  124,277,987.83 

注：上述会计数据业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其中 2014年度财务数据摘自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15]5606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15年度财务数据

摘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16]6186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016年度财务数据摘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17]5476 号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17 年 1-6 月财务数据摘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天健审[2017]7971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10．执行的主要会计政策及其它特殊政策 

会计制度：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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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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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限法； 

主要税项及税率： 

① 所得税：图灵信息及其子公司浙江图灵软件技术有限公司适用税率为

15%；台州图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小微企业，适用税率为 20%；其余适

用税率为 25%； 

② 增值税：适用税率为 17%、6%； 

③  附加税费：城市维护建设税的适用税率为 7%；教育费附加的适用税率为

3%；地方教育附加率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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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个人所得税：职工的个人所得税由个人承担，公司代扣代缴。 

11.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 

委托人系被评估单位的控股股东。 

(三) 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人所有。 

本评估报告的其他使用者限制为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二、评估目的 

浙大网新拟转让图灵信息股权，本次评估目的系为该经济行为提供图灵信息

股东全部权益的价值参考。 

三、评估对象及评估范围 

(一) 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内容 

评估对象为图灵信息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该公司申报的全部资产

及负债，具体包括流动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设备类)、无形资产（其

他无形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和流动负债。 

截止评估基准日图灵信息账面资产总额 407,492,559.63 元，账面负债总额

283,214,571.80元，所有者权益 124,277,987.83元。财务报表反映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项目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流动资产  278,314,075.59 
存货  97,143,458.93 

非流动资产  129,178,484.04 
  长期股权投资  127,908,339.04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585,379.83 842,762.45 
其中：设备类 1,585,379.83 842,762.45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3,026,826.97 46,388.15 
其中：其他无形资产 3,026,826.97 46,388.15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380,994.40 
  其他非流动资产   
资产总计  407,492,559.63 

流动负债  283,214,5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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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283,214,571.80 
所有者权益(净资产)  124,277,987.83 

图灵信息于基准日财务报表已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并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天健审[2017]7971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二) 账面主要资产的分布情况及特点 

图灵信息实物资产主要包括存货、设备类资产，无形资产为其他无形资产。

资产具体分布情况及特点如下： 

存货为均为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库存商品主要为各类电脑配件、服务器、

电子产品等；发出商品为已经发出但尚未确认收入的各类计算机硬件产品。 

设备类：车辆类共 3辆，包括 2辆小型普通客车、1辆轻型厢式货车。电子

设备共 185台(套)，包括电脑、打印机、服务器、交换机等办公设备。上述设备

于现场勘查日均可正常使用。 

其他无形资产：共 8项，其中 3项均为外购的软件，目前已不再使用；其余

5项为根据项目自主研发申请的软件著作权，均为历史实施项目中开发的软件著

作权，针对具体项目开发、具有专用性，对图灵信息及其子公司不具有再使用价

值。 

除上述资产外，图灵信息无申报的其他账外资产和负债。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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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根据评估目的、市场条件及评估对象自身条件等因素，本评估项目选用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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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委托人的意见，本评估项目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7年 6月 30日。 

评估基准日的确定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尽可能与经济行为实施日相接近，减

少和避免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本次评估工作中所采用的价格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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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估依据 

(一) 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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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 年 8 月 3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2008]第 538 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2008]第 50 号、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令第 65号)； 

5. 《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6.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部、

环境保护部令 2012年第 12号)； 

7.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6]第 46号）； 

8. 其他与资产评估有关的法律、法规等。 

(二) 准则依据 

1. 《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和<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

本准则>》(财政部财企[2004]20号)； 

2. 《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1]227号)； 

3.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07]189号)； 

4.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中评协[2011]230号)； 

5. 《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中评协[2011]230号)； 

6.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中评协[2007]189号)； 

7. 《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中评协[2007]189号)； 

8. 《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07]189号)； 

9. 《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08]217号)； 

10. 《著作权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10] 214 号)； 

11. 《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0] 2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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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独立性》（中评协[2012]2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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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资产评估准则——利用专家工作》（中评协〔2012〕244 号）。 

