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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 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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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

业意见，是资产评估师的责任；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

性和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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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做任何形式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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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我们对评估对象的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的专业意见，是经济行为实现的参

考依据。本评估报告仅供评估报告使用者在评估结论有效期限内用于评估报告中载

明的评估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本评估机构及签字资产评估师无关。 

七、 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

业意见，并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

实现价格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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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所涉及的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报告 

摘    要 

中天华资评报字[2017]第1240号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对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及的上海申龙客车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为拟进行的股权收购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

据。 

根据评估目的，本次评估对象为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范

围是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具体评估范围以

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提供的资产负债表和资产评估申报表为基础。 

评估基准日为2016年12月31日。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本次评估以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结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

各种影响因素，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进

行整体评估，然后加以分析比较，并最后确定评估结论。 

在评估过程中，本公司评估人员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按照行业规范要求，履

行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具体包括：清查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询证、评定估

算等评估程序。 

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在评估前提和假设条件充分实现的条件下，得出如下评估

结论: 

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2016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41,117.14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305,046.48万元，评估增

值263,929.34万元，增值率641.90%。 

在使用本评估结论时，特别提请报告使用者使用本报告时注意报告中所载明的特

殊事项以及期后重大事项。 

本报告评估结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即资产评估报告结论使用期至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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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30日。超过一年，需重新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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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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所涉及的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报告 

中天华资评报字[2017]第1240号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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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

对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及的上海申龙客

车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2016年12月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 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和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概况 

本项目委托方为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评估单位为上海申龙客车有限

公司。评估报告使用者包括委托方、业务约定书中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和国

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评估报告使用者。除上述之外，任何得到报告的第三方都不应

被视为评估报告使用者，评估机构和资产评估师也不对该等第三方因误用评估报告

而产生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一）委托方简介： 

1. 名称：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旭光电”） 

2. 股票代码：000413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1043959836 

4. 住所：石家庄市高新区黄河大道9号 

5. 法定代表人：李兆廷 

6. 注册资本：肆拾玖亿叁仟玖佰玖拾贰万捌仟玖佰捌拾叁元人民币 

7.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8. 成立日期：1992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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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电真空玻璃器件及配套的电子元器件、汽车零配件的生产与销售及售后服

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

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平板显示玻璃基

板产业投资、建设与运营及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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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估单位简介 

1. 名称：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龙客车”）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2703282964N 

3.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华宁路2898号A区 

4. 法定代表人：陈大城 

5. 注册资本：30,000.00万元人民币 

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7. 成立日期：2001年4月13日 

8. 经营范围：客车及配件的生产和销售；汽车空调装配；五金加工；建筑材料、

装潢材料、机电五金、家用电器、日用百货、服装、工艺美术品的批发、零售，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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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申龙客车历史沿革及基准日股权情况 

（1）2001年4月，申龙客车设立 

申龙客车成立于2001年4月13日，曾用名“上海驶抵达客车制造有限公司”、“上

海驶抵达旅游客车有限公司”等。 

2001年4月9日，上海杨浦经济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杨浦发展”）、上海金城

投资咨询公司（以下简称“金城投资”）签署《上海驶抵达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发起人

协议书》，约定由杨浦发展出资1,200.00万元、金城投资出资800.00万元设立申龙客

车。同时，杨浦发展、金城投资签署申龙客车公司章程。 

2001年4月9日，上海华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华会事验【2001】第

206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01年4月9日止，申龙客车的股东已投入资本金2,000

万元，其中注册资本2,000万元，均系货币资金。 

2001年4月13日，申龙客车获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杨浦分局核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101022288）。 

申龙客车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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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杨浦发展 1,200 60% 

2 金城投资 800 40% 

合计 2,000 100% 

（2）2005年1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3年6月10日，上海天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关于上海驶抵达旅游客车有

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为目的而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沪瑞评报字【2003】第

460A号），以 2003年 4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申龙客车评估净资产评估值

29,509,400.01元。 

2003年8月1日，杨浦区资产评审中心出具《关于上海驶抵达旅游客车有限公司

拟进行股权转让为目的而涉及的整体资产评估结果的确认通知》（沪杨浦评审

[2003]91号），对评估结果予以确认。 

2004年12月20日，申龙客车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金城投资将其持有

的29%股权以1,336.60万元转让给张朝宏，同意杨浦发展将其持有的60%股权以

2,763.40万元转让给张朝宏。 

2004年12月23日，上海市杨浦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出具《上海市杨浦区国有

资产管理办公室关于同意上海驶抵达旅游客车驶抵达旅游客车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

让的批复》（杨国资办[2004]238号），同意杨浦发展将其持有的申龙客车60%股权以

人民币2,763.4万元转让给张朝宏，金城投资将其持有的申龙客车29%股权以人民币

1,336.6万元转让给张朝宏。 

2004年12月30日，杨浦发展、金城投资与张朝宏签署《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

将其持有的60%、29%股权转让给张朝宏；同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产权转让

交割单，上述股权转让交割完成。 

2005年1月12日，申龙客车完成了本次工商变更，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申龙客车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张朝宏 1,780 89% 

2 金城投资 220 11% 

合计 2,000 100% 

（3）2005年1月，第二次股权转让及第一次增资 

2004年12月23日，上海市杨浦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出具《上海市杨浦区国有

资产管理办公室关于同意上海驶抵达旅游客车驶抵达旅游客车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

让的批复》（杨国资办[2004]239号），同意金城投资将其持有的申龙客车11%股权以

人民币324.6万元转让给何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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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30日，申龙客车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金城投资将其持有的11%股权

以人民币324.6万元转让给何汉伟。 

2005年1月5日，金城投资与何汉伟签署《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约定将其将其

持有的11%股权转让给何汉伟。同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产权转让交割单，上

述股权转让交割完成。 

2005年1月6日，申龙客车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申龙客车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

变更为4,600万元。 

2005年1月11日，上海顺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顺会事验

【2005】第25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05年1月11日止，何汉伟、张朝宏交纳

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2,600万元已存入验资账户，均以货币出资。 

2005年1月13日，申龙客车完成了本次工商变更，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申龙客车的出资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张朝宏 4,094 89% 

2 何汉伟 506 11% 

合计 4,600 100% 

（4）2007年6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07年5月15日，申龙客车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张朝宏将其持有申龙客车89%

的股权转让给诏安上营通用厂房开发有限公司；同意何汉伟将其持有申龙客车6%的

股权转让给诏安上营通用厂房开发有限公司。 

2007年5月30日，张朝宏与诏安上营通用厂房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协议确认张朝宏将其持有申龙客车89%的股权作价4,094万元人民币转让给诏安

上营通用厂房开发有限公司。 

2007年5月30日，何汉伟与诏安上营通用厂房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协议确认何汉伟将其持有申龙客车6%的股权作价276万元人民币转让给诏安上

营通用厂房开发有限公司。 

2007年6月18日，申龙客车完成了本次工商变更，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申龙客车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诏安上营通用厂房开发有限公司 4,370 95% 

2 何汉伟 230 5% 

合计 4,6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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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9年5月，第二次增资 

2009年3月31日，申龙客车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申龙客车注册资本由4,600万

元变更为10,000万元。 

2009年5月11日，上海君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君宜会师

报字【2009】第549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09年5月8日止，申龙客车已收到

诏安上营通用厂房开发有限公司交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5,400万元。 

2009年5月13日，申龙客车完成了本次工商变更，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申龙客车的出资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诏安上营通用厂房开发有限公司 9,770 97.7% 

2 何汉伟 230 2.30% 

合计 10,000 100% 

（6）2009年11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09年10月28日，申龙客车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何汉伟将其持有申龙客车2.3%

的股权转让给上海金旅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2009年10月28日，何汉伟与上海金旅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协议确认何汉伟将其持有申龙客车2.3%的股权作价23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上海金旅

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2009年11月23日，申龙客车完成了本次工商变更，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申龙客车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诏安上营通用厂房开发有限公司 9,770 97.7% 

2 上海金旅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230 2.30% 

合计 10,000 100% 

（7）2010年6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2010年6月26日，申龙客车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上海金旅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将

其持有申龙客车2.3%的股权转让给福建新福达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2010年6月26日，上海金旅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与福建新福达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确认上海金旅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申龙客车2.3%

的股权作价23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福建新福达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2010年7月21日，申龙客车完成了本次工商变更，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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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申龙客车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诏安上营通用厂房开发有限公司 9,770 97.7% 

2 福建新福达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230 2.30% 

合计 10,000 100% 

（8）2012年1月，第三次增资 

2012年1月6日，申龙客车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申龙客车注册资本由10,000万

元变更为16,000万元。股东三龙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3月股东诏安上营通用厂房开

发有限公司更名为三龙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5,862万元，股东福建新福达汽车

工业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138万元。 

2012年1月11日，上海汇隆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汇会司

验【2012】第3003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12年1月11日止，申龙客车已收到

原股东认缴增加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均以货币出资。 

2012年1月12日，申龙客车完成了本次工商变更，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申龙客车的出资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三龙集团有限公司 15,632 97.7% 

2 福建新福达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368 2.30% 

合计 16,000 100% 

（9）2012年2月，第四次增资 

2012年2月10日，申龙客车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申龙客车注册资本由16,000

万元变更为24,000万元。股东三龙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7,816万元，股东福建新

福达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184万元。 

2012年2月16日，上海汇隆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汇会司

验【2012】第3007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12年2月14日止，申龙客车已收到

