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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发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本资

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

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

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

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和使用评

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

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三、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坚持

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四、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

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人不存

在偏见。 

五、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评估报

告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关注资产评估报告中载

明的假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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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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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认真阅读评估报告正文。 

一、委托人和产权持有人及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本次资产评估的委托人为通策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策医疗公司)，本

次资产评估的产权持有人为杭州海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骏科技公司)。 

根据《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其他使用人为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的评估报告使用人。 

二、评估目的 

通策医疗公司拟收购海骏科技公司持有的 10家长期股权投资，为此需要对该经

济行为涉及的 10家长期股权投资价值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该经济行为提供 10 家长期股权投资价值的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为涉及上述经济行为的海骏科技公司持有的 10 家长期股

权投资。按照海骏科技公司提供的截至 2020 年 6月 30日的委托评估长期股权投资

明细表反映，委估长期股权投资合计账面价值 24,240,000.00 元，其中账面余额

24,240,000.00 元，减值准备 0.00 元，共 10 家被投资单位，包括 2 家参股子公司

和 8家控股子公司。 

四、价值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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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五、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为 2020年 6月 30日。 

六、评估方法 

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本次对长期股权投资采

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其中，对北京三叶风尚口腔诊所有限公司及杭州天使口腔诊所

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对其余各被投资单位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

益法进行评估。 

七、评估结论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委托评估的海骏科技公司持有的 10家长期

股权投资在 2020年 6月 30日的评估价值为 151,007,800.00元(大写为人民币壹亿

伍仟壹佰万柒仟捌佰元整)，与账面价值 24,240,000.00 元相比，评估增值

126,767,800.00元，增值率 522.97%。 

八、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 

本评估结论仅对通策医疗公司拟收购海骏科技公司持有的 10 家长期股权投资

之经济行为有效。本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自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6 月

30日起至 2021年 6 月 29日止。 

 

资产评估报告的特别事项说明和使用限制说明请参阅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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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策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

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成本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

对贵公司拟收购杭州海骏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 10家长期股权投资在 2020年 6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产权持有人及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一) 委托人概况 

1. 名称：通策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策医疗公司) 

2.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平海路57号 

3. 法定代表人：吕建明 

4. 注册资本：32,064万元人民币 

5.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02930559P 

7. 登记机关：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8.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日用品、消毒用品的销售，投资管理，经营进出口业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培训服务（不含办班培训）。 

(二) 产权持有人概况 

1. 名称：杭州海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骏科技公司) 

2.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富闲路9号银湖创新中心7号2层209室 

3. 法定代表人：吕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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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册资本：伍佰柒拾柒万叁仟肆佰叁拾贰元 

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580275480G 

7. 登记机关：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成果转让：医用物理成像技术、

超声波技术、计算机软件；教育咨询（除留学中介及留学教育咨询）。 

(三) 委托人与产权持有人的关系 

产权持有人系委托人第一大股东之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委托人拟收购产权

持有人的 10家长期股权投资。 

(四) 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根据《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其他使用人为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的评估报告使用人。 

二、评估目的 

通策医疗公司拟收购海骏科技公司持有的 10家长期股权投资，为此需要对该经

济行为涉及的 10家长期股权投资价值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该经济行为提供委估的 10家长期股权投资价值的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为涉及上述经济行为海骏科技公司持有的 10 家长期股权

投资。按照海骏科技公司提供的截至 2020 年 6月 30日的委托评估长期股权投资明

细表反映，委估长期股权投资合计账面价值 24,240,000.00 元，其中账面余额

24,240,000.00 元，减值准备 0.00 元，共计 10 家被投资单位，包括 2 家参股子公

司和 8家控股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投资时间 
认缴 

比例 
账面余额 

减值

准备 
账面价值 

业务类

型 
备注 

1 
杭州庆春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庆春口腔公司) [注 1] 
2016 年 6 月 29 日 50.00% 5,000,000.00 0.00 5,000,000.00 

儿童及

成人口

腔诊疗 

参股子

公司 

2 

上海三叶儿童口腔医院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叶投资

公司)[注 2] 

2015 年 6 月 19 日 38.75% 3,875,000.00 0.00 3,875,000.00 
投资 

管理 

参股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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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投资时间 
认缴 

比例 
账面余额 

减值

准备 
账面价值 

业务类

型 
备注 

3 
北京三叶儿童口腔诊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三叶公司) 
2016 年 1 月 20 日 65.00% 2,600,000.00 0.00 2,600,000.00 

儿童口

腔诊疗 

控股子

公司 

4 
宁波鄞州三叶口腔门诊部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三叶公司) 
2016 年 9 月 8 日 65.00% 1,950,000.00 0.00 1,950,000.00 

儿童口

腔诊疗 

控股子

公司 

5 
上海汇叶口腔门诊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汇叶公司) 
2017 年 3 月 13 日 65.00% 1,950,000.00 0.00 1,950,000.00 

儿童口

腔诊疗 

控股子

公司 

6 
杭州海叶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杭州海叶公司) 
2016 年 10 月 18 日 65.00% 1,950,000.00 0.00 1,950,000.00 

