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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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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

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

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

责任。 

三、我们在评估对象中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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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委托方

及相关当事方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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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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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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项目名称：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涉及的江西省华丽达实业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二、委托方：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 

三、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被评估单位、相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以及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四、被评估单位：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 

五、评估目的：为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涉及的江西省华丽达实

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提供市场价值参考 

六、经济行为：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拟实施增资扩股经济行为 

七、评估对象：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八、评估范围：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所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九、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十、评估基准日：2017年 7月 31日 

十一、评估方法：收益法、资产基础法  

十二、评估结论：于评估基准日，委估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4,909.92

万元（大写：人民币肆仟玖佰零玖万玖仟贰佰元整），与审计后账面净资产评估增值

1,502.33 万元，增值率为 44.09%。 

十三、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本评估结论仅对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之经济行为有效。并仅在

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成立。资产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

（即 2017年 7月 31日至 2018 年 7月 30日）有效。当评估基准日后的委估资产状况

和外部市场出现重大变化，致使原评估结论失效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重新委托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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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力所

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一）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报表进

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文号为“广会专字[2017]G17033090011号”的审计报告，本次评

估是以审定后的数据作为基础进行的，并设定本次评估引用的数据以审计报告核定的

数据为准。 

（二）在评估基准日至本评估报告出具期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市场基本情况

未发生任何重大变化，本公司不能预计本评估报告后的政策与市场变化对评估结果的

影响。 

（三）由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与评估相关的产权证明文件、资产明细及其

他有关资料，是编制本报告的基础，委托方及相关当事人应对其提供的以上评估原始

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 

（四）委托方以土地使用权《干土国用（2013）第 0344号》、《干土国用（2013）

第 0775号》、《干土国用（2013）第 0776号》向工商银行余干支行借款提供抵押担

保。 

（五）其他非流动资产中购买土地款及契税 47.01万元，是委托方预付购买余干

县黄金埠工业区 C-01 地块的款项，面积为 13,915.51 平方米，该地块购买款项尚未

全部支付也尚未办妥产权证，本次评估按照账面价值确认其评估值。 

（六）委托方以房产《余干房产证黄金埠镇字第 20132286 号》、《余干房产证

黄金埠镇字第 20132287号》和《余干房产证黄金埠镇字第 20132288 号》、《余干房

产证黄金埠镇字第 20132289号》、《余干房产证黄金埠镇字第 20132290号》、《余

干房产证黄金埠镇字第 20132291 号》、《余干房产证黄金埠镇字第 20132292号》、

《余干房产证黄金埠镇字第 20132293 号》、《余干房产证黄金埠镇字第 20132294号》、

《余干房产证黄金埠镇字第 20132295 号》、《余干房产证黄金埠镇字第 20132296号》

向工商银行余干支行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七）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资产评估值的瑕疵事项，在委托人及资产占有方未作特

殊说明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

相关责任。 

（八）由于评估目的实施日与评估基准日不同，企业净资产在此期间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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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我们建议报告使用者以不同的时点的，以企业净资产与基

准日的差额对评估结论进行调整。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

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同时提请评估报告使用者关注评估报告中的评估

假设、限制使用条件以及特别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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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

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拟增

资扩股之经济行为，所涉及的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

2017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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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估单位概况 

（一）委托方和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1、企业概况 

名称：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丽达实业”） 

住所：江西余干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郑江城 

注册资本：人民币 7000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27051628068E  

成立时间：2012年 08月 24日 

经营范围：卫生用纸制品、塑料包装材料制造、销售；日用百货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被评估单位、相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

者。 

3、被评估单位股权结构及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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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设立 

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系由郑江城、郑李雄

出资成立，其中郑江城出资 1000 万元，郑李雄出资 50 万元。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取得余干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饶余）登记内名预核字[2012]第 00368 号”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此次出资业经江西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赣

天健会验字[2012]第 238 号”《验资报告》审验通过。 

  （2）历史沿革 

2012 年 11 月 28 日，根据协议、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二期出资 2500 万，全部为

郑江城出资。 此次增资业经江西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赣天健会验字[2012]

第 0331 号”《验资报告》审验通过。  

2012 年 12 月 12 日，根据协议、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二期出资 1000 万，全部为

郑李雄出资。 此次增资业经江西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赣天健会验字[2012]

