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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师声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

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本资产评

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

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

告的，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以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

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

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

的保证。 

三、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坚持独立、

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四、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清单由委托人申报并经其采用签名、盖章或法律允许的其

他方式确认；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依法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

责。 

五、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

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人不存在偏见。 

六、资产评估师已经对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进行现场调查；已经对评估对象

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本次评估，委托人对被评估单位无控制权，评估师无法对评

估对象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查验并披露。 

七、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评估报告中

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

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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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对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62.9150 万股股

权之经济行为所涉及的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62.9150 万股股东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2147.5146 万股股东权益价值。  

评估基准日为 2017年 6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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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委估对象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

种影响因素，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并以市场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经实施资产核实、市场调查、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得出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62.9150 万股股东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6 月

30日的股权市场价值为 1,942.06 万元，每股 3.45元。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该公司股权的账面价值为 506.08万元，评估增值 1,435.98万元，增值率为 283.75%。 

 本报告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自评估基准日 2017年 6月 30 日至 2018年 6月 29日

止。超过一年，需重新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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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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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市场法，按照必要的

评估程序，对贵公司拟转让持有的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62.9150 万股股权事宜所涉

及的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62.9150 万股股东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17年 6月 30日

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和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次资产评估的委托人为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峰电子），

被评估单位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徽商银行）。 

(一)委托人概况 

工商注册情况： 

名称：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经济开发区翠湖三路 399号。 

法定代表人：王晓云。 

注册资本：伍亿陆仟肆佰叁拾陆万玖仟伍佰陆拾伍圆整。 

成立日期：1996年 08月 08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电工薄膜、金属化膜、电容器、聚丙烯再生粒子、电力节能装置、电

子材料、元器件的生产、研究、开发、销售及科技成果转让、化工产品、日用或精细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金属材料及制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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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塑料膜（绝缘材料）、建材生产、销售及加工服务，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安

全防范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和维护，计算机系统集成及信息技术服务，LED 用封装

支架生产、销售，LED用封装支架材料销售。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70014897301XF。 

（二）被评估单位概况 

 1、工商注册情况 

名称：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安庆路 79号天徽大厦 A座。 

法定代表人：李宏鸣。 

注册资本：1,104,981.9283 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7年 04月 04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吸收公司和零售客戶存款，利用吸收的存款发放贷款，以及从事资金

业务，包括货币市场业务，投资和交易业务及代客交易等。 

2、公司简介 

徽商银行是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全国首家由城市商业銀行、城市信用社联合重組

成立的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銀行，总部设在安徽省合肥市。1997 年 4月 4日注册成立。

2005年 11月 30日更名为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12月 28日正式合并安徽省

内芜湖、马鞍山、安庆、淮北、蚌埠 5 家城市商业銀行，及六安、淮南、铜陵、阜阳

科技、阜阳鑫鷹、阜阳银河、阜阳金达等 7家城市信用社。2006 年 1月 1日正式对外

营业。2013年 11月 12日，徽商银行 H股上市，股份代码为 3698。徽商银行经安徽银

监局批准持有机构编码为 B0162H234010001 的金融许可证，并经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批准领取注册证 340000000026144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地址为中国安徽省合

肥市安庆路 79 号天徽大厦 A 座。徽商银行于 2016 年 11 月成功发行 8.88 亿美元的境

外优先股，并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股份代码为 4608。 

3、股东情况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徽商银行前十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投资比例（%） 投资股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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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1) – 28.58 3,158,265,980 

2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94 766,694,381 

3 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81 752,416,446 

4 安徽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84 645,388,876 

5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4 469,032,613 

6 中静四海实业有限公司 境內非国有法人 4.02 444,696,160 

7 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1 343,591,483 

8 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2 267,284,394 

9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4 225,548,176 

10 中静新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內非国有法人 1.85 204,346,570 

4.徽商银行主要对外投资 

被投资单位 投资年份 投资比例（%） 投资金额（万元） 

奇瑞徽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2009 20 20,000.00 

5.公司执行的主要会计政策 

徽商银行的财务报表依据《国际会计准则第 34号》编制。 

6. 徽商银行近年资产、财务、经营状况 

截至评估基准日，徽商银行合并资产总额为 81,267,833.4 万元,负债总额为

75,658,670.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5,465,877.3 万元。2017年 1-6月

实现营业收入 1,081,483.7万元，税前利润 486,454.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378,030.0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6月 30 日 2016年 12月 31 日 2015年 12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1,267,833.4 75,477,399.4 63,613,062.1 

负债总额 75,658,670.2 70,159,067.6 59,378,536.0 

归于母公司净资产 5,465,877.3 5,187,140.1 4,115,914.4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1-6月 2016 年 2015 年 

