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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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股权 

所涉及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报告 

摘    要 

中天华资评报字[2017]第12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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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股权

所涉及的广西源正新能源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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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对象为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范围是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具

体评估范围以广西源正新能源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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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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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源正新能源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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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8.75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34,095.80万元，评估增

值20,767.05万元，增值率15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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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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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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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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股权 

所涉及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报告 

中天华资评报字[2017]第12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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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股

权所涉及的广西源正新能源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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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估单位为广西源正新能源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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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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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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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成立日期：1992年12月26日 

9.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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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成立时间：1992年12月26日。 

（二）被评估单位简介 

1. 企业名称：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源正汽车”）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315979786C 

3. 注册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兴大道99号 

4. 法定代表人：叶剑辉 

5. 注册资本：11111.1112万元人民币 

6.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7. 经营范围：客车、客车底盘、医疗车、工程车、市政工具车、轻型客车、载

货车和小型电动汽车及零部件的开发、制造与销售（具体生产类别以工信部核准执

行）；经营机电产品的开发、制造、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8. 成立时间：2014年11月14日。 

9. 历史沿革 

①2014年 11月，源正汽车设立 

源正汽车成立于 2014年 11月 14日，由源政投资、九龙鹏宇和叶剑辉共同发起

设立。设立时，源正汽车注册资本为 10,000万元，其中九龙鹏宇认缴 40%股份，出

资金额 4,000万元；源政投资认缴 35%股份，出资金额 3,500万元；叶剑辉认缴 25%

股份，出资金额 2,500万。 

2014 年 11 月 14 日，源正汽车获得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注册号 450100000205922）。 

2015年2月9日，广西桂鑫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桂鑫诚验字（2015）

第 1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2 月 6 日止，源正汽车收到股东首次缴纳

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3,000 万元，均以货币出资。其中：源政投资出资 2,000

万元，占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 20%，股东叶剑辉出资 1,000 万元，占登记注册资本

总额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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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 21 日，广西桂鑫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桂鑫诚验字

（2015）第 2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5年 2月 10日止，源正汽车已收到源

政投资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1,000 万元，均以货币出资。本次出资后，股

东累计实缴注册资本金额为 4,000万元，占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 40.00%。 

2015 年 3 月 30 日，广西桂鑫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桂鑫诚验字

（2015）第 4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5年 3月 25日止，源正汽车已收到股

东叶剑辉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550 万元，均系货币资金。本次出资后，股

东累计实缴注册资本金额为 4,550万元，占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 45.50%。 

2015 年 4 月 24 日，广西桂鑫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桂鑫诚验字

（2015）第 6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5年 4月 24日止，源正汽车收到股东

九龙鹏宇、源政投资和叶剑辉缴纳的出资，具体金额分别为 1,500 万元、500 万元

和 500 万元，合计 2,500 万元，均系货币资金。本次出资后，股东累计实缴注册资

本金额为 7,050万元，占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 70.50%。 

2015 年 5 月 29 日，广西桂鑫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桂鑫诚验字

（2015）第 12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5 月 19 日止，源正汽车收到股

东叶剑辉缴纳的注册资本 300 万元，均系货币资金。本次出资后，股东累计实缴注

册资本金额为 7,350万元，占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 73.50%。 

2015 年 6 月 30 日，广西桂鑫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桂鑫诚验字

（2015）第 13 号）。截至 2015 年 6 月 17 日止，源正汽车收到股东叶剑辉缴纳的注

册资本 150万元，均系货币资金。本次出资后，股东累计实缴注册资本金额为 7,500

万元，占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 75.00%。 

前述实缴注册资本缴纳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实缴出资额（万元） 

1 珠海九龙鹏宇汽车有限公司 4,000 40.00% 1,500 

2 深圳市源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500 35.00% 3,500 

3 叶剑辉 2,500 25.00% 2,500 

合计 10,000 100.00% 7,500 

②2016年 1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1 月 10 日，源正汽车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九龙鹏宇转让其

持有的源正汽车 40%的股权（认缴出资金额 4,000 万元，实缴 1,500 万元）给叶剑

辉。 

2016 年 1月 15日，九龙鹏宇与叶剑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确认九龙

鹏宇将其持有源正汽车 40%的股权（相应认缴出资金额 4,000 万元，实缴 1,500 万

元）作价 1,500万元转让给叶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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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月 22日，源正汽车完成了本次工商变更，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2016 年 3 月 31 日，广西桂鑫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桂鑫诚验字

（2016）第 4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6年 3月 10日，源正汽车收到股东叶