第 0338 号”《验资报告》审验通过。 

根据股东会决议批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规定和股权转让协议，股东郑江城和郑

李雄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自然人郑李辉、王思奇、郑通韩、郑李明，公司注册资本

保持不变。 

2016 年 5 月 17 日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股东郑江城、郑李雄、郑李辉、王思奇、

郑通韩、郑李明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郑江城、郑李雄、郑李辉、王思奇、郑通韩、

郑李明、郑牧、陈燕忠。 

2016 年 8 月 11 日，根据股东会决议批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增资人

民币 2000 万元。 

经过历次股权转让和增资，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王思奇 700.00 10.00% 

郑通韩 1400.00 20.00% 

郑李明 700.00  10.00% 

郑  牧 700.00 10.00%  

陈燕忠 1400.00 20.00% 

郑李雄 700.00 10.00% 

郑江城 700.00 10.00% 

郑李辉 70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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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7000.00 100.00% 

上述注册资本已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资料验证。 

3、被评估单位历史财务资料 

1）、被评估单位近三年及评估基准日资产负债情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报表日 2017.7.31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总资产 17,749.05  15,816.45  16,128.63  15,294.34  

负债 14,341.47  12,482.12  14,116.37  11,135.06  

净资产 3,407.59  3,334.32  2,012.26  4,159.28  

 

2）、被评估单位近三年及评估基准日当期经营状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7 年 1-7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一、营业收入 8,754.59  8,747.46  5,991.07  5,622.86  

  减：营业成本 7,721.43  7,890.91  6,151.41  5,812.71  

      营业税金及附加 69.09  1.00  3.29  4.06  

      销售费用 198.89  373.11  91.59  244.11  

      管理费用 371.07  960.99  374.21  295.80  

      财务费用 335.02  632.54  183.17  102.99  

      资产减值损失 27.93  0.00  0.00  0.00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0.00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0.00  0.00  0.00  0.0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0.00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1.15  -1,111.09  -812.60  -836.81  

  加：营业外收入 145.15  489.31  100.01  39.31  

  减：营业外支出 1.11  55.88  4.01  0.04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0.00  0.00  0.00  0.0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75.19  -677.66  -716.61  -797.53  

  减：所得税费用 22.81  0.27  51.15  3.24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52.38  -677.94  -767.75  -800.77  

以上2014年-2016年度财务数据摘自被评估单位未经审计的会计报表。 

2017年1-7月份财务数据摘自被评估单位经专项审计的会计报表，审计单位为广东

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报告文号为“广会专字

[2017]G17033090011号”。 

3）、被评估单位税收政策 

①、公司主要税种和税率 

税 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按应税商品销售收入计征 17%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计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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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计征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计征 2% 

企业所得税 按应纳税所得额计征 25% 

②、税收优惠：2016 年公司通过了江西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评审，证书编号为

GR201636000561，自 2016年起享受 15%的所得税优惠税率，优惠期为三年。 

4、被评估单位经营管理状况概述 

公司是一家集生活纸制品生产、加工、销售、印刷为一体的现代化生活用纸企业，

主要生产经营以进口纯木浆为原材料的高、中档生活用纸，包括抽取式面巾纸、纸巾

纸、方包纸、小盘纸、卷纸、厨房纸、盒装纸、餐巾纸，2014 年，公司主打品牌“柔

之选”已获得“江西省著名商标”与“上饶市知名商标”荣誉称号。在市场上也具有

良好的口碑，是我省目前生产高档生活用纸最大的生产企业，产品销往广东、福建、

江西、江苏等 10多个省市。 

公司产品的生产工艺新，是环保节能的新产品。一是利用木浆板作为原材料，没

有生产纸浆的流程。二是设计建设了污水处理系统，生产用水经过污水处理后循环利

用，实现零排放。选用的造纸设备是由广东江门市制造的国内最先进的生产设备。 

公司坚持以技术创新作为发展的重要基础，致力于引进现有最先进的生产设备，

以高新技术为依托，绿色环保为理念，坚持“以人为本，质量至上”的方针为企业的

发展思路。目前，公司现有 4 台 3500 真空圆网全自动控制系统的造纸机，后加工车

间共安装设备 12 台，启用自动分切、自动包装、自动定量的全自动控制系统。主要

生产木浆卷纸系列、抽纸系列、餐巾系列。同时，公司已投入 2000 余万元建立污水

处理池等环保设施，使得生产过程中的水循环利用已达到国家标准，水生化处理可实

现零排放。 

二、评估目的 

为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涉及的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提供市场价值参考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资产评估的对象是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是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所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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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为： 