原股东认缴增加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8,000万元，均以货币出资。 

2012年2月17日，申龙客车完成了本次工商变更，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申龙客车的出资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三龙集团有限公司 23,448 97.7% 

2 福建新福达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552 2.30% 

合计 24,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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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2年2月，第五次增资 

2012年2月17日，申龙客车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申龙客车注册资本由24,000

万元变更为30,000万元。股东三龙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5,862万元，股东福建新

福达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138万元。 

2012年2月21日，上海汇隆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汇会司

验【2012】第3009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12年2月20日止，申龙客车已收到

原股东认缴增加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均以货币出资。 

2012年2月22日，申龙客车完成了本次工商变更，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申龙客车的出资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三龙集团有限公司 29,310 97.7% 

2 福建新福达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690 2.30% 

合计 30,000 100% 

（11）2016年11月，第六次股权转让 

2016年11月29日，三龙集团有限公司、福建新福达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与上海辉

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确认三龙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申

龙客车97.70%的股权作价31,222.825167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上海辉懋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福建新福达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申龙客车2.3%的股权作价735.030685

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上海辉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29日，三龙集团有限公司、福建新福达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分别出具

《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同意书》，同意就上海辉懋受让申龙客车合计100%股权放弃股东

优先购买权。 

2016年12月9日，申龙客车完成了本次工商变更，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申龙客车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上海辉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0,000 100% 

合计 30,000 100% 

10. 子公司基本情况： 

截至评估基准日，申龙客车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共 2 家核算单位，具体明

细见下表： 

 



                                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网址：http://www.caa-bj.com.cn        电话：010-88395166     传真：010-88395661      邮编：100044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 号院五栋大楼 B1 栋 13 层       邮箱：zhongtianhua@zthcpv.com               

11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企业名称 投资日期 投资成本 
持股 

比例（%） 

天津市骏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15-04-07 0.00 100.00 

上海浚东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2013-07-01 2,550,000.00  51.00  

合计 2,550,000.00   

截至评估基准日，天津市骏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认缴额为50.00万元，实缴0.00

元，尚未开展经营活动。 

11. 主要资产经营数据 

申龙客车2015年及评估基准日经审计的主要资产经营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6 年 12月 31 日 2015 年 12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556,366,549.30 1,699,080,042.83 

负债总额 2,145,195,084.72 1,384,448,786.68 

净资产 411,171,464.58 314,631,256.15 

项 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2,113,469,082.45 1,601,078,146.91 

利润总额 228,384,394.32 31,503,378.73 

净利润 195,987,326.35 27,293,488.20 

以上财务数据来自申龙客车提供的财务报表，其中：2015年度、2016年度的财

务报表已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7)第

105049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12. 主要会计政策及税项 

（1）主要会计政策 

申龙客车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41项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的规定进行确认和计量。 

（2）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种 计税基础 税率 

增值税 产品销售收入及其他收入 17% 

消费税 中轻型商用客车收入 5%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缴流转税额 5% 

教育费附加 应缴流转税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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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种 计税基础 税率 

地方教育费附加 应缴流转税额 2% 

申龙客车及子公司企业所得税税率如下： 

纳税主体名称 所得税税率 

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 15% 

上海浚东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25% 

（3）税收优惠 

①申龙客车于 2016年 11月 24日取得新一期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为三

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

条例》等相关规定，申龙客车在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内继续适用高新技术企业

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②根据上海市地方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划入中心城区行政区域内的

地区均属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开征范围的通知》（沪地税地[1998]32号）以

及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关于浦东新区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开征范围的

补充规定的通知》（沪地税地[1998]48号），对浦东新区在城区建设中新开发建设

的内环线以外的地区不开征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申龙客车《房地产权证》上登记

的地址为南汇区康桥镇 16 街坊处于浦东新区在城区建设中新开发建设的内环线以

外的地区，暂不开征房产税、土地使用税。 

13. 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方）拟收购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被评估

单位）股权。 

（三）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简介 

本评估报告的使用者为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经济行为相关的当事方以及按照

监管规定报送备案的相关监管机构。 

二、 评估目的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

100%股权, 本次评估是对上述经济行为所涉及的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进行评估，为拟进行的股权收购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三、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根据评估目的，本次评估对象为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二）根据评估目的及上述评估对象，本次评估范围为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

于评估基准日全部资产及负债。 

评估基准日经审计后的总资产账面值为 255,636.65 万元，流动资产账面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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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439.96 万元，非流动资产账面值为 9,196.69万元，总负债账面值为 214,519.51

万元，流动负债账面值为 207,705.75 万元，非流动负债账面值为 6,813.76 万元，

净资产账面值为 41,117.14万元。 

申龙客车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类型、账面构成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A 

流动资产  246,439.96  

非流动资产  9,196.69  

      长期股权投资  255.00  

      固定资产  5,105.15  

      无形资产  580.15  

      递延所得税资产  3,035.39  

      其他非流动资产  221.00  

资产总计  255,636.65  

流动负债  207,705.75  

非流动负债  6,813.76  

负债总计  214,519.51  

净  资  产  41,117.14  

1.对企业价值影响较大的单项资产或者资产组合的法律权属状况、经济状况和

物理状况； 

（1）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包括对上海浚东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天津市骏马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股权投资。 

（2）存货：存货是由原材料、产成品和在产品等组成，存放于企业车间和仓库

内，保管良好。 

（3）设备类资产：设备类资产主要包括生产设备、车辆和办公设备。 

企业经营所用的设备主要为生产类设备，主要包括弧焊机、总装单板式输送链、

喷淋室设备等。企业实行、设备动态保养及定期维护保养制度。设备管理良好，运

行环境良好，运行正常，符合设备的性能要求。机器设备主要位于上海市闵行区华

宁路 2898 号 A区内，总体能满足企业经营的生产需要。 

运输设备包括丰田轿车、金旅海狮等车辆，车辆行驶证且在年检有效期内，证

载产权人为申龙客车。 

电子办公设备为各类计算机、空调机、传真机、打印机等生产、办公用设备，

分布在各办公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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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房屋建筑物、土地 

申龙客车房屋建筑物、土地位于上海市南汇区（现浦东新区）康桥镇康桥东路

1159 弄 105 号，房地证编号为沪房地南字（2006）第 007591 号，土地使用权人为

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土地性质为出让工业用地，使用权面积 54,348平方米，土

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2053年 10月 20日；房屋建筑物证载建筑面积 24,962.01平方

米，未办证面积 2,675.00平方米，以上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建筑物目前实际用途为出

租。申龙客车目前生产及办公用土地和房屋建筑物为租用。 

申龙客车目前生产及办公用土地和房屋建筑物为租赁取得。2008年5月28日，上

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与上海金旅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签署《厂房租赁合同》，上海金旅

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将其88,058平方米的厂房出租给申龙客车使用，租期二十年，自

2008年6月1日至2028年5月31日。 

2. 截至评估基准日企业拥有的其他无形资产 

（1）商标 

截至评估基准日，申龙客车共持有 12项境内商标，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商标 商标注册证号 类别 有效期至 取得方式 权利人 

1 
 

228067 12 2025.06.14 原始取得 申龙客车 

2 
 

382050 12 2025.06.14 原始取得 申龙客车 

3 
 

1036610 12 2017.06.20 原始取得 申龙客车 

4 
 

4877051 12 2018.08.27 原始取得 申龙客车 

5 
 

4877054 12 2018.08.27 原始取得 申龙客车 

6 
 

4968712 12 2018.10.13 原始取得 申龙客车 

7 
 

6890819 12 2020.05.06 原始取得 申龙客车 

8 
 

7227037 35 2020.09.20 原始取得 申龙客车 

9 
 

7227038 35 2020.09.20 原始取得 申龙客车 

10 
 

7227040 12 2022.03.06 原始取得 申龙客车 

11 
 

7227041 12 2022.03.06 原始取得 申龙客车 

12 
 

7754615 12 2020.12.13 原始取得 申龙客车 

截至评估基准日，申龙客车共持有 4项境外商标，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商标 注册人 注册地 商标（注册）号 类别 有效期至 

1 

 

申龙客车 中国台湾 01599109 12 2023.09.15 



                                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网址：http://www.caa-bj.com.cn        电话：010-88395166     传真：010-88395661      邮编：100044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 号院五栋大楼 B1 栋 13 层       邮箱：zhongtianhua@zthcpv.com               

15                                                               

序号 商标 注册人 注册地 商标（注册）号 类别 有效期至 

2 

 

申龙客车 韩国 40-1008727 12 2023.11.21 

3 

 

申龙客车 泰国 ค398672 12 2023.10.23 

4 
 

申龙客车 新加坡 T10153451 12 2020.11.21 

（2）专利 

截至评估基准日，申龙客车拥有专利权共计 67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号 类型 名称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