儿童口

腔诊疗 

控股子

公司 

7 
杭州煦叶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杭州煦叶公司) 
2017 年 5 月 16 日 65.00% 975,000.00 0.00 975,000.00 

儿童口

腔诊疗 

控股子

公司 

8 
绍兴辰叶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绍兴辰叶公司) 
2017 年 1 月 17 日 65.00% 1,950,000.00 0.00 1,950,000.00 

儿童口

腔诊疗 

控股子

公司 

9 
北京三叶风尚口腔诊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风尚公司) 
2016 年 3 月 17 日 51.00% 2,040,000.00 0.00 2,040,000.00 

儿童口

腔诊疗 

控股子

公司 

10 
杭州天使口腔诊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杭州天使公司) 
2016 年 7 月 27 日 65.00% 1,950,000.00 0.00 1,950,000.00 

儿童口

腔诊疗 

控股子

公司 

11 合计   24,240,000.00  24,240,000.00  
 

注1：根据出资协议，庆春口腔公司董事会的五名董事中，有三名由杭州口腔医院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口腔公司）委派，并指派其中一名董事担任庆春口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故庆春口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杭州口腔公司。 

注2：海骏科技公司持有三叶投资公司的38.75%股权对应的表决权授予浙江通策口腔医院投

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策投资公司）享有，故通策投资公司享有三叶投资公司的表

决权达77.50%。 

其中，北京风尚公司由于目前租赁成本较高而椅位配置较少，导致诊所经营持

续亏损，未来拟进行迁址；杭州天使公司由于其经营所在地“利星广场”产业布局

进行结构调整的原因，杭州天使公司于2019年10月31日起已终止租赁，拟待迁址后

重新营业。除北京风尚公司和杭州天使公司外，其余8家被投资单位均正常经营。 

(一) 庆春口腔公司 

1. 企业名称、类型与组织形式 

(1) 名称：庆春口腔公司 

(2)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庆春路221号2-6层 

(3) 法定代表人：王维倩 

(4)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整 

(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2MA27Y2F97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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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登记机关：杭州市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 

2. 历史沿革 

庆春口腔公司成立于2016年6月29日，原名杭州庆春口腔医院有限公司，初始注

册资本3,000万元，成立时股东和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额(万元) 认缴比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海骏科技公司 1,500.00 50.00% 500.00 50.00% 

杭州口腔医院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 50.00% 500.00 50.00% 

合计 3,000.00 100.00% 1,000.00 100.00% 

截至评估基准日，庆春口腔公司注册资本 3,000万元，实收资本 1,000万元，

上述股权结构未发生变更。 

3. 被评估单位前2年及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业绩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资产 20,272,373.90 19,295,394.96 16,032,173.50 

负债 13,514,837.48 4,165,335.91 5,425,408.75 

股东权益 6,757,536.42 15,130,059.05 10,606,764.75 

项目名称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32,820,817.64 39,840,455.49 10,749,065.83 

营业成本 24,859,567.45 26,950,771.79 11,004,152.02 

利润总额 5,670,446.43 10,086,489.55 -1,241,581.52 

净利润 5,670,990.49 8,372,522.63 -932,252.96 

2018、2019年度财务报表及基准日财务报表业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4. 被评估单位经营情况 

庆春口腔公司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庆春路 221号 2-6层，成立于 2016年 6

月 29日，注册资本金为 3,000万人民币元，目前公司主要经营口腔诊疗业务，包括

成人与儿童口腔诊疗业务，其中儿童口腔诊疗业务采用“三叶儿童口腔”品牌及经

营理念，借鉴美式儿童口腔会员制模式，让中高端会员客户可以享受全方位的私人

牙医管家服务。截至评估基准日，庆春口腔公司拥有 32 张牙椅，租赁营业面积为



通策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杭州海骏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的 10 家长期股权投资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8 

3,552.39平方米。 

(二) 三叶投资公司 

1. 企业名称、类型与组织形式 

(1) 名称：三叶投资公司 

(2)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桃林路33号 

(3) 法定代表人：SEIKO ONO 

(4)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整 

(5)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422149730 

(7) 登记机关：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 经营范围：医疗投资管理及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日用品

的销售。 

2. 历史沿革 

三叶投资公司成立于2015年6月19日，初始注册资本1,000万元，成立时股东和

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通策口腔医院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387.50 38.75% 

海骏科技公司 387.50 38.75% 

王永河 225.00 22.50% 

合计 1,000.00 100.00% 

后经股权转让，截至评估基准日，三叶投资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收资本

1,000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通策口腔医院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387.50 38.75% 

海骏科技公司 387.50 38.75% 

吴亚丽 225.00 22.50% 

合计 1,000.00 100.00% 

3. 被评估单位前 2年及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业绩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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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资产 15,178,499.72  20,269,489.55   21,255,613.30  

负债 2,186,672.92  3,029,230.98   5,200,701.96  

股东权益 12,991,826.80  17,240,258.57   16,054,911.34  

项目名称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7,820,399.55  10,198,798.14   4,324,589.19  