资    产 金额（元）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057,067.92  

应收账款  9,059,913.49  

预付款项  4,622,006.08  

其他应收款  312,562.73  

存货  14,836,900.77  

其他流动资产  131,778.12  

流动资产合计  39,020,229.11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128,379,645.63  

在建工程  1,218,928.60  

无形资产  7,699,285.52  

递延所得税  519,604.09  

其他非流动资产  652,837.27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8,470,301.11  

资产总计  177,490,530.2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5,800,000.00  

应付票据  19,006,500.00  

应付账款  23,454,105.24  

预收款项  111,281.98  

应付职工薪酬  869,269.80  

应交税费  854,788.77  

应付利息  48,717.46  

其他应付款  73,270,000.00  

流动负债合计  143,414,663.2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应付款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143,414,663.25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70,000,000.00  

未分配利润  -35,924,133.03  

所有者权益合计  34,075,866.9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77,490,530.22  

上述资产、负债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专项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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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的审计报告文号为“广会专字[2017]G17033090011号”。 

（一）对企业价值影响较大的单项资产或者资产组合 

1、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128,379,645.63 元 

编号 科目名称 
账面金额（元） 

原值 净值 

 房屋建筑物类合计          92,172,736.19           81,399,655.62  

4-6-1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67,705,675.10           60,430,826.00  

4-6-2 固定资产-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24,467,061.09           20,968,829.62  

 设备类合计  62,730,268.23   46,979,990.01  

4-6-4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56,859,022.32   44,825,619.68  

4-6-5 固定资产-车辆  1,664,149.00   1,110,849.54  

4-6-6 固定资产-电子设备  4,207,096.91   1,043,520.79  

固定资产合计        154,903,004.42         128,379,645.63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 

固定资产合计        154,903,004.42         128,379,645.63  

2、存货账面价值 14,836,900.77 元 

编号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元） 

3-9-2 
原材料 8,807,320.86 

3-9-5 
库存商品 5,790,439.01 

3-9-6 
在产品 458,765.05 

              合 计 15,056,524.92 

             减：存货跌价准备 219,624.15 

               合 计 14,836,900.77 

（二）企业申报的账面记录或者未记录的无形资产 

1、账面记录的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和其他无形资产。 

2、账面未记录的无形资产有商标、外观设计及实用新型，具体明细如下： 

（1）商标 

商标 注册号 申请日期 申请人名称 国际分类 

 
 

22498315 2017 年 01 月 04 日 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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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6442 2016 年 05 月 05 日 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 16 

 
 

19824143 2016 年 04 月 29 日 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 16 

 
 

14303658 2014 年 04 月 02 日 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 16 

 
 

14303626 2014 年 04 月 02 日 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 5 

 
 

14303609 2014 年 04 月 02 日 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 5 

 
 

12879470 2013 年 07 月 08 日 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 16 

 
 

12181607 2013 年 02 月 20 日 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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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7927 2013 年 01 月 31 日 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 16 

 
 

11602390 2012 年 10 月 15 日 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 35 

 
 

11572330 2012 年 10 月 08 日 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 16 

 
 

9518646 2011 年 05 月 26 日 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 16 

 
 

9186951 2011 年 03 月 08 日 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 16 

 
 

4451250 2005 年 01 月 05 日 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 16 

（2）外观设计 

专利号 外观设计名称 证书号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设计人 

ZL2015 3 0391596.8 纸巾包装纸 1 第 3617592 号 2015-10-10 2016-3-9 余庆松 

ZL2015 3 0391537.0 纸巾包装纸 2 第 3617210 号 2015-10-10 2016-3-9 余庆松 

ZL2015 3 0391594.9 纸巾包装纸 3 第 3617862 号 2015-10-10 2016-3-9 余庆松 

ZL2015 3 0391473.4 纸巾包装纸 4 第 3618045 号 2015-10-10 2016-3-9 余庆松 

ZL2015 3 0392132.9 纸巾包装纸 5 第 3617758 号 2015-10-10 2016-3-9 余庆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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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2015 3 0392129.7 纸巾包装纸 6 第 3617291 号 2015-10-10 2016-3-9 余庆松 