 (三) 权属依据 

1. 被评估单位及子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和验资报告； 

2. 车辆行驶证； 

3. 设备购置合同、发票等资料； 

4. 软件著作权证书； 

5. 与资产或权利取得与使用相关的经济业务合同、协议及发票等； 

6. 其他产权证明文件等。 

 (四) 取价依据及参考资料 

1.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明细表及相关财务资料； 

2. 评估基准日财务报表及前三年审计报告； 

3. 评估基准日审计报告（天健审[2017]第 7971号)； 

4. 《企业会计准则》(2014)； 

5. 向设备生产厂家或经销商询价的资料； 

6.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及补充通知； 

7.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部、

环境保护部令 2012年第 12号) ； 

8. Wind 中国金融数据库(互联网)； 

9. 《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科学技术出版社； 

10. 评估基准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基准利率； 

11. 图灵信息编制的盈利预测报告及历史经营与规划资料； 

12. 行业统计、市场发展及趋势分析的相关资料； 

13. 调查访谈收集的与估值相关的资料； 

14. 评估人员现场察看和市场调查取得的与估价相关的资料。 

七、评估方法 

(一) 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基本方法分为市场法、收益法与资产基础法。 

1. 市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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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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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其使用的基本前提有： 

(1) 存在一个活跃的公开市场； 

(2) 公开市场上存在可比的交易案例或可比上市公司。 

2. 收益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

价值的评估方法。应用收益法必须具备的基本前提有： 

(1) 投资者在投资某个企业时所支付的价格不会超过该企业(或与该企业相

当且具有同等风险程度的同类企业)未来预期收益折算成的现值； 

(2) 能够对企业未来收益进行合理预测； 

(3) 能够对与企业未来收益的风险程度相对应的收益率进行合理估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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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资产基础法的前提条件有： 

(1) 被评估资产处于持续使用状态或设定处于持续使用状态； 

(2) 可以调查取得购建被评估资产的现行途径及相应社会平均成本资料。 

(二) 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了市

场法、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 

图灵信息及其子公司通过多年经营积累了自己的经营理念、经营策略、经营

方法，管理和技术团队基本稳定、建立了销售和采购渠道，在行业内有一定的知

名度。根据图灵信息及其子公司提供的历年经营情况和未来经营情况预测资料，

公司生产经营将持续，对未来收益的预测客观合理；同时，与评估对象相关的行

业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基本能够量化，折现率可以合理确定，因此本次

评估适用收益法。 

同时，由于难以取得与图灵信息在业务内容、经营情况、盈利情况等方面相

似或可比的上市公司或近期产权交易案例，无法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在评估基准日财务审计的基础上，图灵信息申报评估的资产负债范围明确，

可根据财务资料、购建资料及现场勘查进行核实并逐项评估，因此本次采用资产

基础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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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资产基础法简介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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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主要资产及负债的评估方法如下： 

1．流动资产 

(1)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包含现金、银行存款及其他货币资金。根据评估申报表，经过监盘

现金、与银行对账单、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及其他货币资金原始单据核对，并通

过函证方式对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进行核实，账实相符。货币资金以审计审

定并经核实后账面价值确定评估价值。 

(2) 债权类流动资产 

债权类流动资产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和其他应收款，按预计可

收回金额或实际可享有的权益确定评估值。 

(3) 存货 

存货为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库存商品均为外购，且库龄较短，其账面价值

基本反映了目前市场同类商品的购置价格，按账面价值确定评估价值。发出商品

按其预计售价扣减相关税费、适当利润后确定评估价值； 

2．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均为图灵信息对下属子公司的股权投资。其中： 

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根据实际情况选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以被投资单位