人 

1 ZL201010515214.4 发明 一种车用安全门 2010.10.21 
申龙客

车 

2 ZL201010515232.2 发明 一种客车总线紧急启动设备 2010.10.21 
申龙客

车 

3 ZL201010515277.X 发明 一种矩形管焊接结构的半承载式车架 2010.10.21 
申龙客

车 

4 ZL201210587317.0 发明 
一种适用于全承载底架制造的通用焊

接夹具 
2012.12.28 

申龙客

车 

5 ZL201210587432.8 发明 一种低地板城市客车底盘转运工装 2012.12.28 
申龙客

车 

6 ZL201210587759.5 发明 一种混合动力系统怠速启停装置 2012.12.28 
申龙客

车 

7 ZL200920212274.1 
实用

新型 
铝型材客车车身骨架闭环结构 2009.11.12 

申龙客

车 

8 ZL200920212275.6 
实用

新型 
铝型材客车车身侧围骨架结构 2009.11.12 

申龙客

车 

9 ZL201020571510.1 
实用

新型 
一种整体冲压式车架结构 2010.10.21 

申龙客

车 

10 ZL201020571943.7 
实用

新型 

一种双向减震柴油发动机前悬置软垫

结构 
2010.10.21 

申龙客

车 

11 ZL201020571945.6 
实用

新型 
一种客车CAN总线应急启动装置 2010.10.21 

申龙客

车 

12 ZL201020571981.2 
实用

新型 

一种提高乘车安全的城市客车车门电

子控制装置 
2010.10.21 

申龙客

车 

13 ZL201020571982.7 
实用

新型 
一种纯电动城市客车气路控制装置 2010.10.21 

申龙客

车 

14 ZL201020571983.1 
实用

新型 
公交车平移乘客门换型结构 2010.10.21 

申龙客

车 

15 ZL201020571984.6 
实用

新型 
一种客车门控警示灯 2010.10.21 

申龙客

车 

16 ZL201020571996.9 
实用

新型 
客车车内上置平衡杆结构 2010.10.21 

申龙客

车 

17 ZL201220344614.8 
实用

新型 
变频控制变扭矩电动液压转向系统 2012.07.16 

申龙客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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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号 类型 名称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

人 

18 ZL201220730356.7 
实用

新型 
一种在客车中使用的消声器隔热罩 2012.12.26 

申龙客

车 

19 ZL201220730358.6 
实用

新型 
一种前桥稳定杆总成 2012.12.26 

申龙客

车 

20 ZL201220730360.3 
实用

新型 
一种转向过渡摇臂 2012.12.26 

申龙客

车 

21 ZL201220730374.5 
实用

新型 
一种压缩天然气瓶端部固定机构 2012.12.26 

申龙客

车 

22 ZL201220730382.X 
实用

新型 
一种客车电涡流缓速器隔热罩 2012.12.26 

申龙客

车 

23 ZL201220742618.1 
实用

新型 

基于低频信号的混合动力车绝缘监测

装置 
2012.12.28 

申龙客

车 

24 ZL201220742715.0 
实用

新型 

用于混合动力车辆怠速启停的控制装

置 
2012.12.28 

申龙客

车 

25 ZL201220742762.5 
实用

新型 
智能化汽车电源管理模块 2012.12.28 

申龙客

车 

26 ZL201220742787.5 
实用

新型 

一种安装在客车底盘上的备胎安装托

架 
2012.12.28 

申龙客

车 

27 ZL201220742822.3 
实用

新型 
一种城市客车残疾人踏步举升装置 2012.12.28 

申龙客

车 

28 ZL201220742823.8 
实用

新型 
一种CNG客车顶置气瓶固定罩结构 2012.12.28 

申龙客

车 

29 ZL201220742824.2 
实用

新型 
一种校车用电器部件安装舱 2012.12.28 

申龙客

车 

30 ZL201220742825.7 
实用

新型 
汽车安全巡视系统 2012.12.28 

申龙客

车 

31 ZL201220742858.1 
实用

新型 
一种车架检测工装 2012.12.28 

申龙客

车 

32 ZL201220742859.6 
实用

新型 
一种客车底架用焊接夹具 2012.12.28 

申龙客

车 

33 ZL201220743102.9 
实用

新型 
一种分体式客车操纵机构 2012.12.28 

申龙客

车 

34 ZL201220743105.2 
实用

新型 
一种车身骨架总拼焊接夹具 2012.12.28 

申龙客

车 

35 ZL201220743124.5 
实用

新型 
一种校车用逃生门结构 2012.12.28 

申龙客

车 

36 ZL201220743157.X 
实用

新型 
一种城市客车驾驶员门 2012.12.28 

申龙客

车 

37 ZL201220743158.4 
实用

新型 
一种客车底盘生产线用易拆卸式垫块 2012.12.28 

申龙客

车 

38 ZL201220743159.9 
实用

新型 
便捷式发动机悬置装置 2012.12.28 

申龙客

车 

39 ZL201220743181.3 
实用

新型 
方向可调的插拔接头 2012.12.28 

申龙客

车 

40 ZL201220743183.2 
实用

新型 
车用天然气泄漏报警系统 2012.12.28 

申龙客

车 

41 ZL201220743206.X 实用 一种客车用悬架 2012.12.28 申龙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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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号 类型 名称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

人 

新型 车 

42 ZL201420669767.9 
实用

新型 
一种发动机舱隔音隔热棉固定结构 2014.11.11 

申龙客

车 

43 ZL201420669768.3 
实用

新型 

一种三维数控液压弯管机用型材弯管

机构 
2014.11.11 

申龙客

车 

44 ZL201420669770.0 
实用

新型 
用于客车铝仓门框骨架的焊接夹具 2014.11.11 

申龙客

车 

45 ZL201420671020.7 
实用

新型 
一种混合动力车的车门安全控制装置 2014.11.11 

申龙客

车 

46 ZL201420671031.5 
实用

新型 
一种无干涉的客车后空气悬架 2014.11.11 

申龙客

车 

47 ZL201420671034.9 
实用

新型 
双风挡车架前段骨架的焊接装置 2014.11.11 

申龙客

车 

48 ZL201420671037.2 
实用

新型 
客车舱门骨架焊接夹具 2014.11.11 

申龙客

车 

49 ZL201420671040.4 
实用

新型 
一种电磁风扇固定支架 2014.11.11 

申龙客

车 

50 ZL201420673543.5 
实用

新型 
一种LNG气瓶总成集成组件 2014.11.12 

申龙客

车 

51 ZL201420673888.0 
实用

新型 
一种客车用内置外摆乘客门平衡杆 2014.11.12 

申龙客

车 

52 ZL201420673890.8 
实用

新型 
一种客车变速杆防尘罩 2014.11.12 

申龙客

车 

53 ZL201420860749.9 
实用

新型 
一种改善起动性能的发动机起动电路 2014.12.26 

申龙客

车 

54 ZL201520169564.8 
实用

新型 

气簧式全承载车架前段骨架专用焊接

夹具 
2015.03.25 

申龙客

车 

55 ZL201520169581.1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顶盖内侧隔热结构 2015.03.25 

申龙客

车 

56 ZL201520169583.0 
实用

新型 

气簧式全承载车架后段骨架专用焊接

夹具 
2015.03.25 

申龙客

车 

57 ZL201520169585.X 
实用

新型 

一种用于客车的侧围蒙皮焊接辅助装

置 
2015.03.25 

申龙客

车 

58 ZL201520171720.4 
实用

新型 

一种不锈钢客车车身骨架总拼焊接夹

具 
2015.03.25 

申龙客

车 

59 ZL201520184693.4 
实用

新型 

一种用于客车内置外摆乘客门的平衡

杆结构 
2015.03.30 

申龙客

车 

60 ZL201520185822.1 
实用

新型 
一种可前翻乘客座椅 2015.03.30 

申龙客

车 

61 ZL201520185825.5 
实用

新型 
一种客车后围冲压结构 2015.03.30 

申龙客

车 

62 ZL201520220673.8 
实用

新型 
一种带有消声器的客车底盘制动系统 2015.04.13 

申龙客

车 

63 ZL201520220674.2 
实用

新型 
一种校车应急开关系统 2015.04.13 

申龙客

车 

64 ZL201520221680.X 
实用

新型 

一种安装在客车底盘上方向操纵支架

前立板 
2015.04.13 

申龙客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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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号 类型 名称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

人 

65 ZL201520221768.1 
实用

新型 
一种动力转向油壶固定支架 2015.04.13 

申龙客

车 

66 ZL201520221769.6 
实用

新型 
一种可拆卸防撞梁支架 2015.04.13 

申龙客

车 

67 ZL201520956075.7 
实用

新型 

一种用于卷板支撑架工装的活络头总

成 
2015.11.26 

申龙客

车 

（3）软件著作权 

截至评估基准日，申龙客车已取得的软件著作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证书编号 软件名称 开发完成日期 取得方式 

1 软著登字第244384号 
上海申龙备件目录管理软件

V1.0 
2009.05.12 原始取得 

2 软著登字第244386号 
上海申龙订制单管理系统应

用软件V1.0 
2010.10.11 原始取得 

3 软著登字第244387号 
上海申龙客车公告查询网应

用软件V1.0 
2009.10.08 原始取得 

4 软著登字第244388号 
上海申龙计算机信息管理系

统应用软件V1.0 
2008.08.12 原始取得 

5 软著登字第0244396号 
上海申龙客户服务管理系统

应用软件V1.0 
2009.10.20 原始取得 

6 软著登字第150214号 申龙数据分析管理系统V1.0 2015.07.31 原始取得 

7 软著登字第1150388号 申龙图书管理系统V1.0 2014.05.31 原始取得 

8 软著登字0244391号 
上海申龙数据文件统计与核

对软件V1.0 
2010.10.11 原始取得 

9 软著登字第 1620363 号 
申龙系统监控平台管理系统

V1.0.1 
2016.6.30 原始取得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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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评估目的及具体评估对象，本次评估采用市场价值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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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评估目的，经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共同商定，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 2016年