ZL2015 3 0391592.Ｘ 纸巾包装纸 7 第 3617990 号 2015-10-10 2016-3-9 余庆松 

ZL2015 3 0391783.6 纸巾包装纸 8 第 3617062 号 2015-10-10 2016-3-2 余庆松 

（3）实用新型 

专利号 实用新型名称 证书号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发明人 
ZL2016 2 0057343.6 一种卫生纸生产的锥形布浆装置 第 5313552 号 2016-1-21 2016-6-29 郑江城 

ZL2016 2 0057345.5 一种卫生纸包装用机械手 第 5320567 号 2016-1-21 2016-6-29 郑江城 

ZL2016 2 0057347.4 一种全自动纸纤维磨浆机 第 5327691 号 2016-1-21 2016-6-29 郑江城 

ZL2016 2 0057342.1 一种用于造纸蔗浆板破碎机构 第 5343035 号 2016-1-21 2016-7-6 郑江城 

ZL2016 2 0057344.0 一种卫生纸生产的脱水装置 第 5315846 号 2016-1-21 2016-6-29 郑江城 

ZL2016 2 0057346.Ｘ 一种生活用纸的控速切割装置 第 5340649 号 2016-1-21 2016-7-6 郑江城 

（三）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的类型、数量：无。 

（四）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结论所涉及的资产类型、数量和账面金额（或者

评估值）：无。 

上述列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和负债与委托评估时确定的范围一致。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本报告评估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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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基准日 2017年 7月 31日。 

选取上述日期为评估基准日的理由是： 

1、根据评估目的与委托方协商确定评估基准日。主要考虑使评估基准日尽可能

与评估目的实现日接近，使评估结论较合理地为评估目的服务。 

2、选择会计结算日作为评估基准日，能够较全面地反映被评估资产及负债的总

体情况，便于资产清查核实等工作的开展。 

本次评估中所采用的取价标准是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六、评估依据 

（一）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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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2号）； 

3、《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2005年国务院国资委第 12号令； 

4、《企业会计准则》（财会[2006]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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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538 号）； 

7、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二）评估准则依据 

1、 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 

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 

3、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独立性； 

4、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 

5、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 

6、 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 

7、 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  

8、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 

9、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 

10、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 

11、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 

12、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三）产权依据 

1、被评估单位营业执照； 

2、验资报告； 

3、《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4、《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 

5、《房地产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6、主要设备的购建合同、发票； 

7、其他有关产权证明。 

（四）取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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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评估常用数据手册》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执行的评估基准日存贷款利率； 

3、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评估基准日审计报告（广会专字[2017]G17033090011

号）；  

4、 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和技术标准资料； 

5、 机电产品价格信息中心《机电产品报价手册》； 

6、评估基准日市场有关价格信息资料； 

7、与被评估单位资产的取得、使用等有关的各项合同、会计凭证、账册及其他会

计资料； 

8、委托评估的各类资产和负债评估明细表； 

9、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其他与评估有关的资料； 

10、经实地盘点核实后填写的委估资产清单； 

11、评估人员收集的各类与评估相关的佐证资料。 

七、评估方法 

进行企业价值评估，要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评估时的市场状况

及在评估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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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评估基本方法包括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和市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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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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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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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由于被评估单位有完备的财务资料和资产管理资料可以利用，资产取得成本的有

关数据和信息来源较广，因此本次评估可以采用资产基础法。 

根据我们对被评估单位经营现状、经营计划及发展规划的了解，以及对其所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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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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市场法方法的定义，通常采用市场法进行资产评估需要满足两个最基本的前

提条件：一是要有一个活跃的公开市场;二是公开市场上要有可比的资产及其交易活

动。 

目前国内市场上企业产权交易体系尚不完善，缺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公开数据，

有关调整的指标、技术参数无法获取，故较难从交易案例途径进行评估。另一方面，

在现实中很难找到一个跟被评估单位具有相同风险和相同结构的标杆对象，而我国证

券市场距离完全市场也还有一定距离，各种参数无法合理调整，故也难从上市公司比

较法途径进行评估。因此，在现在的市场条件下，不宜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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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基础法是指分别求出企业各项资产的评估值并累加求和，再扣减负债评估值