营业成本 81,927.84  56,256.50   22,226.82  

利润总额 4,653,819.07  6,784,829.70   2,924,564.61  

净利润 3,997,984.19  5,088,431.77   2,192,852.77  

2018、2019年度财务报表及基准日财务报表业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4. 被评估单位经营情况 

三叶投资公司位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桃林路33号，成立于2015年6

月19日，初始注册资本1,000万元，目前公司主要经营三叶儿童口腔品牌的运营与投

资管理，向被授权使用三叶儿童口腔品牌的口腔医院或诊所收取加盟费及品牌服务

费。截至评估基准日，三叶投资公司办公场所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327号合生

国贸中心5幢6层，系由杭州西湖城建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无偿使用。 

(三) 北京三叶公司 

1. 企业名称、类型与组织形式 

(1) 名称：北京三叶公司 

(2)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8号院2号楼1层1116、1117、1118 

(3) 法定代表人：肖迪 

(4) 注册资本：400万元 

(5)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38EX4R 

(7) 登记机关：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 经营范围：口腔科医疗服务；健康管理（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健康

咨询（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医院管理（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推广；销售Ⅰ

类医疗器械、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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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史沿革 

北京三叶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初始注册资本 400 万元，成立时股东

和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海骏科技公司 260.00 65.00% 

杨小娴 140.00 35.00% 

合计 400.00 100.00% 

截至评估基准日，北京三叶公司注册资本 400 万元，实收资本 400 万元，上述

股权结构未发生变更。 

3. 被评估单位前 2年及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业绩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资产 3,309,450.66  3,127,066.39   2,758,009.63   

负债 5,136,108.78  5,619,641.63   6,020,366.24   

股东权益 -1,826,658.12  -2,492,575.24   -3,262,356.61  

项目名称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3,269,366.56 4,753,860.39  1,518,154.29  

营业成本 4,204,090.34 4,731,805.36  2,010,132.41  

利润总额 -1,666,603.94 -665,873.62  -769,777.58 

净利润 -1,670,958.50 -665,917.12  -769,781.37 

2018、2019年度财务报表及基准日财务报表业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4. 被评估单位经营情况 

北京三叶公司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 8号院 2号楼 1层，成立于 2016年 1

月 20 日,注册资本金为 400 万人民币元，目前公司主要经营儿童口腔诊疗业务，采

用“三叶儿童口腔”品牌及经营理念，借鉴美式儿童口腔会员制模式，让中高端会

员客户可以享受全方位的私人牙医管家服务。截至评估基准日，北京三叶公司拥有

6张牙椅，租赁营业面积为 410.51平方米。 

(四) 宁波三叶公司 

1. 企业名称、类型与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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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称：宁波三叶公司 

(2)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中山东路1922号010幢(4-1)(4-2) 

(3) 法定代表人：肖迪 

(4)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5)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4MA282LN45W 

(7) 登记机关：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 经营范围：医疗机构经营（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日用品的批发、零售。 

2. 历史沿革 

宁波三叶公司成立于2016年9月8日，初始注资本300万元，成立时股东和认缴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海骏科技公司 195.00 65.00% 

王茜 105.00 35.00% 

合计 300.00 100.00% 

历经增资之后，截至评估基准日，宁波三叶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实收资本300

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实缴金额（万元） 实缴比例 

海骏科技公司 325.00 65.00% 195.00 65.00% 

王茜 175.00 35.00% 105.00 35.00% 

合计 500.00 100.00% 300.00 100.00% 

3. 被评估单位前2年及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业绩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资产 2,467,088.49 4,549,522.26  5,866,417.86  

负债 406,170.31 727,521.96  1,540,694.20  

股东权益 2,060,918.18 3,822,000.30  4,325,723.66  

项目名称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3,197,666.52 6,732,249.60  4,048,09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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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营业成本 2,815,416.93 4,295,468.77  2,642,146.98  

利润总额 -69,712.60 1,817,070.12  1,143,927.79  

净利润 -69,466.95 1,761,082.12  1,079,123.36  

2018、2019年度财务报表及基准日财务报表业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4. 被评估单位经营情况 

宁波三叶公司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中山东路 1922 号 010 幢，成立于 2016

年 9月 8日,注册资本金为 500万人民币元，目前公司主要经营儿童口腔诊疗业务，

采用“三叶儿童口腔”品牌及经营理念，借鉴美式儿童口腔会员制模式，让中高端

会员客户可以享受全方位的私人牙医管家服务。截至评估基准日，宁波三叶公司拥

有 6张牙椅，租赁营业面积为 479.30平方米。 

(五) 上海汇叶公司 

1. 企业名称、类型与组织形式 

(1) 名称：上海汇叶公司 

(2)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白银路288弄33号207、208室-3 

(3) 法定代表人：肖迪 

(4)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整 

(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MA1GTXXF48 

(7) 登记机关：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 经营范围：营业性医疗机构。 

2. 历史沿革 

上海汇叶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13日，初始注册资本300万元，成立时股东和认

缴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额(万元) 认缴比例 

海骏科技公司 195.00 65.00% 

刘畅 105.00 35.00% 

合计 300.00 100.00% 

截至评估基准日，上海汇叶公司注册资本 300万元，实收资本 274.50万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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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海骏科技公司 195.00 65.00% 195.00 71.04% 