12月 31 日。 

选定该基准日主要考虑该日期与评估目的预计实现的时间相近，以保证评估结

果有效服务于评估目的，尽量减少和避免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对评估结果造成

较大影响。 

本次评估工作中所采用的价格均为评估基准日的有效价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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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评估依据 

（一） 行为依据 

评估业务约定书。 

（二） 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通过修订，并于 2014年 3月 1日起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年 8月 31日最新修订)；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日通过）； 

5.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

号）； 

6.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公告（2017）5号）； 

7.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70号）； 

8.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113 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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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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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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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其他与评估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等。 

（三） 评估准则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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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独立性》(中评协〔2012〕2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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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中评协[2007]189 号）（中评协[2011]230

号）； 

5. 《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中评协 [200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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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价值》（中评协[2011]）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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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08]217 号)； 

11.《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中评协[2007]189号）； 

12.  资产评估专家指引第 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评估报告披露》(中评协

[2015]67 号)； 

13.《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07]18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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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权属依据 

1. 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机动车行驶证、专利证书、著作权证书； 

2. 重要资产购置合同或凭证； 

3. 其他与企业资产的取得、使用等有关的合同、法律文件及其他资料。 

（五） 取价依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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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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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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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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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国家计委关于《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计价格[2002]1980

号） 

6.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文件《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计价格 

[1999]1283 号）； 

7. 《上海市建筑和装饰工程概算定额(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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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上海市安装工程概算定额(2010)》； 

9.  《建筑业营改增建设工程费用调整表》； 

10. 委估对象相关施工合同等资料； 

11. 《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号） 

12. 《房地产估价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 2015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13.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国土资源部于 2014 年 12月 1日起实施） 

14. 《城镇土地估价分等定级规程》（国土资源部于 2014年 12月 1日起实施）；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2000]第 294号）；  

16.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2012 年 8 月 24 日经商务部第 68 次部务会

议审议通过，并经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环境保护部同意，自 2013年 5月 1日起施

行）； 

17. 《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表》2015年 10月 24 日起执行； 

18.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 2016年 12月 31日人民币基准汇价； 

19. 申龙客车规划资料； 

20. 申龙客车提供的历史经营数据； 

21. 申龙客车未来年度经营预算资料； 

22. 评估人员现场座谈、勘察记录； 

23. 评估人员市场调查所了解、收集的资料； 

24. 其他相关资料。 

（六） 其他参考资料 

1. 申龙客车提供的资产清查申报明细表、收益法预测申报表； 

2. 申龙客车 2015年度、2016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3. 同花顺资讯相关数据；  

4.  其他相关资料。 

七、 评估方法 

（一） 评估方法的选择 

进行企业价值评估时，要根据评估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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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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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国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企业价值评估可以采用收益法、市场法、资产

基础法三种评估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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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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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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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们对申龙客车经营现状、经营计划及发展规划的了解，以及对其所依托

的相关行业、市场的研究分析，我们认为该公司在同行业中具有竞争力，在未来时

期里具有可预期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具备采用收益法评估的条件。 

由于被评估企业有完备的财务资料和资产管理资料可以利用，资产的再取得成

本的有关数据和信息来源较广，资产重置成本与资产的现行市价及收益现值存在着

内在联系和替代，因此本次评估也可采用资产基础法。 

通过以上分析，本次评估分别采用收益法及资产基础法进行，在比较两种评估

方法所得出评估结论的基础上，分析差异产生原因，最终确认评估值。 

（二） 资产基础法介绍 

资产基础法，是以在评估基准日重新建造一个与评估对象相同的企业或独立获

利实体所需的投资额作为判断整体资产价值的依据，具体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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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企业价值的方法。 

各类资产及负债的评估方法如下： 

1. 关于流动资产的评估 

（1）货币资金：评估人员通过对申报单位评估现场工作日库存现金进行监盘并

倒推到评估基准日的方法确定评估，对于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以银行对账单和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进行试算平衡。核对无误后，对于币种为人民币的货币资金，

以清查核实后账面值为评估值；对币种为外币的以评估基准日账面值乘以汇率确定

评估值。 

（2）应收款项（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等）：评估人员通过核查账

簿、原始凭证，在进行经济内容和账龄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个别认定及账龄分析相

结合，综合分析应收款项的可收回金额及未来可收回金额的评估风险损失确定应收

款项的评估值。 

（3）应收股利：评估人员通过核查董事会相关股利分配方案，应收及已收情况，

确认其核算真实性后，以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4）存货：包括原材料、产成品（库存商品）、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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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原材料 

评估人员通过市场调查取得原材料或替代品近期购买价格，利用核实后的数量

乘以现行市场购买价，并考虑材料购进过程中的合理的运杂费、损耗、验收整理入

库费及其他费用，确定其评估值。跌价准备按零确定评估值。 

B．产成品 

本次评估中按不含税出厂销售价格减去销售费用、所得税及适当的净利润后作

为评估价值。 

评估价值=实际数量×不含税售价×（1-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费率-销售费用率-

营业利润率×所得税率-营业利润率×（1-所得税率）×r） 

a．不含税售价：不含税售价是按照评估基准日前后的市场价格确定的； 

b．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费率主要包括以增值税为税基计算交纳的城市建设税与

教育附加； 

c．销售费用率是按各项销售费用与销售收入的比例平均计算； 

d. 营业利润率=主营业务利润÷营业收入; 

  主营业务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税金及附加-各项费用 

e. 所得税率按企业现实执行的税率; 

f. r 为利润实现风险折扣率，由于产成品未来的销售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具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根据基准日调查情况及基准日后实现销售的情况确定其风险。 

C.在产品 

评估人员首先了解产品的生产流程和相关的成本核算方法，根据公司的成本核

算程序，查阅相关凭证和生产成本明细账，验证其核算的合理性和准确性，然后对

在产品进行抽查盘点，核查完工入库记录。经核实账面生产成本分摊合理、完整，

未发生减值的产成品对应的在产品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确定评估值。 

（5）其他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能够随时变现并且持有时间不准备超过 1 年的理

财投资等。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评估人员对企业账面数值

进行了核实，对会计资料及相关资料进行了审核，抽查相关的账簿及凭证或证券投

资交割单，核实其账务记录正确无误，公允价值金额计算正确。评估人员对其他流

动资产的发生时间及变现能力进行了调查和判断，收集评估基准日前后各项基金单

位净值资料。 

对于投资性质的理财产品在清查核实实际持有数量及比例，查明投资形成日期、

原始投资成本、溢价、折价、约定利息等，以其可收回价值确认其评估值。 

2．关于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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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长期股权投资，首先对长期投资形成的原因、账面值和实际状况等进行了取

证核实，并查阅了投资协议、股东会决议、章程和有关会计记录等，以确定长期投

资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对具有控制权的长期股权投资，对被投资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然

后将被投资单位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乘以被评估单位的占股比例计算确

定评估值： 

长期投资评估值=被投资单位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持股比例 

在确定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时，评估师没有考虑由于具有控制权或者缺乏控制

权可能产生的溢价或折价。 

3. 关于房屋建（构）筑物的评估 

根据此次评估目的和房屋建筑物类资产的特点，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重置成本法即根据评估基准日该资产在全新情况下的重置全价，扣除其实体性

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具体计算公式为： 

重置全价＝建安工程造价(含税)+工程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可抵扣增值

税 

评估价值＝重置全价-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 

        ＝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1）工程造价的确定 

评估人员根据相关预（决）算资料、施工图纸及对主要建筑物进行实地勘察测

量，结合建筑物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分析、确定各分部工程的工程量，依据当地现行

的建筑工程预算定额、费用定额及材料价差调整文件，采用预（决）算调整法、重

编概（预）算法测算建安工程造价；按照委估资产所在地区及国家有关部门关于建

筑物建造价取费标准确定工程建设前期及其它费用；根据项目建设周期和评估基准

日贷款利率确定资金成本，进而确定重置全价。 

重置全价＝建安工程造价＋工程建设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 

①建安工程造价的确定（含税） 

a.预（决）算调整法 

对于竣工决算资料齐全的建筑物工程，评估人员依据原竣工资料所确定的各分

部分项工程量，重新套用当地的现行定额，计算得出定额直接费，再按照现行的建

设工程费用定额和工程所在地的调差文件测算出于评估基准日标准的建安工程造

价。 

b.重编概（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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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缺乏工程预结算资料的工程，评估人员采用重编预算法确定其工程造价。

根据施工图纸及实地测量计算的各分部工程的工程量，以工程量为依据按现行定额

计算出定额直接费，然后依次计算各项取费、材料差价、人工费调整，最后确定单

位工程的工程造价和单方造价，进而确定项目建安工程造价。 

②工程建设前期及其它费用的确定 

前期及其他费是用根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建设部及当地有关部门规定的前

期及其他费用标准及被评估单位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选取合理的费用项目，并测

算出合理的费用率。本次评估选取的工程建设前期及其他费的项目及费率表如下： 

房屋建筑物工程建设前期及其他费用表 

序号 费用名称 取费基数 费率% 取费依据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工程造价 1.35 财建[2016]504 号 