得到企业价值的一种方法。 

各项资产评估方法简介： 

1、货币资金主要按账面核实法进行评估，其中现金采用现场盘点日库存现金，

并追溯调整至评估基准日，确定评估值；银行存款采用将评估基准日各银行存款明细

账余额与银行对账单核对，确定评估值。 

2、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的评估 

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的评估采用函证或替代审核程序确认账面明细

余额的真实性，分析其可回收性，并在此基础上确定评估值。 

3、存货的评估 

原材料、半成品及产成品按市场法或成本法评估。 

4、其他流动资产评估 

本次评估的其他流动资产为待抵扣进项税额，以清查核实金额确定评估值。 

5、固定资产的评估 

房产类、设备类资产一般按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6、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是预计的资产减值损失形成的所得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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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误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7、其他非流动资产 

其他非流动性资产以核实无误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8、负债的评估 

负债按实际需要承担的债务进行评估。 

（三）收益法介绍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单位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

估思路。收益法的基本公式为： 

DBE                      （1） 

式中： 

E：被评估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B：被评估单位的企业价值 

D：评估对象的付息债务价值 

 iCPB                  （2） 

P：被评估单位的经营性资产价值 

ΣCi：被评估单位基准日存在的长期投资、其他非经营性或溢余性资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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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式中： 

Ri：被评估单位未来第 i 年的预期收益（自由现金流量） 

r：折现率 

n：评估对象的未来预测期。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公司接受资产评估委托后，选派评估人员，组成项目评估小组开展评估工作，

具体过程如下： 

（一）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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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评估业务时，通过与委托方沟通、查阅资料或初步调查等方式，明确委托方、

被评估单位、评估报告使用者等相关当事方、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基本情况和评估范

围、价值类型、评估基准日、评估假设和限制条件等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二）签订业务约定书 

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综合分析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评价项目风险，确定

承接评估业务后，与委托方签订业务约定书。 

（三）编制资产评估计划 

根据本评估项目的特点，明确评估对象及范围，评估时重点考虑评估目的、资产

评估对象状况，资产评估业务风险、资产评估项目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评估对象的性

质、行业特点、发展趋势，资产评估项目所涉及资产的结构、类别、数量及分布状况，

相关资料收集情况，委托方、被评估单位过去委托资产评估的经历、诚信状况及提供

资料的可靠性、完整性和相关性，资产评估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经验及专业、助理

人员配备情况后编制合理的资产评估计划，并根据执行资产评估业务过程中的具体情

况及时修改、补充资产评估计划。 

（四）现场调查 

根据评估业务的具体情况对评估对象进行必要的勘查，包括对不动产和其他实物

资产进行必要的现场勘查，了解资产的使用状况及性能；对债权性资产、无形资产等

非实物性资产进行必要的现场调查、核实。 

（五）收集资产评估资料 

通过与委托方、被评估单位沟通并指导其对评估对象进行清查等方式，对评估对

象资料进行了解，同时主动收集与资产评估业务有关的评估对象资料及其他资产评估

资料，根据评估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补充收集所需要的评估资料。通过收集相关资料

来了解被评估单位经营状况和委估资产及现状，协助被评估单位收集有关经营和基础

财务数据，将资产评估申报表与被评估单位有关财务报表、总账、明细账进行核对，

并对相关资料进行验证，采取必要措施确信资料来源的可靠性。 

（六）财务分析 

分析被评估单位主营业务相关经营主体的历史经营情况，分析收入、成本和费用

的构成及其变化原因，分析其获利能力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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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经营分析 

分析被评估单位主营业务相关经营主体的综合实力、管理水平、盈利能力、发展

能力、竞争优势等因素。 

（八）评定估算 

对所收集的资产评估资料进行充分分析，确定其可靠性、相关性、可比性，摈弃

不可靠、不相关的信息，对不可比信息进行分析调整，在此基础上恰当选择资产评估

方法并根据业务需要及时补充收集相关信息，根据评估基本原理和规范要求恰当运用

评估方法进行评估形成初步评估结论，对信息资料、参数数量、质量和选取的合理性

等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资产评估结论，资产评估机构进行必要的内部复核工作。 

（九）编制和提交资产评估报告 

在执行必要的资产评估程序、形成资产评估结论后，按规范编制资产评估报告，

与委托方等进行必要的沟通，听取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等对资产评估结论的反馈意见