剑辉缴纳的注册资本 2,500 万元，均系货币资金。本次出资后，股东累计实缴注册

资本金额为 10,000万元，占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 100.00%。 

本次股权转让及实缴注册资本后，源正汽车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1 叶剑辉 6,500 65.00% 6,500 

2 深圳市源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500 35.00% 3,500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③2016年 8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7 月 12 日，源正汽车全体股东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同意叶剑辉转让其

持有源正汽车 65%的股权，其中 53.89%股权（相应出资金额 5,388.8889万元）转让

给宝源天富；其中 11.11%的股权（相应出资金额 1,111.1111 万元）转让给吉隽融

投。 

2016 年 7月 12日，叶剑辉分别与宝源天富、吉隽融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

协议确认叶剑辉自愿将其持有源正汽车 53.89%的股权和 11.11%的股权分别转让给

宝源天富和吉隽融投。 

2016 年 8月 2日，源正汽车完成了本次工商变更。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源正

汽车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广西宝源天富投资有限公司 5,388.89 53.89% 

2 深圳市源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500.00 35.00% 

3 广州吉隽融投资有限公司 1,111.11 11.11% 

合计 10,000 100.00% 

④2016年 8月，第一次增资 

2016 年 8 月 10 日，源正汽车召开全体股东大会，会议同意源正汽车注册资本

由 10,000 万元变更为 11,111.1112 万元。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1,111.1112 万元，由

新增股东粤科润华及盛图投资分别以货币认缴出资 555.5556 万元。 

2016 年 8 月 10 日，广西桂鑫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桂鑫诚验字

（2016）第 11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6年 8月 9日止，源正汽车收到新增

股东粤科润华、盛图投资实际投资款分别为 1,250 万元，其中认缴注册资本分别为

555.5556 万元，实缴出资额分别超出认缴注册资本 694.4444 万元，合计超出

1,388.8888 万元，超出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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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 15 日，源正汽车完成了本次工商变更，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本

次增资后，源正汽车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广西宝源天富投资有限公司 5,388.8889 48.50% 

2 深圳市源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500.0000 31.50% 

3 广州吉隽融投资有限公司 1,111.1111 10.00% 

4 广东粤科润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55.5556 5.00% 

5 广东盛图投资有限公司 555.5556 5.00% 

合计 11,111.1112 100.00% 

10. 截至评估基准日源正汽车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广西宝源天富投资有限公司 5,388.8889 48.50% 

2 深圳市源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500.0000 31.50% 

3 广州吉隽融投资有限公司 1,111.1111 10.00% 

4 广东粤科润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55.5556 5.00% 

5 广东盛图投资有限公司 555.5556 5.00% 

合计 11,111.1112 100.00% 

11．评估基准日后股权变更事项 

2017 年 3 月，申龙客车与源正汽车原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源正汽车原

股东将持有的源正汽车 100%股权全部转让给申龙客车。源正汽车 100%股权的交易价

格为 3 亿元。2017 年 4 月 21 日，源正汽车完成了本次工商变更，领取了新的营业

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后，源正汽车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 11,111.1112 100.00% 

合计 11,111.1112 100.00% 

 12.长期股权投资情况： 

源正汽车长期股权投资共 1家核算单位，具体情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企业名称 投资日期 
投资协议

期限 
投资成本 

持股 

比例（%） 

广西源行新能源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6-1-23 长期 1,000,000.00  51.00  

13. 源正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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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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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525,648,914.89 281,818,687.78 

负债总额 392,361,365.88  237,670,543.63 

净资产 133,287,549.01 44,148,144.15 

项 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285,651,506.24 43,867,521.29 

利润总额 43,093,291.85 -15,022,690.30 

净利润 39,139,404.86 -13,681,567.61 

以上财务数据来自源正汽车提供的财务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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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50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14.主要会计政策及税项 

（1）主要会计政策 

源正汽车持续经营为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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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主要税种及税率如下 

税项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产品销售收入 17% 

城建税 应缴纳流转税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应缴纳流转税税额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应缴纳流转税税额 2% 

水利建设基金 产品销售收入 0.1%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9%，25% 

（3）税收优惠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14 号规定，对设在西部地区以《西部地区鼓

励类产业目录》中新增鼓励类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其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

收入总额 70%以上的企业，自 2014年 10月 1日起，可减按 1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延续和修订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

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桂政发（2014））5号，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

止，新办的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企业，免征属于地方

分享部分（15%*40%）的企业所得税。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延续和修订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