整体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乘以股权比例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价值，即： 

长期股权投资评估价值＝被投资单位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股权比例 

对联营公司，取得被投资单位评估基准日的审定报表，在报表分析的基础上，

按报表净资产乘以股权比例确定评估价值，即： 

长期股权投资评估价值＝被投资单位账面净资产×股权比例 

3．固定资产——设备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及被评估设备的特点，根据持续使用原则，采用成本法对

设备进行评估。 

成本法是通过估算全新设备的重置成本，然后扣减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

和经济性贬值，或在确定综合成新率的基础上，确定设备评估价值。本次设备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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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选择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评估价值=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  

(1) 重置成本 

设备的重置成本一般包括购置或购建与评估对象功效相同的全新资产所需

的必要和合理的成本和相关税费等，如：设备的购置价、运杂费、安装费、调试

费、基础费、资金成本以及其他费用等。 

(2) 综合成新率 

重要设备通过现场勘查结合使用年限确定综合成新率，普通设备以年限法为

主确定综合成新率。 

4. 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其他无形资产为外购的管理软件，由于软件购买时间较早，目前已不再使用，

故评估为零。对于软件著作权，由于本次申报的账外软件著作权均为历史实施项

目中开发的软件著作权，针对具体项目开发、具有专用性，对图灵信息及其子公

司不具有再使用价值。因此，本次评估将该部分无形资产评估为零。 

5.递延所得税资产 

在了解递延所得税资产款项内容、性质、形成原由的基础上，对往来款项及

补提的应付职工薪酬按照评估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乘以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率

确定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6.流动负债 

对于评估范围内的流动负债，在核对明细账、总账，抽查原始凭证及函证的

基础上，以评估目的对应的经济行为实现后被评估单位预计需要承担的负债项目

及金额确定评估价值。 

(四) 收益法简介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

价值的评估方法。收益法常用的具体方法包括股利折现法和现金流量折现法，其

中，现金流量折现法通常包括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和股权自由现金流折现模

型。 

本次评估根据《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结合对被评估单位的调查核

实情况以及评估对象资产构成和主营业务特点、资产使用状况、资本结构以及未

来经营模式和收益的发展趋势等，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对评估对象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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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估算。 

因子公司与图灵信息从事的行业相同，业务相辅相成，故本次采用合并口径

的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即将图灵信息及其子公司作为一个整体，以合并口径的

财务报表为基础预测未来收益，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方法（DCF）计算图灵

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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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

的价值，来得到图灵信息的企业整体价值（全投资资本价值），并由企业整体价

值经扣减付息债务价值后，计算得出评估对象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模型及

主要参数计算公式如下： 

1．评估模型 

本次评估对象是图灵信息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公式如下： 

公式 1：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企业整体价值－付息负债价值-少数股东权益 

公式 2：企业整体价值（全投资资本价值）＝企业自由现金流现值（经营性

资产价值）＋溢余及非经营性资产价值－溢余及非经营性负债价值 

公式 3：企业自由现金流＝息税前利润×（1－所得税率）＋折旧与摊销－

资本性支出－营运资金净增加额 

经对被评估单位管理层及相关人员的访谈，结合其所处行业特点、自身竞争

优劣势以及未来发展前景的分析，图灵信息具有较好的市场竞争力及持续经营能

力，因此，本次评估的预测期按无限年期；在此基础上采用分段法对现金流进行

预测，即将预测范围内公司的未来净现金流量分为详细预测期的净现金流量和稳

定期的净现金流量。 

由此，根据上述公式 1至公式 3，本次评估采用的模型公式为： 

公式 4： 

𝑃𝑃 = �
𝐹𝐹𝐹𝐹𝐹𝐹t

(1 + 𝑟𝑟)it

𝑛𝑛

t=1

+
𝐹𝐹𝐹𝐹𝐹𝐹𝑛𝑛+1
𝑟𝑟(1 + 𝑟𝑟)𝑛𝑛

+ �𝐹𝐹−𝐷𝐷−𝑆𝑆 

式中： P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Ft ——第 t期企业自由净现金流 

 r ——折现率，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it ——未来第 t个收益期的折现期 

 n ——详细预测年限 

 ∑C ——基准日溢余资产或非经营性资产（负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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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基准日付息债务价值 