并引导委托方、被评估单位、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者等合理理解资产评估结论，以恰当

的方式提交给委托方。 

九、评估假设 

（一）基础性假设 

1、交易假设：假设评估对象处于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评估对象的交易条件

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评估结果是对评估对象最可能达成交易价格的估计。 

2、公开市场假设： 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是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的，

在该市场上，买者与卖者的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

卖双方的交易行为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非强制条件下进行的。 

3、企业持续经营假设：假设在评估目的经济行为实现后，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

的资产将按其评估基准日的用途与使用方式在原址持续使用。 

（二）宏观经济环境假设 

1、国家现行的经济政策方针无重大变化。 

2、在预测年份内银行信贷利率、汇率、税率无重大变化。 

3、被评估企业所占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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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被评估企业所属行业的发展态势稳定，与被评估企业生产经营有关的现行法

律、法规、经济政策保持稳定。 

（三）评估对象于评估基准日状态假设 

1、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购置、取得或开发

过程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2、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均无附带影响其价值

的权利瑕疵、负债和限制，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之价款、税费、各种应付款

项均已付清。 

3、 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房地产、设备等有形资

产无影响其持续使用的重大技术故障，该等资产中不存在对其价值有不利影响的有害

物质，该等资产所在地无危险物及其他有害环境条件对该等资产价值产生不利影响。 

（四）限制性假设 

1、本评估报告假设由委托方提供的法律文件、技术资料、经营资料等评估相关

资料均真实可信。我们亦不承担与评估对象涉及资产产权有关的任何法律事宜。 

2、除非另有说明，本评估报告假设通过可见实体外表对评估范围内有形资产视

察的现场调查结果，与其实际经济使用寿命基本相符。本次评估未对该等资产的技术

数据、技术状态、结构、附属物等进行专项技术检测。 

十、评估结论 

（一）评估结论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2017年 7月 31日，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总资产

价值 17,749.05 万元，总负债 14,341.47 万元，净资产 3,407.59 万元。采用资产基

础法评估后的总资产价值 17,879.95万元，总负债 14,341.47万元，净资产为 3，538.48

万元，净资产增值 130.89万元。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被评估单位：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2017 年 7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3,902.02  3,902.02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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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  13,847.03  13,977.93  130.90  0.95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      

           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      

           长期应收款净额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投资性房地产净额      

           固定资产净额  12,837.97  12,855.94  17.97  0.14  

           在建工程净额  121.89  121.89  0.00  0.00  

           工程物质净额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净额      

           油气资产净额      

           无形资产净额  769.93  882.85  112.92  14.67  

           开发支出      

           商誉净额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51.96  51.96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65.28  65.28  0.00  0.00  

 资产总计  17,749.05  17,879.95  130.90  0.74  

 流动负债  14,341.47  14,341.47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负债总计  14,341.47  14,341.47  0.00  0.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3,407.59  3,538.48  130.89  3.84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资产评估明细表。 

2、收益法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7 月 31 日，在本报告所列假设和限定条件下，江西省华丽

达实业有限公司账面净资产 3,407.59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评估后江西省华丽达实

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909.92 万元（大写：人民币肆仟玖佰零玖万玖仟贰

佰元整），与审计后账面净资产评估增值 1,502.33 万元，增值率为 44.09%。 

3、评估结论的选取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3,538.48 万元，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4,909.92 万元，资产基

础法评估结果低于收益法评估结果 1,371.44 万元。 

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是：（1）两种评估方法考虑的角度不同，资

产基础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虑的，反映的是企业现有资产的重置价值。收益法

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考虑的，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2）

收益法在评估过程中不仅考虑了被评估单位申报的账内账外资产，同时也考虑了如企

业拥有的客户资源、科学的生产经营管理水平、经营期间创建的经营品牌等对获利能

力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 

上述这些因素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未能在资产基础法评估中予以体现，因此收益法

的评估结果高于成本法的评估结果。 

基于上述差异原因，综合考虑了各项对获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因素的收益法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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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被评估单位为股东带来的价值，结合本次评估目的,潜在的投资方更注重投资回报,