发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源正汽车符合北部湾经济区新办的国家鼓励类企业，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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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用房产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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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上

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21日完成了收购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被

评估单位）100%股权的工商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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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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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根据评估目的，本次评估对象为广西源正新能源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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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范围为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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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64.89 万元，流动资产账面值为

36,386.77 万元，非流动资产账面值为 16,178.12万元，总负债账面值为 39,236.14

万元，流动负债账面值为 32,212.68万元，非流动负债账面值为 7,023.46万元，净

资产账面值为 13,328.75万元。 

源正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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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资产 36,386.77  

非流动资产 16,178.12  

其中：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00.00 

固定资产 13,389.21  

在建工程 399.39  

      无形资产 2,121.75 

      递延所得税资产 85.62  

      其他非流动资产 82.16  

资产总计 52,564.89  



                          广西源正新能源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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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负债 32,212.68  

非流动负债 7,023.46  

负债总计 39,236.14  

净 资 产 13,328.75  

1. 本次评估范围中的主要实物资产为源正汽车的存货、房屋建（构）筑物、设

备类资产、在建工程等； 

（1）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包括对广西源行新能源车研究院有限公司股权投资。 

（2）存货：存货是由原材料、产成品和在产品等组成，存货品质状况良好，存

放于企业车间和仓库内，保管良好。 

(3)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房屋建（构）筑物是广西源正新

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申报的房屋建（构）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共 11 项，座

落于南宁市扈宁区梁村大道南面、蒲兴大道东面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厂区

内，账面原值 105,127,465.31 元，账面净值 101,388,306.14 元。其中房屋建筑物

共计 3 项，总建筑面积 38,732.21平方米，主要为自建的 1#生产车间、仓库及检测

线车间等，建成于 2015 年至 2016 年期间，主要为钢架结构；构筑物共计 8 项，包

括厂区道路及厂区绿化工程等。截止评估基准日上述房屋建（构）筑物都处于正常

使用状态，其中 1#生产车间已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产权证号为《邕房权证字第

02674664 号》，且已办理抵押登记，其余部分房屋建筑物尚未办理产权证。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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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各种焊机、切割机、起重机、

辊床、烤漆室、工装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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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设备主要位于南宁市邕

宁区蒲兴大道 99号，总体能满足企业经营的生产需要。 

运输设备包括别克汽车、广客牌小客车等，已办理车辆行驶证且在年检有效期

内，证载产权人为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电子办公设备为各类计算机、空调机、打印机等生产、办公用设备，分布在各

办公室内。 

（5）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主要为搭建的钢结构临时办公房、临时仓库、辅助楼工程、临时食堂、

临时办公室、临时停车场等；在建设备主要为废水处理站改造工程、工装设备等。 

2．企业申报的账面记录或者未记录的无形资产类型、数量、法律权属状况等 

截至评估基准日，源正汽车无形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及其他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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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评估基准日企业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情况 