 S ——基准日少数股东权益价值 

2．各参数确定方法简介 

(1) Ft 的预测主要通过对图灵信息的历史业绩、经营状况，以及所在行业相

关经济要素和发展前景分析确定。 

(2) 收益法要求评估的企业价值内涵与应用的收益类型以及折现率的口径

一致，本次评估采用的折现率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公式 5： 

𝑊𝑊𝑊𝑊𝐹𝐹𝐹𝐹 = 𝐾𝐾e ×
𝐸𝐸

𝐸𝐸 + 𝐷𝐷
+ 𝐾𝐾d × (1 − 𝑇𝑇) ×

𝐷𝐷
𝐸𝐸 + 𝐷𝐷

 

式中： WACC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Ke ——权益资本成本 

 Kd ——债务资本成本 

 T ——所得税率 
 D/E ——企业资本结构 

权益资本成本 按国际通常使用的 CAPM模型求取，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 6： 

𝐾𝐾e = 𝑅𝑅𝑓𝑓 + Beta × 𝐸𝐸𝑅𝑅𝑃𝑃 + 𝑅𝑅c = 𝑅𝑅𝑓𝑓 +  Beta × �𝑅𝑅𝑚𝑚 − 𝑅𝑅𝑓𝑓� + 𝑅𝑅c 

式中： 𝐾𝐾e ——权益资本成本 

   𝑅𝑅𝑓𝑓 ——无风险利率 

 𝑅𝑅𝑚𝑚 ——市场回报率 

 Beta ——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 

 𝐸𝐸𝑅𝑅𝑃𝑃 ——市场的风险溢价 

 𝑅𝑅c ——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其中：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方式如下： 

))1(1(
E
Dtue ×−+×= ββ

 
 βe ——评估对象股权资本的预期市场风险系数 

 βu ——可比公司的无杠杆市场风险系数 

i

i

t
u

E
D

t)1(1( −+
=

β
β

  

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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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t ——可比公司股票（资产）的预期市场平均风险系数 

 
( ; )β
σ

= X P
t

P

Cov R R  

式中： 

( , )X PCov R R
 ——一定时期内样本股票的收益率和股票市场组合收

益率的协方差 

σp         ——一定时期内股票市场组合收益率的方差 

Di、Ei      ——分别为可比公司的付息债务与权益资本 

(3) 详细预测期的确定 

根据被评估单位对未来经营发展的整体规划，结合对所在行业发展情况以及

企业目前生产经营状况的调查，取 4 年 1 期为详细预测期，此后收益趋向稳定。

故详细预测期截止至 2021年，期后为永续期。 

(4) 非经营性或溢余性资产（负债）、付息债务 

通过逐项分析图灵信息及子公司的各项资产、负债与盈利预测的相关性，分

别确定评估基准日存在的非经营性或溢余性资产（负债）、付息债务，并根据各

资产、负债的实际情况，选用合适的评估方法确定其评估值。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及情况 

我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接受委托，并着手前期准备工作，于 7月 17 日

开始现场评估工作，2017 年 9 月 1 日出具评估报告。整个评估过程包括接受委

托、核实资产、评定估算、编写评估报告与内部审核，出具报告，具体过程如下： 

(一) 接受委托 

1．我公司在洽谈项目时，在明确评估对象、评估目的及评估基准日等基本

事项，并确认评估独立性不受影响、评估风险在可控制范围内的前提下，我们接

受委托并签订业务约定书； 

2．指定项目负责人并组建评估项目组； 

3．编制工作计划和拟定初步技术方案。 

(二) 核实资产 

1．选派项目经理指导被评估单位相关人员编制申报明细表； 

2．结合项目具体情况，向被评估单位提供所需资料明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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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辅助被评估单位财务和资产管理人员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和负债按评估