2 勘察设计费 工程造价 3.59  
国家计委、建设部：计价格

（2002）10号 

3 工程监理费 工程造价 2.13 
国家发改委及建设部发改价格

[2007]670 号 

4 招投标管理费 工程造价 0.27 计价格(2002)1980 号 

5 环境影响评价费 工程造价 0.08 计价格[2002]125 号 

6 项目建议书费及可行性研究费 工程造价 0.2 计委计价格(1999)1283 号 

7 散装水泥专项基金 建筑平方米 1 沪财建（2002）111 号 

8 白蚁防治费   建筑平方米 3 防治单位收取 

9 新型墙体专项基金 建筑平方米 10 
沪府发〔2012〕3 号，沪建交联

[2012]691 号 

③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为正常建设工期内工程占用资金的资金成本。按评估基准日正在执行

的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利率，根据项目合理工期，以资金均匀投入计算，计算

公式如下： 

资金成本＝（建安工程造价+工程建设前期及其他费用）×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合理的建设工期/2 

④可抵扣增值税 

根据“财税[2016]36号”文件，对于符合增值税抵扣条件的，重置全价扣除相

应的增值税。 

a．建安综合造价包含的可抵扣增值税 

根据当地执行的定额标准及当地执行的营改增后工程计价调整方案，以工程造

价计算表中销项税额作为可抵扣增值税。 

b．前期费及其他费用可抵扣增值税＝建安工程含税造价×(勘察设计费率+工程

监理费率+招投标管理费率+环境影响评价费率+项目建议书费及可行性研究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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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6% 

（2）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其计算公式为： 

综合成新率＝现场勘察成新率×60%+年限法成新率×40% 

其中：年限法成新率＝（经济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使用年限×100% 

现场勘察成新率：将影响资产成新率程度的主要因素进行分类，通过对建（构）

筑物造价中影响因素的权重，确定不同结构形式建筑各因素的标准分值，根据现场

勘察实际情况确定各分类评估分值，根据此分值确定现场勘察成新率。 

4. 关于机器设备的评估 

本次评估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 

（1)重置全价 

1) 机器设备和电子设备重置全价的确定 

设备的重置全价，主要由设备购置价（2009年 1月 1日后购置设备扣除可抵扣

的增值税）、运费、安装调试费、前期及其他费、资金成本构成；对一些不需要安

装以及非生产用办公电子设备、家具等则简化计算公式。 

重置全价＝设备购置价＋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前期及其他费＋资金成本－可

抵扣的增值税 

a.设备购置价的确定 

对于主生产线设备及大型重要设备主要通过向设备生产厂家或贸易公司询价；

对于其他价值小、非主要设备则参照《2016年机电产品报价目录》等价格资料，并

参考近期同类设备的合同价格确定；对少数未能查询到购置价的设备，采用同年代、

同类别设备的价格变动率推算确定购置价。 

对于购置时间较早，现市场上无相关型号但能使用的电子设备，参照二手设备

市场价格确定其重置全价。 

b.运费的确定 

设备运费包括从发货地到设备的安装地点所发生的装卸、运输、保管、保险及

其他相关费用，包括到铁路、码头等的短途运输费用。对于有实际运费依据的，按

照实际确认。其他以设备购置价为基础，参考《评估常用经济技术指标》中有关运

杂费率地区分类数据，综合确定设备的运杂费： 

设备运杂费＝设备购置价×运费率 

c.设备安装调试费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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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装调试费包括设备基础费和安装调试时所发生的费用。根据设备特点和

行业惯例，重大复杂的行业设备主要是依据《机械工业建设项目概算编制办法及各

项概算指标》，并结合设备安装调试现场工作条件等情况，综合考虑后调整确定。

其他设备的安装调试费率，参照《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确定；对小型、

无须安装的设备，不考虑安装调试费。 

d.前期及其他费用 

前期及其他费是用根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建设部及当地有关部门规定的前

期及其他费用标准及被评估单位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选取合理的费用项目，并测

算出合理的费用率。本次评估选取的设备工程建设前期及其他费用的项目及费率表

如下： 

序号 费用名称 取费基数 费率% 取费依据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工程造价 1.35 财建[2016]504 号 

2 勘察设计费 工程造价 3.59  
国家计委、建设部：计价格

（2002）10号 

3 工程监理费 工程造价 2.13 
国家发改委及建设部发改价格

[2007]670 号 

4 招投标管理费 工程造价 0.27 计价格(2002)1980 号 

5 环境影响评价费 工程造价 0.08 计价格[2002]125 号 

 合计  7.42  

e.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设备重置费用×合理工期(年)×贷款年利率×1/2 

根据本项目的产能规模以及所处地域的施工条件，确定合理工期按 1 年计算，

基准日的贷款利率是 4.35％。 

2）车辆重置全价的确定 

根据当地汽车交易市场信息等市场价格资料，确定本评估基准日的车辆价格，

根据当地汽车交易市场信息等市场价格资料，确定本评估基准日的车辆价格，在此

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及当地相关部门的规定计取车

购税，确定其重置成本： 

重置成本＝不含税购价+车辆购置税+牌照费 

含税购价的确定：参照车辆所在地同类车型最新交易的市场价格确定，其它费

用依据车辆管理部门的收费标准确定。 

车辆购置税的确定：根据 2001年国务院第 294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

税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车辆购置税应纳税额＝计税价格×10%。该纳税人购买自

用车辆的计税价格应不包括增值税税款。 

增值税的确定：根据财税[2016]36号《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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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扣除车辆增值税。 

由于上海对牌照采用拍卖价格确定，因此本次评估对牌照费单独评估，评估价

格按照基准日拍卖成交价格确定。 

（2）成新率的确定 

1）机器设备成新率的确定 

机器设备成新率的测定采用理论成新率法和现场鉴定完好分值法。具体操作主

要根据现场勘察鉴定所掌握的设备现状，结合行业特点及有关贬值因素，并参考设

备的规定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及设备使用、保养和修理情况综合确定成新率。 

A. 现场勘察成新率 

通过现场勘察，根据设备现时状态、设备的实际已使用时间、设备负荷率、设

备的原始制造质量、维护保养状况以及完整性等方面，在广泛听取设备实际操作人

员、维护人员和管理人员意见的基础上，采取由专家与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共同进行

技术鉴定来确定其成新率。 

B.使用年限成新率 

成新率＝（经济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使用年限×100% 或 

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 ×100% 

C.综合成新率 

一般按照上述两种方法的权重比来确定综合成新率，其中理论成新率占 40%，

现场勘察鉴定完好分值法占 60%。即： 

设备综合成新率＝现场勘察成新率×权重（60%）+使用年限成新率×权重（40%） 

2）车辆成新率 

根据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境保护部令 2012 年第 12 号《机动车强制报

废标准规定》中相关规定，机动车辆分为有使用年限限制和无使用年限限制两种，

其成新率的确定方法如下： 

①使用年限限制车辆成新率的确定： 

根据 2012 年第 12 号令《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中相关规定，确定车辆规

定报废使用年限，根据已使用年限计算年限成新率，并结合现场勘察车辆的外观、

整车结构，发动机结构、电路系统、制动性能、尾气排放等状况，勘察成新率。年

限成新率占比 40%，勘察成新率占比 60%。 

年限成新率＝(1-已使用年限/规定报废年限)×100% 

综合成新率＝年限成新率×40%+勘察成新率×60% 



                                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网址：http://www.caa-bj.com.cn        电话：010-88395166     传真：010-88395661      邮编：100044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 号院五栋大楼 B1 栋 13 层       邮箱：zhongtianhua@zthcpv.com               

29                                                               

②无使用年限限制车辆成新率的确定： 

根据 2012 年第 12 号令《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中相关规定，确定车辆规

定报废行驶里程，并根据已行驶里程计算理论成新率，并结合现场勘察车辆的外观、

整车结构，发动机结构、电路系统、制动性能、尾气排放等状况，确定勘察成新率。

里程成新率占比 40%，勘查成新率占比 60%。 

里程成新率＝(1-已行驶里程/规定报废行驶里程)×100% 

综合成新率＝里程成新率×40%+勘察成新率×60% 

3) 电子设备成新率的确定方法 

电子设备成新率主要采用年限法计算并根据设备的日常使用状况确定。 

（3）评估值的计算 

评估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5. 关于土地使用权的评估 

土地使用权为被评估单位在无形资产明细中核算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价值，为

评估基准日经审计后确认的土地使用权。 

估价人员根据现场勘查情况，按照《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要求，结合估价对

象的区位、用地性质、利用条件及当地土地市场状况，本次采用市场比较法对土地

使用权进行评估。 

市场比较法是指在求取一宗待评估土地的价格时，根据替代原则，将待估土地

与在较近时期内已经发生交易的类似土地交易实例进行对照比较，并依据后者已知

的价格，参照该土地的交易情况、期日、区域以及个别因素等差别，修正得出待估

土地的评估期日地价的方法。其基本计算公式为： 

宗地地价＝VB×A×B×D×E 

式中： 

VB：比较实例价格； 

A：待估宗地情况指数/比较实例宗地情况指数 

＝正常情况指数/比较实例宗地情况指数 

B：待估宗地估价期日地价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D：待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E：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6.关于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的评估 

对评估范围内的其他无形资产，我们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经过逐项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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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账表一致的基础上，采取适用的评估方法，确定其在评估基准日的公允价值。 