源正汽车拥有 1 宗土地，总面积为 83,513.48 平方米。取得方式为出让，已办

理不动产权证，权证编号为“桂（2015）南宁市不动产权第 0000039号”,证载权利

人为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在土地使用权人所提供的权证编号为“桂（2015）

南宁市不动产权第 0000039号”不动产权证附记栏中记载该土地存在抵押登记事项。

该块土地原始入账价值 20,849,704.65 元，源正汽车按照直线法进行摊销，截止评

估基准日账面摊余价值为 20,050,466.15元。 

B.评估基准日企业拥有的账面未记录其他无形资产 

（1）专利 

截至评估基准日，源正汽车拥有的专利情况如下：  

序

号 
申请号 类型 名称 申请日期 取得方式 

1 ZL201620570792.0 实用新型 一种铝车身骨架结构 2016.6.13 原始取得 

2 ZL201620386946.0 实用新型 
环保型电动公交车的车厢顶

灯装置 
2016.5.3 原始取得 

3 ZL201620676893.6 实用新型 
一种具有灭火和空气净化功

能的公交车 
2016.6.28 原始取得 

4 ZL201620676895.5 实用新型 一种公交车环保拉手 2016.6.28 原始取得 

5 ZL201620652969.1 实用新型 一种环保公交车座椅 2016.6.28 原始取得 

6 ZL201620677623.7 实用新型 一种自动滚弯机 2016.6.28 原始取得 

7 ZL201620927428.5 实用新型 环保型电动公交车 2016.8.23 原始取得 

8 ZL201630163938.5 外观设计 公交车(12 米) 2016.5.3 原始取得 

9 ZL201630287462.6 外观设计 公交车(8 米) 2016.6.29 原始取得 

（2）商标 

截至评估基准日，源正汽车已申请商标权情况如下： 

序

号 
注册号 商标内容 

类

别 
核定使用商品范围 有效期 

取得 

方式 

1 16890279  12 

汽车；自行车；缆车；婴儿车；

雪橇（运载工具）；轮胎（运载

工具用）；空中运载工具；船；

儿童安全座（运载工具用）；机

车 

2016.7.7 至

2026.7.6 

原始 

取得 

2 16890315  40 

定做材料装配（替他人）；金属

处理；净化有害材料；空气净化；

废物和垃圾的回收利用；印刷；

服装制作；面粉加工；纸张处理；

动物标本剥制 

2016.7.7 至

2026.7.6 

原始 

取得 

3 16890329  37 

建筑施工监督；建筑；采矿；清

洁建筑物（外表面）；加热设备

安装和修理；电器的安装和修

理；汽车保养和修理；电梯安装

2016.7.7 至

2026.7.6 

原始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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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注册号 商标内容 

类

别 
核定使用商品范围 有效期 

取得 

方式 

和修理；清洗衣服；家具保养 

4 16890335  10 

医疗器械和仪器；医用紫外线杀

菌灯；口罩；奶瓶；避孕套；假

肢；伤残人用拐杖；缝合材料；

医用床；牙科设备和仪器 

2016.7.7 至

2026.7.6 

原始 

取得 

5 16890352  42 

技术研究；机械研究；地质勘探；

化妆品研究；工业品外观设计；

室内装饰设计；服装设计；书画

刻印艺术设计；计算机编程；艺

术品鉴定 

2016.7.7 至

2026.7.6 

原始 

取得 

6 16890403  7 

农业机械；粉碎机；机锯（机器）；

砑光辊；洗衣机；排字机（印刷）；

制茶机械；搅动机；工业用卷烟

机；缝纫机 

2016.7.7 至

2026.7.6 

原始 

取得 

7 16890318  35 
饭店商业管理；进出口代理；替

他人推销 

2016.9.14 至 

2026.9.13 

原始 

取得 

8 18017565 
 

12 

船；儿童安全座（运载工具用）

自行车；缆车；婴儿车；雪橇（运

载工具）；轮胎（运载工具用）；

空中运载工具；汽车；机车 

2016.11.14

至

2026.11.13 

原始 

取得 

9 18017630 
 

7 

缝纫机；洗衣机；制茶机械；搅

动机；工业用卷烟机；排字机（印

刷）；砑光辊；农业机械；粉碎

机；机锯（机器） 

2016.11.14

至

2026.11.13 

原始 

取得 

10 18013588 
 

42 

技术研究；机械研究；工业品外

观设计；室内装饰设计；计算机

编程 

2017.1.14 至 

2027.1.13 

原始 

取得 

11 18013718 
 

40 
金属处理；铁器加工；油料加工；

服装制作；水处理；燃料加工 

2017.1.14 至 

2027.1.13 

原始 

取得 

12 18013885 
 

37 

建筑施工监督；建筑；汽车保养

和修理；汽车清洗；运载工具（车

辆）上光服务；运载工具（车辆）

保养服务；载工具（车辆）加润

滑油服务；运载工具（车辆）故

障救援修理服务；运载工具（车

辆）清洗服务 

2017.1.14 至 

2027.1.13 

原始 

取得 

13 18014081 
 

35 

为零售目的在通讯媒体上展示

商品；广告；计算机网络上的在

线广告；饭店商业管理；替他人

推销；进出口代理；在计算机档

案中进行数据检索（替他人） 

2017.1.14 至 

2027.1.13 

原始 

取得 

14 18165419 
 

40 

定做材料装配（替他人）；金属

处理；纸张处理；面粉加工；动

物标本剥制；服装制作；印刷；

废物和垃圾的回收利用；空气净

化；水处理 

2016.12.7 至

2026.12.6 

原始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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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注册号 商标内容 