利息收入 1.811.720.9 3,270,194.2 2,894,125.8 

利息支出 -854.210.0 -1,436,232.1 -1409810.6 

利息净收入 957,510.9 1,833,962.1 1,484,315.2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156,255.0 263,118.8 187,199.7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9,280.2 -14,005.2 -10,071.7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46,974.8 249,113.6 177,128.0 

交易净损失 -12,087.3 7,597.6 5,543.9 

证券投资净损失 -3,988.4 -6,701.1 21,041.9 

其他营业收入净额 -6,926.3 277.0 9,637.0 

营业收入 1,081,483.7 2,091,840.9 1,697,710.0 

营业费用 -254,304.3 -576,303.6 -543,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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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损失 -348,203.5 -648,691.3 -365,683.6 

营业利润 478,975.9 873,181.4 797,298.9 

联营企业投资净收益 7,478.4 8,071.1 8,797.6 

税前利润 486,454.3 881,252.5 797,298.9 

所得税 -96,330.1 -181,625.3 -176,091.5 

净利润 390,124.2 699,627.2 621,207.4 

归属于母公司 378,030.0 340,820.4 616,066.1 

非控制性权益 12,094.2 3,660.4 5,141.3 

2017年 1-6月数据来源于由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审阅的财务报告，并发表审阅结论：

“根据我们的审阅，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上述中期财务资料在所有重

大方面沒有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第 34号》编制。”。 

2016年度数据、2015年度数据来源于徽商银行公开披露的经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报告书。 

 (三)委托人与被评估企业的关系 

截至评估基准日，本次评估委托人为被评估企业股东，持股数量为562.9150万

股，持股比例为0.05%。 

(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评估报告的使用者为委托人。除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未经评估机构

和委托人确认的机构或个人不能由于得到评估报告而成为评估报告使用者。 

二、评估目的 

根据铜峰电子出具的董事会决议，因铜峰电子拟转让其持有的徽商银行内资股

562.9150万股股权，需针对上述事宜进行资产评估。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反映铜峰电子持有的徽商银行 562.9150 万股股权于评估基准

日的市场价值，为上述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是铜峰电子持有的徽商银行的 562.9150 万股股东权益。 

截至评估基准日，徽商银行合并资产总额为 81,267,833.4 万元,负债总额为

75,658,670.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5,465,877.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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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资产与负债数据已经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审阅。评估是在企业数据经过审阅后

的基础上进行的。 

(一)委估资产情况 

本次评估范围中的资产为铜峰电子长期股权投资中的对徽商银行的股权投资，具

体情况如下：股权性质：内资股，投资日期：2005年6月，原始投资成本为1元/股，

评估基准日账面持股数为562.9150万股，账面金额为506.08万元。 

  上述股权未发现质押等其他权属瑕疵情况。 

 (二)企业申报的账面记录或者未记录的无形资产情况 

委托人未申报其他账面记录或者未记录的无形资产。 

 (三)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的类型、数量 

委托人未申报表外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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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评估报告中引用的徽商银行的基准日各项资产及负债账面值为徽商银行公开

披露的经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审阅的财务报告。除此之外，未引用其他机构报告内容。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依据本次评估目的，确定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

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采用市场价值类型的理由是市场价值类型与其他价值类型相比，更能反映交易双

方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使评估结果能满足本次评估目的之需要。 

五、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是 2017年 6月 30日。 

此基准日是委托人在综合考虑该经济行为的实施以及被评估企业的资产规模、工

作量大小、预计所需时间、合规性、会计期末、利率变化、可获取的公开财务信息等

因素的基础上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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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估依据 

本次资产评估遵循的评估依据主要包括经济行为依据、法律法规依据、评估准则

依据、资产权属依据，及评定估算时采用的取价依据和其他参考资料等，具体如下：  

(一)经济行为依据 

(1)铜峰电子提供的《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

议》； 

(2)本项目《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编号：2017PG01035)； 

(3)其他有关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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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 

 (三)评估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号）；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7>31 号）；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7>32 号）；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号）；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7>34 号）；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利用专家工作》（中评协<2017>35 号）；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7>36号）； 

9.《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 号）； 

10.《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号）； 

11.《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号）； 

12.其他参考的评估准则依据。 

 (四)资产权属依据 

1.股权投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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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资产权属依据。 

(五)取价依据 

1.可比案例公司公开披露的年度报告； 

2.徽商银行公开披露的 2015 年、2016年年度报告、2017 年 6月半年报； 

3.《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表》2015年 10月 24日起执行； 

4.近五年中长期国债收益率、同类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及风险指标； 

5.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增值税改革文件；  

6.国家宏观、行业、区域市场及企业统计分析数据； 

7.本机构评估人员通过市场调查收集的有关询价资料和取价参数资料； 

8.评估人员市场调查资料； 

9.其他取价依据。 

 (六)其它参考资料 

1.wind资讯金融终端； 

2.《国际会计准则第 34号》； 

3.《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办法》（财金[2016]35号）； 

4.其他参考资料。  

七、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资产评估基本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按照《资产评估基本准则》，