刘畅 105.00 35.00%  79.50 28.96% 

合计 300.00 100.00% 274.50 100.00% 

3. 被评估单位前 2年及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业绩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资产 2,791,060.35 2,874,821.85  2,868,789.01  

负债 504,786.27 642,644.50  695,798.74  

股东权益 2,286,274.08 2,232,177.35  2,172,990.27  

项目名称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3,902,132.79 4,386,281.93  2,056,808.72  

营业成本 3,545,548.99 3,970,033.90  1,854,082.56  

利润总额 -204,556.26 -54,145.67 -59,214.26 

净利润 -204,537.39 -54,096.73 -59,187.08 

2018、2019年度财务报表及基准日财务报表业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4. 被评估单位经营情况 

上海汇叶公司位于上海市嘉定区白银路 288弄 33号 207、208室-3，成立于 2017

年 3月 13日,注册资本金为 300万人民币元，目前公司主要经营儿童口腔诊疗业务，

采用“三叶儿童口腔”品牌及经营理念，借鉴美式儿童口腔会员制模式，让中高端

会员客户可以享受全方位的私人牙医管家服务。截至评估基准日，上海汇叶公司拥

有 6张牙椅，租赁营业面积为 294.41平方米。 

(六) 杭州海叶公司 

1. 企业名称、类型与组织形式 

(1) 名称：杭州海叶公司 

(2)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春晓路210、212、214号一层 

(3) 法定代表人：肖迪 

(4) 注册资本：叁佰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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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MA27YUKR2M 

(7) 登记机关：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 

(8) 经营范围：服务：口腔科、牙体牙髓专业、儿童口腔专业、口腔颌面外科

专业（仅限拔牙）、口腔修复专业、口腔正畸专业、预防口腔专业、牙周病专业。 

2. 历史沿革 

杭州海叶公司成立于2016年10月18日，初始注册资本300万元，成立时股东和认

缴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额(万元) 认缴比例 

海骏科技公司 195.00 65.00% 

叶丽莉 105.00 35.00% 

合计 300.00 100.00% 

截至评估基准日，杭州海叶公司注册资本 300 万元，实收资本 300 万元，上述

股权结构未发生变更。 

3. 被评估单位前 2年及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业绩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资产 5,072,856.03 6,914,469.04 7,871,031.71 

负债 949,727.47 1,202,063.66 3,380,041.37 

股东权益 4,123,128.56 5,712,405.38 4,490,990.34 

项目名称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8,096,580.74 9,884,804.97 3,974,723.78 

营业成本 5,876,427.95 6,547,471.38 3,193,454.16 

利润总额 1,683,578.46 2,770,282.52 584,794.89 

净利润 1,232,100.69 2,539,276.82 556,084.96 

2018、2019年度财务报表及基准日财务报表业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4. 被评估单位经营情况 

杭州海叶公司位于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春晓路 210、212、214 号一层，成立

于 2016 年 10 月 18 日,注册资本金为 300 万人民币元，目前公司主要经营儿童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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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业务，采用“三叶儿童口腔”品牌及经营理念，借鉴美式儿童口腔会员制模式，

让中高端会员客户可以享受全方位的私人牙医管家服务。截至评估基准日，杭州海

叶公司拥有 12张牙椅，租赁营业面积为 600.00 平方米。 

(七) 杭州煦叶公司 

1. 企业名称、类型与组织形式 

(1) 名称：杭州煦叶公司 

(2)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609号六层6F09 

(3) 法定代表人：肖迪 

(4) 注册资本：叁佰万元整 

(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MA28RX1M1A 

(7) 登记机关：杭州市下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 经营范围：服务：口腔门诊；批发、零售：日用百货。 

2. 历史沿革 

杭州煦叶公司成立于2017年5月16日，初始注册资本300万元，成立时股东和认

缴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额(万元) 认缴比例 

海骏科技公司 195.00 65.00% 

祝莹颖 105.00 35.00% 

合计 300.00 100.00% 

截至评估基准日，杭州煦叶公司注册资本 300万元，实收资本 147.50万元，股

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额(万元) 认缴比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海骏科技公司 195.00 65.00%  97.50 66.10% 

祝莹颖 105.00 35.00%  50.00 33.90% 

合计 300.00 100.00% 147.50 100.00% 

3. 被评估单位前 2年及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业绩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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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资产 2,965,863.96 5,446,796.49 6,310,137.50 

负债 1,027,245.57 1,623,984.79 3,321,883.77 

股东权益 1,938,618.39 3,822,811.70 2,988,253.73 

项目名称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4,777,886.17 10,662,920.34 4,802,416.74 

营业成本 3,715,203.80 7,394,271.90 3,401,682.41 

利润总额 591,844.89 2,663,729.37 923,003.13 

净利润 501,087.99 2,444,193.31 876,342.03 

2018、2019年度财务报表及基准日财务报表业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4. 被评估单位经营情况 