类

别 
核定使用商品范围 有效期 

取得 

方式 

15 18165554 
 

37 

建筑施工监督；建筑；采矿；清

洁建筑物（外表面）；加热设备

安装和修理；电器的安装和修

理；汽车保养和修理；汽车清洗；

家具保养；电梯安装和修理 

2016.12.7 至

2026.12.6 

原始 

取得 

16 18165696 
 

12 

船；儿童安全座（运载工具用）； 

自行车；缆车；婴儿车；雪橇（运

载工具）；轮胎（运载工具用）；

空中运载工具；汽车；机车 

2016.12.7 至

2026.12.6 

原始 

取得 

17 18165856 
 

10 

口罩；奶瓶；避孕套；假肢；伤

残人用拐杖；缝合材料；牙科设

备和仪器；医用紫外线杀菌灯；

医用床；医疗器械和仪器 

2016.12.7 至

2026.12.6 

原始 

取得 

18 18166036 
 

7 

农业机械；粉碎机；机锯（机器）；

砑光辊；排字机（印刷）；制茶

机械；搅动机；工业用卷烟机；

缝纫机；洗衣机 

2016.12.7 至

2026.12.6 

原始 

取得 

19 18165267 
 

42 计算机编程 
2017.2.21 至 

2027.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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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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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评估依据 

（一） 经济行为依据 

评估业务约定书。 

（二） 法律法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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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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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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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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07]189 号）； 

10.《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08]217 号）； 

11. 《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08]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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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动车行驶证、专利证书、商标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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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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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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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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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 

5. 《广西市建筑和装饰工程概算定额(2013)》； 

6. 《广西市安装工程概算定额(2013)》； 

7. 《建筑业营改增建设工程费用调整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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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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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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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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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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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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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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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关于降低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专家审查费标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新发改医价〔2012〕830号）； 

15. 《关于公布工程建设领域收费目录及相关政策的通知》（新发改医价〔2012〕

195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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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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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表》2015年 10月 24 日起执行； 

19.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 2016年 12月 31日人民币基准汇价； 

20.  委估对象相关施工合同等资料； 

21.  源正汽车规划资料； 

22.  源正汽车提供的历史经营数据； 

23.  源正汽车未来年度经营预算资料； 

24.  评估人员现场座谈、勘察记录； 

25.  评估人员市场调查所了解、收集的资料； 

26. 其他相关资料。 

（六） 其他参考资料 

1. 源正汽车提供的资产清查申报明细表、收益法预测申报表； 

2. 源正汽车 2015年度、2016年度的财务报表； 

3. 源正汽车 2015年度、2016年度审计报告； 

4.  wind资讯、ifind相关数据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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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们对源正汽车经营现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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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银行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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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其他货币资金，通过对其函证，以证明其他货币资金的存在的真实性，以核实

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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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包括原材料、产成品（库存商品）、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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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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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费及其他费用，确定其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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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金及附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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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确定评估值。 

（4）其他流动资产：主要包括待认证的增值税进项税和预缴所得税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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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其账务记录正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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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准日账面

值确认评估值。 

2．关于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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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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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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房屋建（构）筑物的评估 

根据此次评估目的和房屋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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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建筑物类资产，为被评估单位自建，主要用于生产用房等。

根据委估资产的具体情况，对此类资产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房屋建筑面积以

《房屋所有权证》证载面积为准。 

对于部分尚未办理房产证的房屋建筑物，企业承诺该部分资产归其所有，对于

因该部分资产权属可能造成的纠纷与评估机构无关。对于尚未办理房产证的房屋建

筑物，其面积是企业根据相关图纸并结合现场测量情况进行申报的。 

房屋建筑物评估值计算公式： 

评估价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1）重置全价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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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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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重编概（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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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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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财建[2016]504 号 

2 勘察设计费 工程造价 3.50 
国家计委、建设部：计价格

（2002）10号 

3 工程监理费 工程造价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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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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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 计价格[1999]1283 号 

7 墙体材料专项基金 建筑平方米 8.00 桂财综〔2008〕49 号 

8 白蚁防治费 建筑平方米 2.40 桂价费〔2009〕437 号 

9 散装水泥专项基金 建筑平方米 2.00 桂地税函[19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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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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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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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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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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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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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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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财建[2016]504 号 

2 勘察设计费 工程造价 3.48  
国家计委、建设部：计价格

（2002）10号 

3 工程监理费 工程造价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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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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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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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扣除车辆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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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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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成新率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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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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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勘查成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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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成新率占比 40%，勘察成新率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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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为土建工程、设备安装工程。 

对于以上款项，因其基本反映了评估基准日的购建成本，以清查核实后账面值

加上资金成本作为评估值。资金成本按在建工程的合理工期、资金均匀投入确定。

对于开工时间距评估基准日在六个月以内且未完工的工程，以经核实后的账面值作

为评估值；对于开工时间距评估基准日六个月以上且未完工的工程，在核实账面值

的基础上，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工程进度资料及现场勘察情况，设备价格变化情

况并计取资金成本，以确定评估值。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在建土建距评估基准日日期较近，账面价值基本能反映