申报明细表的内容进行全面清查核实和填报，同时按评估资料清单的要求收集准

备相关的审计报告、产权证明、历史经营状况明细、资产质量状况、其他财务资

料和经营规划、盈利预测经济指标等相关评估资料。 

4．现场调查、核实资产与验证相关评估资料 

(1) 听取被评估单位有关人员介绍被评估资产的历史和现状； 

(2) 对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负债表和填报的评估申报明细表结合审计报

告进行账账、账物核实； 

(3) 现场核实资产与验证相关评估资料，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进行现场调查、

资产核实和勘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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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其提供的评估申报明细表以及相关证明资料均以图灵信

息盖章方式予以确认。现将情况简要说明如下： 

1) 流动资产、负债的核实 

流动资产和负债主要采用核对财务总账、各科目明细账，查阅会计凭证、合

同、发函询证及查阅对账单等方式，结合与各部门访谈情况，核实真实性和准确

性。 

2) 设备类资产的核实情况 

A. 对图灵信息填报的设备类评估申报明细表进行核查，对评估申报明细表

填报中错填、漏填等不符合要求的部分，请图灵信息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根

据图灵信息固定资产的构成特点及评估申报明细表的内容，向图灵信息有关资产

管理部门及使用部门调查了解各项固定资产的购买时间、使用状况等，并查阅会

计账薄、重点设备的购置合同、付款凭证等资料进行核对。 

B. 现场盘点和勘察：根据评估申报明细表，在图灵信息设备管理人员的配

合下，对委估设备进行现场勘查，核实其规格、型号、制造厂家、出厂与启用日

期等，了解委估设备的使用状况以及维护保养等情况。 

C. 根据现场勘察结果进一步修正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明细表，由其

盖章确认后作为评估的依据。 

3) 实物性流动资产—存货的核实 

核对了财务总账、明细账及会计记录等，了解图灵信息的成本核算方法，收

集项目成本核算相关资料。同时在图灵信息仓库管理人员的配合下，对库存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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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现场盘点，核实其规格、型号、库龄及数量等，了解库存商品的真实性、保