杭州煦叶公司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 609 号六层 6F09，成立于 2017

年 5月 16日,注册资本金为 300万人民币元，目前公司主要经营儿童口腔诊疗业务，

采用“三叶儿童口腔”品牌及经营理念，借鉴美式儿童口腔会员制模式，让中高端

会员客户可以享受全方位的私人牙医管家服务。截至评估基准日，杭州煦叶公司拥

有 6张牙椅，租赁营业面积为 293.00平方米。 

(八) 绍兴辰叶公司 

1. 企业名称、类型与组织形式 

(1) 名称：绍兴辰叶公司 

(2) 住所：绍兴市越城区香榭大厦201室 

(3) 法定代表人：肖迪 

(4) 注册资本：叁佰万元整 

(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2MA2899802E 

(7) 登记机关：绍兴市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 经营范围：口腔门诊服务（具体范围详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批发、

零售：牙膏、牙刷、护牙素。 

2. 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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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辰叶公司成立于2017年1月17日，初始注册资本300万元，成立时股东和出

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海骏科技公司 195.00 65.00% 

陈琼 105.00 35.00% 

合计 300.00 100.00% 

截至评估基准日，绍兴辰叶公司注册资本 300 万元，实收资本 300 万元，上述

股权结构未发生变更。 

3. 被评估单位前 2年及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业绩见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资产 2,489,302.38 2,917,031.66 2,900,009.33 

负债 546,656.62 410,779.07 393,800.03 

股东权益 1,942,645.76 2,506,252.59 2,506,209.30 

项目名称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2,021,512.33 3,272,954.11 1,215,541.55 

营业成本 2,110,579.48 2,347,414.46 1,105,100.37 

利润总额 -379,789.85 593,724.68 189.47 

净利润 -330,282.53 563,606.83 -43.29 

2018、2019年度财务报表及基准日财务报表业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4. 被评估单位经营情况 

绍兴辰叶公司位于绍兴市越城区香榭大厦 201 室，成立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

注册资本金为 300 万人民币元，目前公司主要经营儿童口腔诊疗业务，采用“三叶

儿童口腔”品牌及经营理念，借鉴美式儿童口腔会员制模式，让中高端会员客户可

以享受全方位的私人牙医管家服务。截至评估基准日，绍兴辰叶公司拥有 6张牙椅，

租赁营业面积为 361.79 平方米。 

(九) 北京风尚公司 

1. 企业名称、类型与组织形式 

(1) 名称：北京风尚公司 



通策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杭州海骏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的 10 家长期股权投资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8 

(2)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1号院6号楼1层（01）2111 

(3) 法定代表人：肖迪 

(4) 注册资本：400万元 

(5)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47HR7G 

(7) 登记机关：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 经营范围：口腔科医疗服务；健康管理（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健康

咨询（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医院管理；销售Ⅰ类医疗器械、日用品。 

2. 历史沿革 

北京风尚公司成立于2016年3月17日，初始注册资本400万元，成立时股东和出

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海骏科技公司 204.00 51.00% 

李颖 60.00 15.00% 

张延红 60.00 15.00% 

王玥 56.00 14.00% 

张凯 20.00 5.00% 

合计 400.00 100.00% 

截至评估基准日，北京风尚公司注册资本 400 万元，实收资本 400 万元，上述

股权结构未发生变更。 

3. 被评估单位前2年及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业绩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资产 2,477,358.94 2,377,492.69 1,987,578.12 

负债 961,988.35 1,752,200.29 2,418,299.00 

股东权益 1,515,370.59 625,292.40 -430,720.88 

项目名称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3,824,067.89 4,394,440.75  1,126,888.43   

营业成本 4,587,796.18 4,961,450.21  2,029,0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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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利润总额 -1,204,959.19 -889,579.65 -1,055,931.04 

净利润 -1,207,716.58 -890,078.19 -1,056,013.28 

2018、2019年度财务报表及基准日财务报表业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4. 被评估单位经营情况 

北京风尚公司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 号院 6 号楼 1 层（01）2111，成

立于 2016年 3月 17 日,注册资本金为 400 万人民币元，目前公司主要经营儿童口腔

诊疗业务，采用“三叶儿童口腔”品牌及经营理念，借鉴美式儿童口腔会员制模式，

让中高端会员客户可以享受全方位的私人牙医管家服务。截至评估基准日，北京风

尚公司拥有 4张牙椅，租赁营业面积为 275.70平方米。由于北京风尚公司目前租赁

成本较高而椅位配置较少，导致诊所经营持续亏损，未来拟进行迁址。 

(十) 杭州天使公司 

1. 企业名称、类型与组织形式 

(1) 名称：杭州天使公司 

(2)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平海路1号2203室 

(3) 法定代表人：肖迪 

(4) 注册资本：叁佰万元整 

(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2MA27YAK23F 

(7) 登记机关：杭州市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 经营范围：服务：口腔科（牙体牙髓病专业；牙周病专业；儿童口腔专业； 