而不仅仅关注项目投资成本，收益法评估结果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本次评估目的，因此，

本次评估最终选取收益法作为评估结论，江西省华丽达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为 4,909.92 万元。 

（二）评估结论成立的条件 

1、本评估结论系根据上述原则、依据、假设、方法、程序得出的，只有在上述

原则、依据、假设存在的条件下成立； 

2、本评估结论仅为本评估目的服务； 

3、本评估结论未考虑特殊交易方式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4、本报告评估结论是由本评估机构出具的，受本机构评估人员的职业水平和能

力的影响。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力所

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一）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报表进

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文号为“广会专字[2017]G17033090011号”的审计报告，本次评

估是以审定后的数据作为基础进行的，并设定本次评估引用的数据以审计报告核定的

数据为准。 

（二）在评估基准日至本评估报告出具期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市场基本情况

未发生任何重大变化，本公司不能预计本评估报告后的政策与市场变化对评估结果的

影响。 

（三）由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与评估相关的产权证明文件、资产明细及其

他有关资料，是编制本报告的基础，委托方及相关当事人应对其提供的以上评估原始

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 

（四）委托方以土地使用权《干土国用（2013）第 0344号》、《干土国用（2013）

第 0775号》、《干土国用（2013）第 0776号》向工商银行余干支行借款提供抵押担

保。 

（五）其他非流动资产中购买土地款及契税 47.01万元，是委托方预付购买余干

县黄金埠工业区 C-01 地块的款项，面积为 13,915.51 平方米，该地块购买款项尚未

全部支付也尚未办妥产权证，本次评估按照账面价值确认其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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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委托方以房产《余干房产证黄金埠镇字第 20132286 号》、《余干房产证

黄金埠镇字第 20132287号》和《余干房产证黄金埠镇字第 20132288 号》、《余干房

产证黄金埠镇字第 20132289号》、《余干房产证黄金埠镇字第 20132290号》、《余

干房产证黄金埠镇字第 20132291 号》、《余干房产证黄金埠镇字第 20132292号》、

《余干房产证黄金埠镇字第 20132293 号》、《余干房产证黄金埠镇字第 20132294号》、

《余干房产证黄金埠镇字第 20132295 号》、《余干房产证黄金埠镇字第 20132296号》

向工商银行余干支行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七）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资产评估值的瑕疵事项，在委托人及资产占有方未作特

殊说明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

相关责任。 

（八）由于评估目的实施日与评估基准日不同，企业净资产在此期间会发生变化，

从而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我们建议报告使用者以不同的时点的，以企业净资产与基

准日的差额对评估结论进行调整。 

提请报告使用者关注上述特别事项说明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评估报告使用说明 

1、本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委托方或者经委托方同意其他使用本资产评

估报告书的使用人应当认真阅读和理解本报告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本报告的每一个

组成部分（包括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单独使用或其他非全部的任何组合使用均可能

造成对本报告所载评估结论的误解。使用人还应当特别关注本报告书中价值定义、

评估假设、评估依据、特别事项说明和被评估单位的承诺函。 

2、本报告是关于价值方面的专业意见，尽管我们对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资产

的产权证明等法律性文件进行了必要的检查并在本报告中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披露，

但我们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作任何形式的保证。 

3、被评估资产的数量、使用、保管状况等资料均系被评估单位提供，尽管我们

进行了必要的抽查和核对，我们相信这些资料是可靠的，但我们无法对这些资料的

准确性作出保证。 

（二）限制说明 

1、本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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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3、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公司的同意，评估

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4、本报告不是对评估对象的价值证明，而是基于一定评估基准和假设条件下的

价值咨询意见。 

（三）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 

评估结论仅在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成立，评估结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

（即 2017年 7月 31日至 2018 年 7月 30日）有效。当评估基准日后的委估资产状况

和外部市场出现重大变化，致使原评估结论失效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重新委托评估。 

十三、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为 2017年 9月 18日。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师： 

   

 

 

  资产评估师： 

 

2017年 9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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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资产评估汇总表及明细表 

2、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的营业执照； 

3、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审计报告》（广会专字[2017]G17033090011 号）； 

4、被评估单位资产权属证明资料： 

5、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的承诺函； 

6、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7、资产评估机构资格证书复印件； 

8、评估人员资质证书复印件； 

9、资产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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