管状况等情况。对于发出商品，取得相关销售合同及验收单，核实其真实性及市

场售价。但本次被评估单位未能提供发出商品明细，未能核实发出商品的数量。 

4) 其他无形资产的核实 

其他无形资产为外购的软件及软件著作权，对于外购软件查阅购买合同、协

议、发票等原始凭证，核实无形资产的原始入账金额和权利状况、使用状况；对

于软件著作权，查阅了软件著作权证书，核实权利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了解无形

资产取得后的核算方法，以复核其余额的正确性。 

5) 长期股权投资的核实 

了解被投资单位的概况、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收集了被投资单位的章

程、营业执照、财务报表及验资报告等；对于子公司，组织、指导被投资单位填

制评估申报表，按前述程序、过程和方法对被投资单位的资产、负债进行全面的

清查和核实。 

(4) 通过调查访谈等方式对被评估单位的经营业务情况进行调查。 

5．生产经营与收益情况调查 

根据本次评估的特点，主要通过收集分析图灵信息历史经营情况和未来经营

规划以及与管理层访谈等方式对图灵信息的经营业务进行调查，收集和了解的主

要内容如下： 

(1) 了解图灵信息持续经营的相关法律情况，主要为评估对象的有关章程、

经营资质、投资出资协议、合同情况等； 

(2) 了解图灵信息最近几年的债务、借款情况以及债务成本情况； 

(3) 了解图灵信息的发展环境情况，主要包括宏观发展环境、相关市场发展

环境情况； 

(4) 了解图灵信息的市场地位及主要经营资质情况； 

(5) 了解图灵信息的资金周转情况、历史经营业绩和融资能力等情况；  

(6) 了解主要竞争者的简况； 

(7) 了解图灵信息的主要经营优势和风险，包括：国家政策优势和风险、竞

争优势和风险、财务（债务）风险、汇率风险等； 

(8) 收集图灵信息的近年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以及产

品收入明细表和成本费用明细表；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 



天
源
评
估

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正文 

(9) 了解图灵信息的执行的会计制度以及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存货成本入账

和存货发出核算方法等； 

(10) 了解图灵信息未来年度的经营计划、投资计划和战略规划等； 

(11) 了解图灵信息历史年度业务及管理费的构成及其变化；  

(12) 了解图灵信息历史年度利润情况，分析利润变化的主要原因； 

(13) 了解图灵信息的税收政策； 

(14) 了解图灵信息的非经营性资产和负债的内容及其状况； 

(15) 与本次评估有关的其他情况。 

(三) 评定估算 

对从现场调查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并通过市场调研获取市场信息，或

通过委托方、被评估单位、供应商、互联网及我公司数据库等渠道，开展市场调

研和询价工作，根据本次评估对象、价值类型及所收集到的资料选择相适应的评

估方法和计算模型，评定估算评估对象价值。 

(四) 编写评估报告 

汇集评估工作底稿，得出总体评估结果。汇总编写评估报告、评估说明和评

估明细表；资产评估机构内部逐级审核，并在不影响评估人员独立判断的前提下，

与委托人进行沟通，听取意见。 

(五) 提交评估报告 

根据资产评估机构内部审核意见和委托人反馈意见，对评估报告进行必要的

修改后，向委托人提交正式的评估报告。 

九、评估假设 

(一) 资产基础法假设 

1． 交易假设 

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根据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模拟

市场进行评估。 

2． 公开市场假设 

(1) 有自愿的卖主和买主，地位是平等的； 

(2) 买卖双方都有获得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交易行为在自愿的、理

智的而非强制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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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自由转让； 

(4) 不考虑特殊买家的额外出价或折价。 

3． 持续经营假设 

假设被评估单位的经营业务合法，并不会出现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其无法持

续经营，被评估单位主要资产现有用途不变并原地持续使用。 

4． 利率保持为目前的水平，无重大变化。 

5． 被评估单位和委托人提供的相关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6． 除被评估单位申报的资产、负债外，不存在其他归属于被评估单位的重

要资产和负债。 

7． 宏观经济环境相对稳定假设 

任何一项资产的价值与其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直接相关，在本次评估时我们

假定社会的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和宏观环境保持相对稳定，从而保证评估结果有

一个合理的使用期。 

(二) 收益法假设 

1．一般假设 

(1) 假设国家宏观形势无重大变化，现行的银行利率、税收政策等无重大变

化； 

(2) 假设公司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3) 假设公司的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公司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4) 假设公司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5) 假设公司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份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6) 假设公司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目

前方向保持一致，同时假设未来可以通过追加投资实现生产能力的扩大； 

(7) 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人力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2．具体假设 

(1) 假设图灵信息保持持续经营状态，其各项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资质在到期

后均可以顺利获取延期； 

(2) 假设图灵信息所有与营运相关的现金流都将在相关的收入、成本、费用

发生的同一年度内均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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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灵信息及其子公司图灵软件于 2014年 9月 29日取得《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认定期限为三年，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期满后可以继续重新认定，本次评

估假设在详细预测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期满后仍可继续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

证并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4) 假设财务预测期所基于的会计政策与公司目前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所

有重大方面一致； 

(5) 假设图灵信息在未来经营期内的资本结构基本稳定，不发生较大变化； 

(6) 假设评估报告所依据的统计数据、对比公司的财务数据等均真实可靠。 

当前述假设条件出现较大变化时，本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根据资产评估准

则的要求，评估机构和资产评估师认定这些前提、假设条件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

当未来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评估机构和资产评估师将不承担由于前提、假

设条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估结果的责任。 

十、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图灵信息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进行了评估。两种方法得出的评估结果如下： 