设备的市场价值，本次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认评估值；设备安装工程距评估基准日

超过六个月以上，在核实账面值的基础上，按照实际工期，考虑合理资金成本确认

评估值。 

6. 无形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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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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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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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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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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评估根据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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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人员了解上述其他无形资产的主要功能和特点，核查了无形资产的购置合

同、发票、付款凭证等资料，并向软件供应商进行了询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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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t

t
ti

RKP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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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正汽车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商标主要作为其开展上述

业务的识别性标识，对客户的购买选择并无直接、显著影响力，因而被评估单位商

标权与其业绩的相关性较小，不适用收益法评估，本次采用成本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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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法评估模型 

依据商标权无形资产形成过程中所需投入的各种成本费用的重置价值确认商标

权价值，其基本公式如下： 

P=C1+C2+C3 

式中：评估值 

C1：设计成本 

C2：注册及续延成本 

C3：维护使用成本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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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账面值

确认为评估值。 

9.其他非流动资产的评估 

其他非流动资产为预付工程款，根据源正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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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关于负债的评估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企业应负担的负债为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流动负债项

目主要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利息、应付账款、预收款项、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其他应付款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等；非流动负债包括长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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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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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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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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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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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正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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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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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源正新能源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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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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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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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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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源正汽车于评估基准日享有如下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4号规定，对设在西部地区以《西部地区鼓励

类产业目录》中新增鼓励类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其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

入总额70%以上的企业，自2014年10月1日起，可减按1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延续和修订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

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桂政发（2015））5号，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

止，新办的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企业，免征属于地方

分享部分（15%*40%）的企业所得税。 

本次假设源正汽车在税收优惠有效期内可以满足上述政策要求，税收优惠政策

可以延续；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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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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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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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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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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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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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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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52,564.89万元，评估价值为

54,481.44万元，增值额为1,916.55万元，增值率为3.65%；负债账面价值为39,236.14

万元，评估价值为34,602.63万元，减值额为4,633.51万元，减值率为11.81%；净资

产账面价值为13,328.75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19,878.81万元，增值额为6,5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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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增值率为49.14%。 

评估结果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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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6,386.77  36,431.03  44.26  0.12  

非流动资产 2  16,178.12  18,050.41  1,872.29  11.57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100.00  -2.43  -102.43  -102.43  

       固定资产 4  13,389.21  12,558.54  -830.67  -6.20  

       在建工程 5 399.39  401.21  1.82  0.46  

       无形资产 6 2,121.75  4,925.31  2,803.56  132.13  

       递延所得税资产 7 85.62  85.62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8 82.16  82.16  0.00  0.00  

资产总计 9 52,564.89  54,481.44  1,916.55  3.65  

流动负债 10  32,212.68  31,980.87  -231.81  -0.72  

非流动负债 11  7,023.46  2,621.76  -4,401.70  -62.67  

负债总计 12 39,236.14  34,602.63  -4,633.51  -11.81  

净  资  产 13 13,328.75  19,878.81  6,550.06  49.14  

（二）收益法评估结果： 

广西源正新能源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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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8.75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34,095.80万元，评估增

值20,767.05万元，增值率15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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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车及部件的研发、生产及应

用。随着国家对新能源产业政策的支持、新能源技术逐步成熟、新能源汽车市场快

速发展，新能源客车将保持快速增长。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强大的市场需

求和自身的经验积累也为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未来快速增长提供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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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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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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为最终评估结论。 

十一、 特别事项说明 

（一）房屋产权瑕疵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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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正汽车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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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线车间 2015 年 10月 30 日   1,050.00  

2 仓库 2016 年 6月 30 日   4,800.00  

合计 
 

  5,850.00 

    2.源正汽车于评估基准日持有的三项在建工程——临时办公室、临时厨房、临

时仓库工程，建筑面积合计 4,020.88平方米。该在建工程部分建设在位于南宁市邕

宁区梁村大道南面、蒲兴大道东面源正汽车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地块上。叶剑辉

和广西宝源天富投资有限公司承诺源正汽车能够正常使用上述建筑等，如因上述建

筑给源正汽车造成任何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政府部门罚款、停工损失、拆除等，该

损失由其承担。 

序号 项目名称 结构 建筑面积（m2） 

1 临时仓库工程 钢结构  3,200.00  

2 临时办公室 轻钢结构  656.08  

3 临时厨房 砖墙保温板屋顶  164.800  

合计 4,020.88 

    本次评估按照账面值对上述在建工程确认评估值。 

   （二）截至评估基准日企业拥有的账面未记录其他无形资产情况 

1.专利 

截至评估基准日，源正汽车拥有的专利情况如下：  

序

号 
申请号 类型 名称 申请日期 取得方式 

1 ZL201620570792.0 实用新型 一种铝车身骨架结构 2016.6.13 原始取得 

2 ZL201620386946.0 实用新型 
环保型电动公交车的车厢顶

灯装置 
2016.5.3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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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申请号 类型 名称 申请日期 取得方式 