本次评估根据无形资产的特点选用不同的评估方法。 

①对于日常办公财务管理软件及计价软件的评估 

评估人员了解上述无形资产的主要功能和特点，核查了相关资料，其产权文件

齐全，不存在权属纠纷情况，根据被评估单位财务人提供的资料，以评估基准日市

场价值进行评估。 

②对于专利、软件著作权的评估 

常用评估方法包括收益法、市场法及成本法。 

由于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专利、软件著作权在被评估单位各业务流程中共同发

挥作用，本次确定对专利、软件著作权等无形资产组合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具体

采用收入分成法进行评估。采用收入分成法较能合理测算专利权的价值，其基本公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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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专利无形资产组合的评估价值； 

K—分成率； 

Rt—第 t年无形资产组合相关产品的销售收入； 

n—收益期限； 

t—收益期限序号；  

i—折现率。 

③对于商标权的评估 

由于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商标在被评估单位各业务流程中共同发挥作用，本次

确定对商标无形资产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具体采用收入分成法进行评估。采用收

入分成法较能合理测算商标权的价值，其基本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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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商标无形资产组合的评估价值； 

K—分成率； 

Rt—第t年无形资产相关产品的销售收入； 

n—收益期限； 

t—收益期限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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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折现率。 

7.关于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评估 

递延所得税资产主要是由于企业按会计制度要求计提的和按税法规定允许抵扣

的损失准备及其他资产减值准备不同而形成的应交所得税差额。本次评估是在审计

后的账面价值基础上，对企业各类准备计提的合理性、递延税款借项形成及计算的

合理性和正确性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核实递延所得税资产金额计算无误，确认其账

面价值为评估值。 

8.其他非流动资产的评估 

其他非流动资产主要为预付宜兴市信益涂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预付设备款项，

根据申龙客车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我们对企业账面数值进行了核实，对会

计资料及相关资料进行了审核，了解其他非流动资产形成的原因、发生的时间，收

集核实相关合同、协议等资料，合理确定其评估值。 

9. 关于负债的评估 

流动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款项、应付职工薪酬、应

交税费、应付股利、其他应付款、其他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包括预计负债、递延

收益等。 评估人员根据企业提供的各项目明细表及相关财务资料，对账面值进行核

实，以企业实际应承担的负债确定评估值。 

（三） 收益法评估介绍 

1. 概述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确定按照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

（DCF）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估算。 

现金流折现方法（DCF）是通过将企业未来预期的现金流折算为现值，估计企业

价值的一种方法，即通过估算企业未来预期现金流和采用适宜的折现率，将预期现

金流折算成现时价值，得到企业价值。其适用的基本条件是：企业具备持续经营的

基础和条件，经营与收益之间存在较稳定的对应关系，并且未来收益和风险能够预

测及可量化。使用现金流折现法的关键在于未来预期现金流的预测，以及数据采集

和处理的客观性和可靠性等。当对未来预期现金流的预测较为客观公正、折现率的

选取较为合理时，其估值结果具有较好的客观性，易于为市场所接受。 

2. 基本评估思路 

根据本次评估尽职调查情况以及企业的资产构成和主营业务特点，本次评估的

基本思路是以企业历史经审计的公司会计报表为依据估算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

资产），即首先按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DCF），估算企业的经营性资产的价

值，再加上企业报表中未体现对外投资收益的基准日的其他非经营性净资产、溢余

资产的价值，得到整体企业价值，并由整体企业价值扣减付息债务价值后，得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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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 

3.  评估模型 

（1）基本模型 

本次评估的基本模型为： 

 DBE    

E：评估对象的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价值 

B：评估对象的企业价值 

                

P：评估对象的经营性资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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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i：未来第 i年的预期收益，本次评估收益口径为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Rn：为未来第 n年及以后永续等额预期收益 

r：折现率 

n：未来预测收益期 

Σ Ci：评估对象基准日存在的溢余性和非经营性资产（负债）的价值 

  21 CCCi  

C1：评估对象基准日存在的溢余现金类资产（负债）价值 

C2：评估对象基准日存在的其他溢余性或非经营性资产（负债）价值 

D：评估对象的付息债务价值 

（2）收益指标 

本次评估，使用企业自由现金流作为经营性资产的收益指标，其基本定义为： 

R=税后净利润＋折旧与摊销＋扣税后付息债务利息－资本性支出－净营运资金

变动 

（3）预测期 

申龙客车为正常经营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出现影响持续经营的因素，故本次

收益年限采用永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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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折现率 

本次评估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模型（WACC）确定折现率 r 

 eedd wrwrr  ）（ t1   

式中： 

t：所得税率 

Wd：评估对象的债务比率； 

 )( DE

D
wd




  

We：评估对象的股权资本比率； 

 )( DE

E
we




  

re：股权资本成本，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确定股权资本成本； 

re = rf + β e×（rm - rf）+ε    

式中： 

rf：无风险报酬率； 

rm：市场预期报酬率； 

ε ：评估对象的特性风险调整系数； 

β e：评估对象股权资本的预期市场风险系数。 

八、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我公司自2017年4月5日至2017年6月6日实施本次评估工作，整个评估工作分四

个阶段进行：  

（一）前期准备阶段 

1.有关各方就本次评估的目的、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等问题协商一致，并制

订出本次资产评估工作计划。 

2.配合企业进行资产清查、填报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等工作。评估项目组人员

对委估资产进行了详细了解，布置资产评估工作，协助企业进行委估资产申报工作，

收集资产评估所需文件资料。 

（二）现场评估阶段 

1.听取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有关人员介绍企业总体情况和委估资产的历史及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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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了解企业的财务制度、资产管理制度、经营状况、未来规划等情况。 

2.对企业提供的资产清查评估申报明细表、生产经营调查及预测表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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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据资产清查评估申报明细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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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盘点。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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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管理、经营情况，如：人力配备、物料资源供应情况、

管理体制和管理方针、财务计划和经营计划等。 

6．对企业历史财务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经营状况和发展计划进行分析。 

7．查阅收集委估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及生产经营资料，对企业提供的权属资料

进行查验。 

8．通过对企业的资产状况、经营模式和财务状况的综合分析，确定评估技术方

案。 

（三）评估汇总阶段 

对初步结果进行分析汇总，对评估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修改和完善。 

（四）提交报告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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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评估机构内部资产评估报告三审制度和程序对报告进行修改、

校正，最后出具正式资产评估报告。 

九、 评估假设 

（一） 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本次

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

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二） 针对评估基准日资产的实际状况，假设企业持续经营； 

（三） 本次评估假设申龙客车所租赁房屋在合同期满时可以正常续租，保证企

业的正常经营； 

（四） 申龙客车于2016年11月24日取得新一期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为

三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

条例》等相关规定，申龙客车在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内继续适用高新技术企业

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根据上海市地方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划入中心城区行政区域内的地

区均属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开征范围的通知》（沪地税地[1998]32号）以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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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关于浦东新区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开征范围的补充

规定的通知》（沪地税地[1998]48号），对浦东新区在城区建设中新开发建设的内环

线以外的地区不开征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申龙客车《房地产权证》上登记的地址

为南汇区康桥镇16街坊处于浦东新区在城区建设中新开发建设的内环线以外的地

区，暂不开征房产税、土地使用税。 

本次假设该税收优惠政策未来年度可以延续； 

（五） 假设被评估单位的经营者是负责的，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企业确

定未来经营目标能得到有效执行； 

（六） 被评估企业管理当局对企业经营负责任地履行了义务，并称职地实行了

有效的管理；经营、技术骨干不会产生重大的人员变化； 

（七） 假设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未来经营范

围、方式与目前保持一致且公司能保持其现有行业竞争优势； 

（八） 假设被评估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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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有关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十） 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

关资产的现行市价以评估基准日的国内有效价格为依据； 

（十一） 本次评估假设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

实、准确、完整； 

（十一）评估范围仅以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准，未考虑委

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清单以外可能存在的或有资产及或有负债； 

特别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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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时，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十、 评估结论 

（一）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255,636.65万元，评估价值为

283,565.73万元，增值额为27,929.08万元，增值率为10.93%；负债账面价值为

214,519.51万元，评估价值为213,441.71万元，减值额为1,077.80万元，减值率

0.50%；净资产账面价值为41,117.14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70,124.02万元，增值

额为29,006.88万元，增值率为70.55%。 

评估结果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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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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流动资产  246,439.96  246,548.23  108.27  0.04  

非流动资产  9,196.69  37,017.50  27,820.81  302.51  

      长期股权投资  255.00  230.55  -24.45  -9.59  

      固定资产  5,105.15  7,222.66  2,117.51  41.48  

      无形资产  580.15  26,307.90  25,727.75  4,434.67  

      递延所得税资产  3,035.39  3,035.39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221.00  221.00  0.00  0.00  

资产总计  255,636.65  283,565.73  27,929.08  10.93  

流动负债  207,705.75  207,705.75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6,813.76  5,735.96  -1,077.80  -15.82  

负债总计  214,519.51  213,441.71  -1,077.80  -0.50  

净  资  产  41,117.14  70,124.02  29,006.88  70.55  

（二）收益法评估结果： 

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2016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41,117.14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305,046.48万元，评估增

值263,929.34万元，增值率641.90%。 

（三）评估结果的选择： 

1. 资产基础法为从资产重置的角度间接地评价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资产基础

法运用在整体资产评估时不能合理体现各项资产综合的获利能力及企业的成长性。  

收益法则是从决定资产现行公平市场价值的基本依据—资产的预期综合获利能

力的角度评价资产，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念，从理论上讲，收益法的评估

结论能更好体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2. 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车及部件的研发、生产及应用，主要