评估需根据评估目的、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

产评估方法。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参考企业、在市场上已有交易案例的企业、股东权益、

证券等权益性资产进行比较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市场法中常用的两种方

法是参考企业比较法和并购案例比较法。能够采用市场法评估的基本前提条件是需要

存在一个该类资产交易十分活跃的公开市场。 

收益法是指通过估测被评估资产未来预期收益的现值来判断资产价值的一种评估

方法。收益法的基本原理是任何一个理智的购买者在购买一项资产时所愿意支付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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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额不会高于所购置资产在未来能给其带来的回报。运用收益法评估资产价值的前提

条件是预期收益可以量化、与折现密切相关的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可以预测。 

资产基础法是指首先估测被评估资产的重置成本，然后扣减因各种因素所造成的

贬值而得到被评估资产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的思路是任何一个投资者在

决定投资某项资产时所愿意支付的价格不会超过购建该项资产的现行成本。 

三种基本方法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衡量资产的价值，它们的独立存在说明不同的方

法之间存在着差异。某项资产选用何种或哪些方法进行评估取决于评估目的、评估对

象、市场条件、掌握的数据情况等等诸多因素。 

鉴于国内商业银行的股权交易机会频繁，公开数据较容易获取，具备采用市场法

的基础，本次评估选择市场法；由于本次评估对象涉及的股权比例较小，无法获得被

评估单位提供的未来盈利预测数据，因此本次评估不适宜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因持

股比例小，委托人对被评估单位无控制权，评估人员无法取得资产基础法所需的资料，

故本次不适宜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因此本次评估选择市场法进行评估，并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二)  市场法简介 

1、市场法概述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中要求在企业价值评估中，市场法是可以选

用的评估方法。而应用市场法评估的前提条件是市场是有效的。有效市场理论成为市

场法的基本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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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法常用的两种具体方法是上市公司比较

法和交易案例比较法。 

上市公司比较法是指获取并分析可比上市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数据，计算适当的价

值比率，在与被评估企业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具体方法。由于本

次交易对象为非流通的内资股，本次评估不适合采用上市公司比较法进行评估。 

交易案例比较法是指获取并分析可比企业的买卖、收购及合并案例资料，计算适

当的价值比率，在与被评估企业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具体方法。

由于我国产权市场的快速发展，商业银行股权交易日益增多，最近两年有多次涉及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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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银行股权的交易行为，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中的交易案例比较法进行评估。 

2、可比案例的选择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的要求，市场法评估应当选择与被评估企业有可

比性的公司或者案例。本次评估确定的可比案例选择原则如下： 

（1）同处一个行业，受相同经济因素影响； 

（2）企业业务结构和经营模式类似； 

（3）交易行为性质类似； 

（4）有公开可供查询的信息资料，能够获得交易案例的相关信息。 

3、价值比率的选取 

就金融企业而言，价值比率通常选择市盈率（PE）、市净率（PB）、企业价值与

折旧息税前利润比率（EV/EBITA）、企业价值与税后经营收益比率（EV/NOIAT）等。

在上述四个指标中，企业价值与折旧息税前利润比率（EV/EBITA）、企业价值与税后

经营收益比率（EV/NOIAT）侧重企业整体价值的判断；而市盈率（PE）、市净率（PB）

侧重股东权益价值的判断，以合理确定评估对象的价值为目的，适合选取市盈率（PE）、

市净率（PB）作为价值比率。 

由于我国对于银行企业实行资本监管，资本是在充分考虑了银行企业资产可能存

在的市场风险损失和变现损失基础上，对银行企业净资产进行风险调整的综合性监管

指标，用于衡量银行企业的偿付能力，故资本对于银行企业来说至关重要，最终确定

本次评估采用市净率（PB）指标来对其市场价值进行估算。 

4、评估思路 

此次评估采用的交易案例比较法，基本评估思路如下：  

(1)确定可比案例公司。主要通过巨潮资讯网和wind资讯网查询近期银行企业与被

评估企业相似的交易案例公司。  

(2)分析、比较被评估企业和可比企业的主要评价指标。主要包括资产及资产规模、

盈利能力、发展能力、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等。  

(3)对可比企业选择适当的价值乘数，并采用适当的方法对其进行修正、调整，进

而估算出被评估企业的价值乘数。  

评估公式为：  

目标公司股权价值=目标公司PB×目标公司账面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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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目标公司PB =修正后可比公司PB的加权平均值=∑（可比公司PB×可比公司