(一)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在本报告揭示的假设前提下，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

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 10,967.03万元，具体如下： 

资产账面价值为 40,749.26 万元，评估价值为 39,529.16 万元，评估减值

1,220.10万元，减值率 2.99%； 

负债账面价值为 28,321.46 万元，评估价值为 28,562.13 万元，评估增值

240.68万元，增值率 0.85%； 

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12,427.80万元，评估价值为 10,967.03万元，评估

减值 1,460.77万元，减值率 11.75%。（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27,831.41 28,361.63 530.22 1.91 

非流动资产 12,917.85 11,167.53 -1,750.32 -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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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12,790.83 11,008.47 -1,782.36 -13.93 

      固定资产 84.28 96.40 12.12 14.38 

无形资产 4.64 - -4.64 -100.00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38.10 62.66 24.56 64.46 

    资产总计 40,749.26 39,529.16 -1,220.10 -2.99 

流动负债 28,321.46 28,562.13 240.68 0.85 

非流动负债 - - - - 

    负债合计 28,321.46 28,562.13 240.68 0.85 

所有者权益 12,427.80 10,967.03 -1,460.77 -11.75 

 (二) 评估结论与账面价值比较主要变动情况及原因 

1．流动资产增值530.22万元，增值原因主要系: 

(1) 图灵信息对于应收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的往来款及员工备用金均按账龄

计提坏账准备，评估中对于前述往来款未确认坏账损失，子公司往来款相应的减

值因素在长期股权投资中考虑； 

(2) 发出商品的评估值中包含了尚未体现的部分利润导致评估增值。 

2．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减值 1,782.36万元，减值原因为部分子公司经营出现

大额亏损，其账面净资产为负，而账面价值未能反映图灵信息需承担的超过减值

准备的亏损额，而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以各子公司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反

映导致评估减值。 

3.流动负债增值 240.68 万元，主要原因系企业账面未计提当月工资，评估

中对当月工资计提导致增值。 

(三) 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本报告揭示的假设前提下，采用收益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的市场价值为 8,000.95 万元，较审计审定后图灵信息母公司净资产减值

4,426.85 万元，减值率为 35.62%；较审计审定后图灵信息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减值 2,679.68万元，减值率为 25.09%。 

(四) 评估结论分析 

本次图灵信息股东全部权益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8,000.95 万元，资产基础法

结果为 10,967.03万元，差异金额为 2,966.08万元，差异率为 27.05%。 

根据对图灵信息管理层的访谈了解，公司一直从事硬件销售，其历史收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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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及业务类型较为稳定，随着外部环境变化，公司规划将实施从销售向技术服务

的转型，但目前尚处萌芽期，虽然短期内不会对业务类型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未

来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较大，考虑到以上因素，本次评估不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资产基础法是从现时成本角度出发，以被评估单位账面记录或可辨识的资产、

负债为出发点，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的评估值加总减去负债评估值作为被

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在评估基准日财务审计的基础上，图灵信息

申报评估的资产负债范围明确，可根据财务资料及现场勘查进行核实并逐项评估。 

依据评估准则的规定，结合本次评估对象、评估目的及适用的价值类型，经

过比较分析，认为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能更合理地反映图灵信息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因此选定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图灵信息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最

终评估结论。 

图灵信息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10,967.03万元，较图灵信息母公司账面

净资产减值 1,460.77万元，减值率 11.75%；较图灵信息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增值 286.40万元，增值率 2.68%。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1．本次评估未考虑非流动资产评估增减值涉及的所得税影响额对评估结论