产品为新能源客车和传统客车，终端用户主要为各地公交公司、客运公司和旅游公

司等。目前，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的产品销售已覆盖广东、山西、上海、天津等

多数省份及城市，并已进入东南亚多国、韩国和非洲市场。近几年上海申龙客车有

限公司与终端客户形成的良好合作关系，为其新能源客车业务的开展提供广泛的潜

在客户资源，强大的市场需求和自身的经验积累也为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未来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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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长提供了保证。 

综上分析，收益法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角度考虑，综合考虑了企业的品牌竞争力、

客户资源价值、人力资源价值、企业管理价值、技术经验价值等各项资源的价值，

因而我们认为收益法评估结果更能客观合理地反映本次评估目的所申报的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 

基于上述原因，采用收益法评估值305,046.48万元作为本次评估结论。 

十一、 特别事项说明 

（一）借款抵押保证事项 

1. 截至评估基准日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外滩

支行签订了[0002160119]的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借款金额3000万元，

借款期限为2016年8月23日至2017年2月22日。 

2. 截至评估基准日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签订了编号为[0266167]的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借款金额为3400万

元，借款期限为2016年1月26日至2017年1月26日。由漳州新福达底盘有限公司、福

建新福达汽车工业有限公司、陈大成提供保证担保，上海欣成祥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提供抵押担保。 

3. 截至评估基准日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公司上海闵行支

行（下称“中国银行闵行支行”）签订《授信额度协议》（编号：2016年沪中闵授字

第01000145号），授信额度为18,000万元，贸易融资额度2,000万元，保函额度1,000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15,000万元。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限至2017年6月21日。陈大城为

前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以坐落于南汇区康桥镇康

桥东路1159弄105号1-14幢全幢工厂及南汇区康桥镇16街坊1/1丘土地使用权为前述

授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二）租赁事项 

1.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目前生产及办公用土地和房产为租用。2008年5月28

日，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与上海金旅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签署《厂房租赁合同》，上

海金旅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将其88,058平方米的厂房出租给申龙客车使用，租期二十

年，自2008年6月1日至2028年5月31日。 

本次假设以上厂房在合同期满时可以正常续租，保证企业的正常经营。 

2. 申龙客车房屋建筑物、土地位于上海市南汇区（现浦东新区）康桥镇康桥东

路 1159 弄 105 号，房地证编号为沪房地南字（2006）第 007591 号，土地使用权人

为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土地性质为出让工业用地，使用权面积 54,348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2053年 10月 20日；房屋建筑物证载建筑面积 24,962.01平

方米，未办证面积 2,675.00平方米，以上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建筑物目前实际用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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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申龙客车目前生产及办公用土地和房屋建筑物为租用。 

 (三) 期后事项 

1. 2017年2月，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与陈细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陈细城

将持有的上海浚东汽车配件有限公司49%的股权以24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上海申龙客

车有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后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持有上海浚东汽车配件有限公

司100%股权。 

2. 2017年3月，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与广西宝源天富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

源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吉隽融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粤科润华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广东盛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以3亿人民币

收购上述股东持有的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100%的股份，收购后，广西源正

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成为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四）产权瑕疵事项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房屋建筑物中有部分房产尚未办理产权证，申龙客车承诺

该房屋建筑物属于其所有，对于因该部分资产权属可能造成的纠纷与评估机构无关。

对于该部分资产，其面积是企业根据现场测量情况进行申报的，对企业申报面积，

评估人员进行了抽查核实后以企业申报面积进行评估，如未来企业办理相关产权证

书时其面积与申报面积不符，评估结果应根据产权证书载明的面积进行调整。未办

理产权证房屋建筑物明细如下： 

序号 建筑物现名称 建成年月 建筑面积（m2） 

1 职工浴室 2006-04-22 300 

2 总装细整间 2006-06-30 1440 

3 涂装补漆室 2006-07-31 75 

4 辅助仓库 2006-09-19 860 

合计  2675 

（五）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将98,043,751.00元应收账款转让给上海益菁汇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协议价格为8,360万元，设立申龙1号私募基金，存续期间12个月，

其中包含认购760万的劣后基金，在全额支付优先级本金及利息后，应收账款可以0

元购回，截至评估基准日2,700.00万元已经到期兑付。 

（六）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拥有下述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发证日期为1991年

12月5日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载权利人为上海旅游客车厂（已破产），位于杨思

乡荡里村12丘（现更名为“高科西路580号”），面积8,627.00平方米，用途为企业。 

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1999]浦经执字第5820号），上

海旅游客车厂因经营不善无力履行债务，经上海铭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

估报告》（沪铭资评报字[2001]第112号）确认，上海旅游客车厂包括上述土地使用

权、地上建筑物在内的财产的评估价值为19,869,824.18元，上海驶抵达旅行客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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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申龙客车前身）自愿出资受让上述财产；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裁定上

海旅游客车厂名下的包括上述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在内的财产归上海驶抵达旅

行客车有限公司制造所有。 

根据2006年8月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批准上海市市政工程建设管理处建设

西藏南路越江隧道浦东段和浦东工作井及风塔工程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和该项目供

地的通知》（沪府土[2006]503号）及2007年9月4日上海市市政工程建设管理处与实

施单位上海外联发城市建设服务有限公司与申龙客车签署的《西藏南路越江隧道浦

东段工程涉及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的拆迁补偿协议书》，申龙客车被征用土地

2,476.85平方米，上海市市政工程建设管理处补偿申龙客车1,280.00万元。 

目前该宗土地租赁给上海长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用于开设4S店，经营汽车

销售及售后服务，租赁期限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年租金242.33万元。

该宗土地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裁定后土地使用权证一直未能办理变更手续，

故该出租土地收益未作预测。 

（七）截至评估基准日企业拥有的其他无形资产 

1.专利 

截至评估基准日，申龙客车拥有的专利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号 类型 名称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

人 

1 ZL201010515214.4 发明 一种车用安全门 2010.10.21 
申龙客

车 

2 ZL201010515232.2 发明 一种客车总线紧急启动设备 2010.10.21 
申龙客

车 

3 ZL201010515277.X 发明 一种矩形管焊接结构的半承载式车架 2010.10.21 
申龙客

车 

4 ZL201210587317.0 发明 
一种适用于全承载底架制造的通用焊

接夹具 
2012.12.28 

申龙客

车 

5 ZL201210587432.8 发明 一种低地板城市客车底盘转运工装 2012.12.28 
申龙客

车 

6 ZL201210587759.5 发明 一种混合动力系统怠速启停装置 2012.12.28 
申龙客

车 

7 ZL200920212274.1 
实用

新型 
铝型材客车车身骨架闭环结构 2009.11.12 

申龙客

车 

8 ZL200920212275.6 
实用

新型 
铝型材客车车身侧围骨架结构 2009.11.12 

申龙客

车 

9 ZL201020571510.1 
实用

新型 
一种整体冲压式车架结构 2010.10.21 

申龙客

车 

10 ZL201020571943.7 
实用

新型 

一种双向减震柴油发动机前悬置软垫

结构 
2010.10.21 

申龙客

车 

11 ZL201020571945.6 
实用

新型 
一种客车CAN总线应急启动装置 2010.10.21 

申龙客

车 

12 ZL201020571981.2 
实用

新型 

一种提高乘车安全的城市客车车门电

子控制装置 
2010.10.21 

申龙客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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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号 类型 名称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

人 

13 ZL201020571982.7 
实用

新型 
一种纯电动城市客车气路控制装置 2010.10.21 

申龙客

车 

14 ZL201020571983.1 
实用

新型 
公交车平移乘客门换型结构 2010.10.21 

申龙客

车 

15 ZL201020571984.6 
实用

新型 
一种客车门控警示灯 2010.10.21 

申龙客

车 

16 ZL201020571996.9 
实用

新型 
客车车内上置平衡杆结构 2010.10.21 

申龙客

车 

17 ZL201220344614.8 
实用

新型 
变频控制变扭矩电动液压转向系统 2012.07.16 

申龙客

车 

18 ZL201220730356.7 
实用

新型 
一种在客车中使用的消声器隔热罩 2012.12.26 

申龙客

车 

19 ZL201220730358.6 
实用

新型 
一种前桥稳定杆总成 2012.12.26 

申龙客

车 

20 ZL201220730360.3 
实用

新型 
一种转向过渡摇臂 2012.12.26 

申龙客

车 

21 ZL201220730374.5 
实用

新型 
一种压缩天然气瓶端部固定机构 2012.12.26 

申龙客

车 

22 ZL201220730382.X 
实用

新型 
一种客车电涡流缓速器隔热罩 2012.12.26 

申龙客

车 

23 ZL201220742618.1 
实用

新型 

基于低频信号的混合动力车绝缘监测

装置 
2012.12.28 

申龙客

车 

24 ZL201220742715.0 
实用

新型 

用于混合动力车辆怠速启停的控制装

置 
2012.12.28 

申龙客

车 

25 ZL201220742762.5 
实用

新型 
智能化汽车电源管理模块 2012.12.28 

申龙客

车 

26 ZL201220742787.5 
实用

新型 

一种安装在客车底盘上的备胎安装托

架 
2012.12.28 

申龙客

车 

27 ZL201220742822.3 
实用

新型 
一种城市客车残疾人踏步举升装置 2012.12.28 

申龙客

车 

28 ZL201220742823.8 
实用

新型 
一种CNG客车顶置气瓶固定罩结构 2012.12.28 

申龙客

车 

29 ZL201220742824.2 
实用

新型 
一种校车用电器部件安装舱 2012.12.28 

申龙客

车 

30 ZL201220742825.7 
实用

新型 
汽车安全巡视系统 2012.12.28 

申龙客

车 

31 ZL201220742858.1 
实用

新型 
一种车架检测工装 2012.12.28 

申龙客

车 

32 ZL201220742859.6 
实用

新型 
一种客车底架用焊接夹具 2012.12.28 

申龙客

车 

33 ZL201220743102.9 
实用

新型 
一种分体式客车操纵机构 2012.12.28 

申龙客

车 

34 ZL201220743105.2 
实用

新型 
一种车身骨架总拼焊接夹具 2012.12.28 

申龙客

车 

35 ZL201220743124.5 
实用

新型 
一种校车用逃生门结构 2012.12.28 

申龙客

车 

36 ZL201220743157.X 实用 一种城市客车驾驶员门 2012.12.28 申龙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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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号 类型 名称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