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口腔修复专业；口腔正畸专业；口腔种植专业；口腔颌面医学

影像专业；预防口腔专业）。批发、零售：日用百货。 

2. 历史沿革 

杭州天使公司成立于2016年7月27日，原名杭州最天使口腔诊所有限公司，初始

注册资本300万元，成立时股东和认缴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额(万元) 认缴比例 

海骏科技公司 195.00 65.00% 

杭州利星名品百货广场有限公司 105.00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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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认缴额(万元) 认缴比例 

合计 300.00 100.00% 

截至评估基准日，杭州天使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实收资本300万元，上述股

权结构未发生变更。 

2020年8月27日，杭州利星名品百货广场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杭州天使公司转让

给诸暨市通策蒲公英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截至评估报告日，杭州天使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实收资本300万元，股权结

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额(万元) 认缴比例 

海骏科技公司 195.00 65.00% 

诸暨市通策蒲公英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5.00 35.00% 

合计 300.00 100.00% 

3. 被评估单位前2年及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业绩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资产 2,173,133.01 1,214,451.08  1,133,196.59   

负债 454,921.31 700,398.21  759,669.38   

股东权益 1,718,211.70 514,052.87  373,527.21   

项目名称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997,135.11 533,730.12  0.00  

营业成本 2,721,008.22 1,573,491.65 86,634.16 

利润总额 -1,020,459.61 -1,204,459.83 -140,642.46 

净利润 -1,084,506.08 -1,204,158.83 -140,525.66 

2018、2019年度财务报表及基准日财务报表业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4. 被评估单位经营情况 

杭州天使公司位于杭州市上城区中山南路 77 号 20 幢 4112 室，成立于 2016 年

7月 27日，注册资本金为 300万人民币元，目前公司主要经营儿童口腔诊疗业务，

儿童口腔诊疗业务采用“三叶儿童口腔”品牌及经营理念，借鉴美式儿童口腔会员

制模式，让中高端会员客户可以享受全方位的私人牙医管家服务。目前，杭州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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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 6 张牙椅。截至评估基准日，由于其经营所在地“利星广场”的产业布局

结构进行调整的原因，杭州天使公司于 2019 年 10月 31日起已终止租赁，拟待迁址

后重新营业。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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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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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使得评估基准日与拟进行的经济行为和评估工作日接近，由委托人确定本次

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6月 30日，并在评估委托合同中作了相应约定。 

六、评估依据 

(一) 法律法规依据 

1.《资产评估法》； 

2.《公司法》《合同法》《证券法》； 

3. 其他与资产评估有关的法律、法规等。 

(二) 评估准则依据 

1. 《资产评估基本准则》； 

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 

3.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 

4.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 

5.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 

6.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7.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 

8.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利用专家工作及相关报告》； 

9.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 

10.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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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 

12.《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 

13.《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 

14.《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15.《商标资产评估指导意见》。 

(三) 权属依据 

1. 海骏科技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 

2. 基准日股份持有证明、出资证明等； 

3. 与资产及权利的取得及使用有关的经济合同、协议及其他资料； 

4. 其他产权证明文件。 

(四) 取价依据 

1. 产权持有人提供的评估申报表； 

2. 被投资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审计报告以及相关财务报表； 

3. 主要设备的购置合同、发票、付款凭证；设备市场价格资料、询价记录； 

4.《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等评估参数取值参考资料； 

5. 被投资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及相关政府部门颁布的有关政策、规定、实施办

法等法规文件； 

6．被投资单位的历史生产经营资料、经营规划和收益预测资料； 

7．行业统计资料、相关行业及市场容量、市场前景、市场发展及趋势分析资料、

定价策略及未来营销方式、类似业务公司的相关资料； 

8．从“同花顺金融数据库”查询的相关数据； 

9．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评估基准日相关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10．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会计法规和制度、部门规章； 

11．评估专业人员对资产核实、勘察、检测、分析等所搜集的佐证资料； 

12．其他资料。 

七、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对长期股权投

资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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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庆春口腔公司、三叶投资公司等 2家参股子公司，以及北京三叶公司、宁

波三叶公司、上海汇叶公司、杭州海叶公司、杭州煦叶公司、绍兴辰叶公司等 6家

控股子公司的股权投资，由于国内极少有类似的交易案例，同时在市场上也难以找

到与上述被投资单位在资产规模及结构、经营范围及盈利水平等方面类似的可比上

市公司，故本次评估不宜用市场法。 

由于上述被投资单位的业务模式已经逐步趋于成熟，在延续现有的业务内容和

范围的情况下，未来收益能够合理预测，与企业未来收益的风险程度相对应的折现

率也能合理估算，故本次评估宜采用收益法。 

由于被评估单位各项资产、负债能够根据会计政策、企业经营等情况合理加以

识别，评估中有条件针对各项资产、负债的特点选择适当、具体的评估方法，并具

备实施这些评估方法的操作条件，故本次评估适宜采用资产基础法。 

结合本次资产评估的对象、评估目的和评估师所收集的资料，确定分别采用资

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上述被投资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在上述评估基