的影响。 

2．对于图灵信息可能存在的其他影响评估结果的瑕疵事项，在进行资产评

估时图灵信息未作特别说明而资产评估师根据其执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

下，评估机构和资产评估师不承担相关责任。 

3．本评估结论是依据本次评估目的、以报告中揭示的假设前提而确定的股

东全部权益的现时市场价值，没有考虑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或减少付出的价

格等对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它

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同时也未考虑流动性因素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4．本次评估结论是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股东部分权益价值并不

必然等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与股权比例的乘积。特提请报告使用者在引用本评估

报告结论作为控股权或少数股权交易参考时，需在本评估结论基础上考虑可能存

在的控股权和少数股权等因素产生的溢价或折价的影响。 

提请报告使用者关注上述事项对本次经济行为及评估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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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本评估报告的使用受以下限制： 

(一) 评估报告仅供评估报告中披露的评估报告使用者用于载明的评估目的

和用途，资产评估师及其所在评估机构不承担因评估报告使用不当所造成后果的

责任；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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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评估结论仅在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成立。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

期应根据评估基准日后的资产状况和市场变化情况来确定，当资产状况和市场变

化较小时，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原则上为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即 2017 年 6 月

30日至 2018年 6月 29日。 

十三、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为 2017年 9月 1日。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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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审计报告 

(二) 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营业执照 

(三) 主要权属证明资料 

(四) 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承诺函 

(五) 评估机构资格证书 

(六) 评估机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七) 签字资产评估师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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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果汇总表及明细表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9 



天
源
评
估

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评估明细表 

目    录 
内        容                                       表  号 

1、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万元) .........................................................表 1 

2、 资产评估结果分类汇总表............................................................表 2 

3、 流动资产评估汇总表....................................................................表 3 

4、 货币资金评估汇总表................................................................ 表 3-1 

5、 货币资金—库存现金评估明细表......................................... 表 3-1-1 

6、 货币资金—银行存款评估明细表......................................... 表 3-1-2 

7、 货币资金—其他货币资金评估明细表................................. 表 3-1-3 

8、 应收票据评估明细表................................................................ 表 3-3 

9、 应收账款评估明细表................................................................ 表 3-4 

10、 预付款项评估明细表................................................................ 表 3-5 

11、 其他应收款评估明细表............................................................ 表 3-8 

12、 存货评估汇总表........................................................................ 表 3-9 

13、 存货—产成品（库存商品）评估明细表............................. 表 3-9-5 

14、 存货—发出商品评估明细表................................................. 表 3-9-7 

15、 非流动资产评估汇总表................................................................表 4 

16、 长期股权投资评估明细表........................................................ 表 4-4 

17、 固定资产评估汇总表................................................................ 表 4-6 

18、 固定资产－车辆评估明细表................................................. 表 4-6-5 

19、 固定资产－电子设备评估明细表......................................... 表 4-6-6 

20、 无形资产评估汇总表.............................................................. 表 4-12 

21、 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评估明细表............................... 表 4-12-3 

22、 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明细表.................................................. 表 4-16 

23、 流动负债评估汇总表....................................................................表 5 

24、 短期借款评估明细表................................................................ 表 5-1 

25、 应付票据评估明细表................................................................ 表 5-3 

26、 应付账款评估明细表................................................................ 表 5-4 

27、 预收款项评估明细表................................................................ 表 5-5 

28、 应付职工薪酬评估明细表........................................................ 表 5-6 

29、 应交税费评估明细表................................................................ 表 5-7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30 



天
源
评
估

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评估明细表 

30、 应付利息评估明细表................................................................ 表 5-8 

31、 其他应付款评估明细表.......................................................... 表 5-10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31 


	资产评估师声明
	摘    要
	评  估  报 告
	一、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和委托人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二、评估目的
	三、评估对象及评估范围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五、评估基准日
	六、评估依据
	七、评估方法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及情况
	九、评估假设
	十、评估结论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十三、评估报告日

	附   件
	评估结果汇总表及明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