3 ZL201620676893.6 实用新型 
一种具有灭火和空气净化功

能的公交车 
2016.6.28 原始取得 

4 ZL201620676895.5 实用新型 一种公交车环保拉手 2016.6.28 原始取得 

5 ZL201620652969.1 实用新型 一种环保公交车座椅 2016.6.28 原始取得 

6 ZL201620677623.7 实用新型 一种自动滚弯机 2016.6.28 原始取得 

7 ZL201620927428.5 实用新型 环保型电动公交车 2016.8.23 原始取得 

8 ZL201630163938.5 外观设计 公交车(12 米) 2016.5.3 原始取得 

9 ZL201630287462.6 外观设计 公交车(8 米) 2016.6.29 原始取得 

2.商标 

截至评估基准日，源正汽车已申请商标权情况如下： 

序

号 
注册号 商标内容 

类

别 
核定使用商品范围 有效期 

取得 

方式 

1 16890279  12 

汽车；自行车；缆车；婴儿车；

雪橇（运载工具）；轮胎（运载

工具用）；空中运载工具；船；

儿童安全座（运载工具用）；机

车 

2016.7.7 至

2026.7.6 

原始 

取得 

2 16890315  40 

定做材料装配（替他人）；金属

处理；净化有害材料；空气净化；

废物和垃圾的回收利用；印刷；

服装制作；面粉加工；纸张处理；

动物标本剥制 

2016.7.7 至

2026.7.6 

原始 

取得 

3 16890329  37 

建筑施工监督；建筑；采矿；清

洁建筑物（外表面）；加热设备

安装和修理；电器的安装和修

理；汽车保养和修理；电梯安装

和修理；清洗衣服；家具保养 

2016.7.7 至

2026.7.6 

原始 

取得 

4 16890335  10 

医疗器械和仪器；医用紫外线杀

菌灯；口罩；奶瓶；避孕套；假

肢；伤残人用拐杖；缝合材料；

医用床；牙科设备和仪器 

2016.7.7 至

2026.7.6 

原始 

取得 

5 16890352  42 

技术研究；机械研究；地质勘探；

化妆品研究；工业品外观设计；

室内装饰设计；服装设计；书画

刻印艺术设计；计算机编程；艺

术品鉴定 

2016.7.7 至

2026.7.6 

原始 

取得 

6 16890403  7 

农业机械；粉碎机；机锯（机器）；

砑光辊；洗衣机；排字机（印刷）；

制茶机械；搅动机；工业用卷烟

机；缝纫机 

2016.7.7 至

2026.7.6 

原始 

取得 

7 16890318  35 
饭店商业管理；进出口代理；替

他人推销 

2016.9.14 至 

2026.9.13 

原始 

取得 

8 18017565 
 

12 
船；儿童安全座（运载工具用）

自行车；缆车；婴儿车；雪橇（运

2016.11.14

至

原始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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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注册号 商标内容 