PB修正系数） 

可比公司PB修正系数=Π 影响因素Ai的调整系数  

影响因素Ai的调整系数=目标公司系数/可比公司系数。 

5、流动性因素的考虑 

由于本次评估的市场法采用的是交易案例比较法，所选取的案例公司均为与被评

估企业股权流动性相似的非上市内资股，案例公司价格因素中包含了股权的流动性因

素。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整个评估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评估准备阶段 

与委托人就本次评估的背景情况，尽调安排进行沟通，由于本次评估涉及的徽商

银行的股权比例较小，委托人对被评估单位无控制权，评估师以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

料、以及公开信息渠道获取的资料对评估对象进行价值评估。 

(二)尽职调查和评估阶段 

评估人员通过市场公开信息渠道获得徽商银行2014年-2017年6月的年度报告和半

年度报告等资料，评估人员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分析，确定采用市场法进行估算。 

(三)评估汇总阶段 

对评估对象审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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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评估机构内部资产评估报告三审制度

和程序对报告进行反复修改、校正，与委托人就评估结果交换意见，在全面考虑有关

意见后，最后出具正式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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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估假设 

本次评估中，评估人员遵循了以下评估假设： 

(一)一般假设 

1.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资产

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假设。 

2.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交

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资产的功

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

卖为基础。 

3.资产持续经营假设 

资产持续经营假设是指评估时需根据被评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方式、规

模、频度、环境等情况继续使用，或者在有所改变的基础上使用，相应确定评估方法、

参数和依据。 

(二)特殊假设 

1.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外部经济环境不变，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不发生重大

变化； 

2.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政策无重大变化； 

3.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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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次评估假设委托人及被评估企业公开信息中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

确、完整； 

5.评估范围仅以委托人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准；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等对被评估单位或被评估资产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 

7.本次评估假设可比案例公司公开披露的基本信息和财务信息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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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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论 

经实施资产核实、市场调查、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采用市场法对铜峰电子持有

的徽商银行 562.9150万股股权价值进行评估。 

铜峰电子持有的徽商银行562.9150万股股权在评估基准日2017年6月30日的评估

价值为1,942.06万元，每股价格3.45元。铜峰电子持有徽商银行股权的账面价值为

506.08万元，评估增值1,435.98万元，增值率为283.75%。 

（二）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 

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本报告使用有效期一年，自评估基准日2017年6月30日至

2018年6月29日止。超过一年，需重新进行评估。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一)引用其他机构出具报告结论的情况 

本次评估报告中引用的徽商银行的基准日各项资产及负债账面值为徽商银行公开

披露的经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审阅的财务报告。 

(二)权属资料不全面或者存在瑕疵的情形  

本次评估未发现有产权瑕疵事项。 

（三）评估程序受到限制的情形 

铜峰电子拟转让其持有的徽商银行562.9150万股股权，该股权数量占徽商银行于

评估基准日股本的0.05%。因持股比例小，委托人对被评估单位无控制权，评估师无法

对被评估单位的资产和负债情况进行全面的清查，仅以委托人以及通过公开渠道获取

的资料对评估对象进行价值评估。 

（四）评估基准日存在的法律、经济等未决事项 

本次评估未发现有未决事项。 

（五）担保、租赁及其或有负债（或有资产）等事项的性质、金额及与评估对象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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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评估未发现有担保、租赁及其或有负债（或有资产）事项。 

（六）评估基准日至资产评估报告日之间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的事项 

评估人员通过公开市场查询了解到，评估基准日至资产评估报告日间，安徽省皖

能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通过竞拍的方式以人民币3.9亿元竞得安徽海泰置业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徽商银行1亿股的内资股，请本资产评估报告书使用者注意。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评估未发现评估基准日至资产评估报告日之间有对评估结论

产生影响的事项。 

    （七）其他事项说明 

1.评估师和评估机构的法律责任是对本报告所述评估目的下的资产价值量做出专

业判断，并不涉及到评估师和评估机构对该项评估目的所对应的经济行为做出任何判

断。评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委托人及被评估企业提供的有关资料。因此，评

估工作是以委托人及被评估企业提供的有关经济行为文件，有关资产所有权文件、证

件及会计凭证，有关法律文件的真实合法为前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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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确认或发表意见

超出了资产评估师执业范围。资产评估师不具有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确认或发表意见

的能力，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提供保证。提供权属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

完整性是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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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应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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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在资产实际作价时应给

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3.由于本次评估的市场法采用的是交易案例比较法，所选取的案例公司均为与被

评估企业股权流动性相似的非上市内资股，案例公司价格因素中包含了股权的流动性

因素，故本次评估结论中没有重复考虑流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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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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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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估

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三)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

的使用人。 

(四)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

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十三、评估报告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为 2017年 1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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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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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 

 

 

  资产评估师： 

 

 

  资产评估师：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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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本项目评估人员名单 

夏  妍          资产评估师    

邓艳群          资产评估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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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评估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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