人 

新型 车 

37 ZL201220743158.4 
实用

新型 
一种客车底盘生产线用易拆卸式垫块 2012.12.28 

申龙客

车 

38 ZL201220743159.9 
实用

新型 
便捷式发动机悬置装置 2012.12.28 

申龙客

车 

39 ZL201220743181.3 
实用

新型 
方向可调的插拔接头 2012.12.28 

申龙客

车 

40 ZL201220743183.2 
实用

新型 
车用天然气泄漏报警系统 2012.12.28 

申龙客

车 

41 ZL201220743206.X 
实用

新型 
一种客车用悬架 2012.12.28 

申龙客

车 

42 ZL201420669767.9 
实用

新型 
一种发动机舱隔音隔热棉固定结构 2014.11.11 

申龙客

车 

43 ZL201420669768.3 
实用

新型 

一种三维数控液压弯管机用型材弯管

机构 
2014.11.11 

申龙客

车 

44 ZL201420669770.0 
实用

新型 
用于客车铝仓门框骨架的焊接夹具 2014.11.11 

申龙客

车 

45 ZL201420671020.7 
实用

新型 
一种混合动力车的车门安全控制装置 2014.11.11 

申龙客

车 

46 ZL201420671031.5 
实用

新型 
一种无干涉的客车后空气悬架 2014.11.11 

申龙客

车 

47 ZL201420671034.9 
实用

新型 
双风挡车架前段骨架的焊接装置 2014.11.11 

申龙客

车 

48 ZL201420671037.2 
实用

新型 
客车舱门骨架焊接夹具 2014.11.11 

申龙客

车 

49 ZL201420671040.4 
实用

新型 
一种电磁风扇固定支架 2014.11.11 

申龙客

车 

50 ZL201420673543.5 
实用

新型 
一种LNG气瓶总成集成组件 2014.11.12 

申龙客

车 

51 ZL201420673888.0 
实用

新型 
一种客车用内置外摆乘客门平衡杆 2014.11.12 

申龙客

车 

52 ZL201420673890.8 
实用

新型 
一种客车变速杆防尘罩 2014.11.12 

申龙客

车 

53 ZL201420860749.9 
实用

新型 
一种改善起动性能的发动机起动电路 2014.12.26 

申龙客

车 

54 ZL201520169564.8 
实用

新型 

气簧式全承载车架前段骨架专用焊接

夹具 
2015.03.25 

申龙客

车 

55 ZL201520169581.1 
实用

新型 
一种汽车顶盖内侧隔热结构 2015.03.25 

申龙客

车 

56 ZL201520169583.0 
实用

新型 

气簧式全承载车架后段骨架专用焊接

夹具 
2015.03.25 

申龙客

车 

57 ZL201520169585.X 
实用

新型 

一种用于客车的侧围蒙皮焊接辅助装

置 
2015.03.25 

申龙客

车 

58 ZL201520171720.4 
实用

新型 

一种不锈钢客车车身骨架总拼焊接夹

具 
2015.03.25 

申龙客

车 

59 ZL201520184693.4 
实用

新型 

一种用于客车内置外摆乘客门的平衡

杆结构 
2015.03.30 

申龙客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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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号 类型 名称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

人 

60 ZL201520185822.1 
实用

新型 
一种可前翻乘客座椅 2015.03.30 

申龙客

车 

61 ZL201520185825.5 
实用

新型 
一种客车后围冲压结构 2015.03.30 

申龙客

车 

62 ZL201520220673.8 
实用

新型 
一种带有消声器的客车底盘制动系统 2015.04.13 

申龙客

车 

63 ZL201520220674.2 
实用

新型 
一种校车应急开关系统 2015.04.13 

申龙客

车 

64 ZL201520221680.X 
实用

新型 

一种安装在客车底盘上方向操纵支架

前立板 
2015.04.13 

申龙客

车 

65 ZL201520221768.1 
实用

新型 
一种动力转向油壶固定支架 2015.04.13 

申龙客

车 

66 ZL201520221769.6 
实用

新型 
一种可拆卸防撞梁支架 2015.04.13 

申龙客

车 

67 ZL201520956075.7 
实用

新型 

一种用于卷板支撑架工装的活络头总

成 
2015.11.26 

申龙客

车 

2.软件著作权 

截至评估基准日，申龙客车拥有的软件著作权情况如下： 

序号 证书编号 软件名称 开发完成日期 取得方式 

1 软著登字第244384号 
上海申龙备件目录管理软件

V1.0 
2009.05.12 原始取得 

2 软著登字第244386号 
上海申龙订制单管理系统应

用软件V1.0 
2010.10.11 原始取得 

3 软著登字第244387号 
上海申龙客车公告查询网应

用软件V1.0 
2009.10.08 原始取得 

4 软著登字第244388号 
上海申龙计算机信息管理系

统应用软件V1.0 
2008.08.12 原始取得 

5 软著登字第0244396号 
上海申龙客户服务管理系统

应用软件V1.0 
2009.10.20 原始取得 

6 软著登字第150214号 申龙数据分析管理系统V1.0 2015.07.31 原始取得 

7 软著登字第1150388号 申龙图书管理系统V1.0 2014.05.31 原始取得 

8 软著登字第0244391号 
上海申龙数据文件统计与核

对软件V1.0 
2010.10.11 原始取得 

9 软著登字第1620363号 
申龙系统监控平台管理系统

V1.0.1 
2016.6.30 原始取得 

3.商标 

截至评估基准日，申龙客车共持有 12项境内商标，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商标 商标注册证号 类别 有效期至 取得方式 权利人 

1 
 

228067 12 2025.06.14 原始取得 申龙客车 

2 
 

382050 12 2025.06.14 原始取得 申龙客车 

3 
 

1036610 12 2017.06.20 原始取得 申龙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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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商标 商标注册证号 类别 有效期至 取得方式 权利人 

4 
 

4877051 12 2018.08.27 原始取得 申龙客车 

5 
 

4877054 12 2018.08.27 原始取得 申龙客车 

6 
 

4968712 12 2018.10.13 原始取得 申龙客车 

7 
 

6890819 12 2020.05.06 原始取得 申龙客车 

8 
 

7227037 35 2020.09.20 原始取得 申龙客车 

9 
 

7227038 35 2020.09.20 原始取得 申龙客车 

10 
 

7227040 12 2022.03.06 原始取得 申龙客车 

11 
 

7227041 12 2022.03.06 原始取得 申龙客车 

12 
 

7754615 12 2020.12.13 原始取得 申龙客车 

截至评估基准日，申龙客车共持有 4项境外商标，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商标 注册人 注册地 商标（注册）号 类别 有效期至 

1 

 

申龙客车 中国台湾 01599109 12 2023.09.15 

2 

 

申龙客车 韩国 40-1008727 12 2023.11.21 

3 

 

申龙客车 泰国 ค398672 12 2023.10.23 

4 
 

申龙客车 新加坡 T10153451 12 2020.11.21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次评估范围及采用的由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数据、报表及有关资料，委托方

及被评估单位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评估报告中涉及的有关权属证

明文件及相关资料由被评估单位提供，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承

担法律责任。 

2.在评估基准日以后的有效期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时，应按

以下原则处理： 

（1）当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数额进行相应调整； 

（2）当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且对资产评估结果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

及时聘请有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价值； 

（3）对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方在资产实际作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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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给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3. 我们获得了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的盈利预测，该盈利预测是本评估报告收

益法的主要依据之一。我们对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盈利预测进行了必要的调查、

分析、判断，采信了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盈利预测的相关数据。 

我们对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盈利预测的利用，不是对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

未来盈利能力的保证。 

十二、 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 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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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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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对评估价格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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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力和其它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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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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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 

（二） 本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评估报告的使

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许可，本评估机构不会随意向他人公开。 

（三） 未征得本评估机构同意并审阅相关内容，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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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根据国家现行规定，本资产评估报告结论使用

有效期为一年，自评估基准日 2016年 12月 31日起计算，至 2017年 12月 30日止。

超过一年，需重新进行资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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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正式提出日期为2017年06月06日。 

 

 

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 

 

 

 ────────── 

 

资产评估师 

  ────────── 

 

 

 

资产评估师 

 ──────────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06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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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附件目录 

 

 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法人营业执照； 

 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基准日审计报告； 

 评估对象涉及的权属证明文件； 

 委托方和被评估方的承诺函； 

 签字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评估机构资格证书； 

 评估机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签字资产评估师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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