础上，对形成的各种初步价值结论依据实际状况充分、全面分析，综合考虑不同评

估方法和初步价值结论的合理性后，确定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论作为被投资单位股

东全部权益的评估结论，并以各家子公司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中海骏科技公司所

占份额为其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计算公式为： 

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被投资单位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股权比例 

2. 对北京风尚公司及杭州天使公司 2 家控股子公司的股权投资，由于上述两家

子公司或经营持续亏损或处于关停状态，拟进行迁址，未来经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故本次评估不宜采用收益法。 

由于国内极少有类似的交易案例，同时在市场上也难以找到与上述被投资单位

在资产规模及结构、经营范围及盈利水平等方面类似的可比上市公司，故本次评估

不宜用市场法。 

根据企业规划，上述 2 家单位在迁址后仍可持续经营，且由于上述被投资单位

各项资产、负债能够根据会计政策、企业经营等情况合理加以识别，评估中有条件

针对各项资产、负债的特点选择适当、具体的评估方法，并具备实施这些评估方法

的操作条件，故本次评估适宜采用资产基础法。 

结合本次资产评估的对象、评估目的和评估人员所收集的资料，确定对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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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基础法对上述被投资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以各家子公司评估

后的股东权益中海骏科技公司所占份额为评估值。计算公式为： 

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被投资单位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股权比例 

本次评估未考虑可能存在的控制权溢价或缺乏控制权的折价对长期股权投资

评估价值的影响。 

八、评估过程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项资产评估工作于2020年8月17日开始，评估报告日为2020年9月7日。整个评

估工作分五个阶段进行： 

(一) 接受委托阶段 

1．项目调查与风险评估，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确定评估目的、评估范围和

对象、评估基准日； 

2．接受委托人的资产评估项目委托，签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3．制定资产评估工作计划； 

4．组成项目小组，并对项目组成员进行培训。 

(二) 资产核实阶段 

1. 评估机构根据资产评估工作的需要，向产权持有人提供资产评估申报表表

样，并协助其进行资产清查工作； 

2. 了解产权持有人基本情况及委估资产状况，并收集相关资料； 

3. 审查核对产权持有人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表及被投资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

申报表和有关测算资料； 

4. 根据资产评估申报表的内容进行现场核实和勘察，查阅资产购建、运行、维

修等相关资料，并对资产状况进行勘查、记录； 

5. 收集整理委估资产的合同、发票等产权证明资料，核实资产权属情况； 

6．收集整理行业资料，了解被投资单位的竞争优势和风险；  

7．获取被投资单位的历史收入、成本以及费用等资料，了解其现有的生产能力

和发展规划； 

8. 收集并查验资产评估所需的其他相关资料。 

(三) 评定估算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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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和特点，制订各类资产的具体评估方法； 

2．收集市场信息； 

3．对委估资产进行评估，测算其评估价值； 

4．在被投资单位提供的未来收益预测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被评估单位的实际情

况，查阅有关资料，合理确定评估假设，形成未来收益预测。然后分析、比较各项

参数，选择具体计算方法，确定评估结果。 

(四) 结果汇总阶段 

1．分析并汇总分项资产的评估结果，形成评估结论； 

2．编制初步资产评估报告； 

3．对初步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内部审核； 

4．征求有关各方意见。 

(五) 出具报告阶段 

征求意见后，正式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九、评估假设 

1. 基本假设 

(1) 本次评估以委估资产的产权利益主体变动为前提，产权利益主体变动包括

利益主体的全部改变和部分改变。 

(2) 本次评估以公开市场交易为假设前提。 

(3) 本次评估以被评估单位按预定的经营目标持续经营为前提，即被评估单位

的所有资产仍然按照目前的用途和方式使用，不考虑变更目前的用途或用途不变而

变更规划和使用方式。 

(4) 本次评估以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法律性文件、各种会计凭证、账簿和其

他资料真实、完整、合法、可靠为前提。 

(5) 本次评估以宏观环境相对稳定为假设前提，即现有的宏观经济、政治、政

策及被评估单位所处行业的产业政策无重大变化，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货币金融政策保持现行状态，不会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大波动；税收保持现行规定，

税种及税率无较大变化；现行的利率、汇率等无重大变化。 

(6) 本次评估以被评估单位经营环境相对稳定为假设前提，即被评估单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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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场所及业务所涉及地区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等经营环境无重大改变；被

评估单位能在既定的经营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不存在任何政策、法律或人为障碍。 

2. 具体假设 

(1) 本次评估中的收益预测是基于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其在维持现有经营范围、

持续经营状况下企业的发展规划和盈利预测的基础上进行的。 

(2) 假设被评估单位管理层勤勉尽责，具有足够的管理才能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合法合规地开展各项业务，被评估单位的管理层及主营业务等保持相对稳定。 

(3) 假设被评估单位每一年度的营业收入、成本费用、更新及改造等的支出，

均在年度内均匀发生。 

(4) 假设被评估单位在收益预测期内采用的会计政策与评估基准日时采用的会

计政策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5) 假设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被评估单位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 