类

别 
核定使用商品范围 有效期 

取得 

方式 

载工具）；轮胎（运载工具用）；

空中运载工具；汽车；机车 

2026.11.13 

9 18017630 
 

7 

缝纫机；洗衣机；制茶机械；搅

动机；工业用卷烟机；排字机（印

刷）；砑光辊；农业机械；粉碎

机；机锯（机器） 

2016.11.14

至

2026.11.13 

原始 

取得 

10 18013588 
 

42 

技术研究；机械研究；工业品外

观设计；室内装饰设计；计算机

编程 

2017.1.14 至 

2027.1.13 

原始 

取得 

11 18013718 
 

40 
金属处理；铁器加工；油料加工；

服装制作；水处理；燃料加工 

2017.1.14 至 

2027.1.13 

原始 

取得 

12 18013885 
 

37 

建筑施工监督；建筑；汽车保养

和修理；汽车清洗；运载工具（车

辆）上光服务；运载工具（车辆）

保养服务；载工具（车辆）加润

滑油服务；运载工具（车辆）故

障救援修理服务；运载工具（车

辆）清洗服务 

2017.1.14 至 

2027.1.13 

原始 

取得 

13 18014081 
 

35 

为零售目的在通讯媒体上展示

商品；广告；计算机网络上的在

线广告；饭店商业管理；替他人

推销；进出口代理；在计算机档

案中进行数据检索（替他人） 

2017.1.14 至 

2027.1.13 

原始 

取得 

14 18165419 
 

40 

定做材料装配（替他人）；金属

处理；纸张处理；面粉加工；动

物标本剥制；服装制作；印刷；

废物和垃圾的回收利用；空气净

化；水处理 

2016.12.7 至

2026.12.6 

原始 

取得 

15 18165554 
 

37 

建筑施工监督；建筑；采矿；清

洁建筑物（外表面）；加热设备

安装和修理；电器的安装和修

理；汽车保养和修理；汽车清洗；

家具保养；电梯安装和修理 

2016.12.7 至

2026.12.6 

原始 

取得 

16 18165696 
 

12 

船；儿童安全座（运载工具用）； 

自行车；缆车；婴儿车；雪橇（运

载工具）；轮胎（运载工具用）；

空中运载工具；汽车；机车 

2016.12.7 至

2026.12.6 

原始 

取得 

17 18165856 
 

10 

口罩；奶瓶；避孕套；假肢；伤

残人用拐杖；缝合材料；牙科设

备和仪器；医用紫外线杀菌灯；

医用床；医疗器械和仪器 

2016.12.7 至

2026.12.6 

原始 

取得 

18 18166036 
 

7 

农业机械；粉碎机；机锯（机器）；

砑光辊；排字机（印刷）；制茶

机械；搅动机；工业用卷烟机；

缝纫机；洗衣机 

2016.12.7 至

2026.12.6 

原始 

取得 

19 18165267 
 

42 计算机编程 
2017.2.21 至 

2027.2.20 

原始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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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抵押、质押等担保事项 

1.2016 年 4 月 28 日，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分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029907201604660），约定桂林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宁分行向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提供的授信额度为 5,000.00 万

元，授信期限自 2016 年 4 月 28 日至 2018 年 4 月 28 日。同时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

有限公司股东叶剑辉先生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02990720160466-01），约定上述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

5,000.00 万元，叶剑辉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截止评估基准日广西源正新能源汽

车有限公司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借款金额为 4,150.00万元。 

2016 年 12月 26日，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宁分行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029907201604660-03），约定为保障桂林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宁分行与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所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合同

编号：029907201604660）项下的主债权的实现，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其

权利证书编号为（YZXS-20160001）的应收账款向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进

行质押。 

2.2015 年 10月 16日，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与南宁市邕宁区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金湖信用社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189302150718879），约定广西源正

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向南宁市邕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金湖信用社借款 6,000.00

万元，借款期限自 2015年 10月 16日至 2018年 10月 15日，年利率为 6%。 

2015 年 10月 16日，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与南宁市邕宁区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金湖信用社签署《抵押担保合同》（189304151002169），约定以广西源正新能

源汽车有限公司邕宁区蒲兴大道 99 号 1 号生产车间《房屋产权证》（邕房产证字第

02674664 号）为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与南宁市邕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金

湖信用社与 2015年 10月 16日签订的编号为 189302150718879 的《固定资产借款合

同》项下形成的债权 1,600.00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间 2015 年 10 月 16 日起

至 2018 年 10月 15日。 

2015 年 10月 16日，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与南宁市邕宁区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金湖信用社签署《抵押担保合同》（189304151002166），约定以广西源正新能

源汽车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证》（桂[2015]南宁市不动产权第 0000039号）为广西

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与南宁市邕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金湖信用社于 2015 年

10 月 16 日签订的编号为 189302150718879 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下形成的债

权 2,000.00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间 2015年 10月 16 日起至 2018年 10月 15日。 

（四） 期后事项 

2017 年 3 月，申龙客车与源正汽车原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源正汽车原

股东将持有的源正汽车 100%股权全部转让给申龙客车。源正汽车 100%股权的交易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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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为 3 亿元。2017 年 4 月 21 日，源正汽车完成了本次工商变更，领取了新的营业

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后，源正汽车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 11,111.1112 100.00% 

合计 11,111.1112 100.00%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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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给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3. 我们获得了广西源正新能源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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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盈利预测进行了

必要的调查、分析、判断，采信了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盈利预测的相关数

据。 

我们对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盈利预测的利用，不是对广西源正新能源

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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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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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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源正新能源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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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