评估人员根据资产评估的要求，认定这些前提条件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以

上评估前提和假设条件发生变化，评估结论将失效。 

十、评估结论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委托评估的海骏科技公司持有的 10家长期

股权投资在 2020年 6月 30日的评估价值为 151,007,800.00元(大写为人民币壹亿

伍仟壹佰万柒仟捌佰元整)，与账面价值 24,240,000.00 元相比，评估增值

126,767,800.00元，增值率 522.97%。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0 家长期股权投资合计 24,240,000.00  151,007,800.00   126,767,800.00   522.97  

其中：庆春口腔公司 5,000,000.00  50,853,200.00   45,853,200.00   917.06  

三叶投资公司 3,875,000.00  34,448,500.00   30,573,500.00   788.99  

北京三叶公司 2,600,000.00  121,900.00   -2,478,100.00   -9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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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宁波三叶公司 1,950,000.00  18,232,000.00   16,282,000.00   834.97  

上海汇叶公司 1,950,000.00  3,706,600.00   1,756,600.00   90.08  

杭州海叶公司 1,950,000.00  22,974,700.00   21,024,700.00   1,078.19  

杭州煦叶公司 975,000.00  14,679,300.00   13,704,300.00   1,405.57  

绍兴辰叶公司 1,950,000.00  5,917,300.00   3,967,300.00   203.45  

北京风尚公司 2,040,000.00  -175,400.00   -2,215,400.00   -108.60  

杭州天使公司 1,950,000.00  249,700.00   -1,700,300.00   -87.19  

评估结论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1. 在对委托评估的海骏科技公司10家长期股权投资价值评估中，评估人员对海

骏科技公司提供的评估对象和相关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及其来源进行了必要的查

验，未发现评估对象和相关资产的权属资料存在瑕疵情况。提供有关资产真实、合

法、完整的法律权属资料是海骏科技公司的责任，评估人员的责任是对海骏科技公

司提供的资料作必要的查验，资产评估报告不能作为对评估对象和相关资产的法律

权属的确认和保证。若产权持有人不拥有前述资产的所有权，或对前述资产的所有

权存在部分限制，则委估资产的评估结果会受到影响。 

2. 截至评估基准日，庆春口腔公司等 8家被投资单位存在以下租赁事项： 

序

号 
承租人 租赁位置 

面积

（m2） 
租赁期限 

年租金 

(万元) 

1 杭州煦叶公司 杭州市延安路 609 号六层 6F09 293 2016.12.20-2024.12.19 60.96 

2 杭州海叶公司 
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春晓路 210、

212、214、216 号一层（局部） 
600 2019.6.1-2024.6.1 120 

3 宁波三叶公司 宁波市中山东路 1922 号（房号 4-2） 479.30 2020.1.1-2021.12.31 36.74 

4 上海汇叶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白银路台北风情街第 2

层物业 229-4/229-5/229-6/228 单元 
294.41 2016.6.15-2024.10.14 26.86 

5 绍兴辰叶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大道 609号香榭大

厦 201 室 
361.79 2016.12.25-2024.12.24 27.73 

6 庆春口腔公司 杭州市庆春路 221 号 3,552.39 2015.1.15-2025.8.14 500  

7 北京三叶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 8 号院 2 号楼

一层（1116 号、1117 号、1118 号） 
410.51 2015.12.1-2024.12.1 1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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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承租人 租赁位置 

面积

（m2） 
租赁期限 

年租金 

(万元) 

8 北京风尚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阜通东大街 1号院

6 号楼 1 层 2111 
275.70 2016.3.8-2021.4.14 194.49 

除北京风尚公司外，其他各被投资单位进行收益法评估已考虑租赁事项对评估

结果的影响。 

海骏科技公司承诺，截至评估基准日，除上述事项外，不存在其他相关委估资

产质押、对外担保、未决诉讼、重大财务承诺等或有事项及租赁事项。 

3. 本次对被投资单位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时，未对各项资产评估增减额考虑相

关的税收影响。 

4. 被投资单位北京三叶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股东权益为负值，主要系该公司

目前租赁成本较高而椅位配置较少，导致经营持续亏损，但管理层预计未来北京三

叶公司经营和资金方面都能获得股东的支持且拟进行搬迁，未来能够维持持续经营，

因此本次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对该公司进行评估。 

5.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在全球多国蔓延，已经对宏观经济以及资本市场信

息产生重大影响。目前该疫情对经济形势的影响难以准确估计，因此本次评估未考

虑未来该疫情对基准日评估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 

6. 本评估结果是依据本次评估目的、以报告中揭示的假设前提而确定的委估资

产的现时市场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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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本次部分资产价值评估时，评估人员依据现时的实际情况作了评估人员认为

必要、合理的假设，在资产评估报告中列示。这些假设是评估人员进行资产评估的

前提条件。当未来经济环境和以上假设发生较大变化时，评估人员将不承担由于前

提条件的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资产评估结论的责任。 

8. 本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对资产评估委托人和产权持有人提供的有关营业

执照、权证等证据资料本身的合法性、完整性、真实性负责。 

9. 本次评估对产权持有人可能存在的其他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进行资

产评估时产权持有人未作特别说明而评估师根据其执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

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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