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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向关联方出售资产事项 

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关于对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关联方出售资产事项的

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05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收到《问询

函》后，及时组织相关人员并会同评估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现回复

如下： 

问题一：公告披露，秦皇岛茂业的主要资产为一宗尚未开发的土地。公司

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披露，秦皇岛茂业以 6,330.15 万元竞得上述面积为

10,420.31 平方米的土地，“竞拍成功将增加在该区域的优质土地储备，并有利

于公司在该区域实施规划、开发”。请公司补充披露： 

问（1）竞得上述土地后，公司至今未实施开发的具体原因； 

回复： 

由于该地块的土地用途为其它商服用地，具体批准用途为旅馆用地 B14(仅

限于建设高档酒店)，为单一酒店项目，竞拍前，由于缺乏当地同等级酒店项目

的成熟运营数据作为参考，公司参考了其他城市可比酒店项目进行测算后认为该

项目有一定投资价值，且可增加公司在西南区域之外的土地储备，因此参与了土

地竞拍。拿地后，公司参考当地已运营可比酒店项目一年以上的运营数据进行仔



细测算，发现该项目的后续开发建设及运营对资金有较高的要求：公司基于以下

假设 1、酒店经营贡献的利润第 2年增 60%、第 3年增 15%、第 4-5年增 10%，第

6-9年增 5%，第 10 年起增 2.5%；2、假定 8 年翻新装修一次费用 1500 万，装修

当年经营利润减少 40%；3、房屋及土地以实际可使用年限 35年进行折旧摊销，

土地价值取评估值以 2017年 11月底的评估报告为基础；4、装修费用 8年摊销；

5、前期开办费假定税法认可 3年内摊销；6、资金成本 6.5%/年；计算出的前期

开发建设的资金投入量约为 4.3 亿元人民币，投资回收年限在 20 年以上。且当

地旅游业以滨海自然观光型旅游产品为主，其他产品仍然缺乏，旅游产品结构较

为单一，季节性较强的特点并未在近几年得到有效改善，对酒店项目的客源和经

营构成持续性较大压力，因此该项目投资回报率水平低于公司拿地时进行的前期

测算结果，致使该项目至今仍未实施开发。 

问（2）：竞得土地至今，市场环境发生的主要变化，导致公司现测算“在

地产业务投入的资金量将超出本公司预期水平，无法满足本公司投资回报要求”

的原因。 

回复： 

近几年，秦皇岛市房地产市场持续处于去库存阶段，根据秦皇岛市房管局提

供的市场数据，截至 2017年 2月末，全市新建商品房待售面积 436.39 万平方米，

库存去化周期为 14.2 个月，其中商品房住宅去化周期为 12.7个月，房源储备量

较为充足。2017年 4月，秦皇岛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意见，

进一步加强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随着房地产政策的收紧，加上如前所述该项

目所在旅游区域的特性，导致酒店项目的运营对于季节性依赖较强的局面未得到

较大改善，酒店项目业绩波动较大、回收期较长，若目前对该单一高端酒店项目

进行开发，开发成本及后续运营资金的持续性投入较大，且投资回报率水平和回

报稳定性低于公司前期测算和预期水平，因此公司认为其所包含的商业价值不符

合公司当前发展战略，选择出售。 

 

问题二： 公告披露，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秦皇岛茂业资产总额为

7,506.32 万元，本次交易作价 871.19 万元，同时茂业集团在股权变更工商登记



前，支付 6,479.48 万元借款利息。请公司补充披露： 

问（1）：公司向秦皇岛茂业累计出资、增资、借款等投入金额和担保金额； 

回复： 

秦皇岛茂业成立于 2016年 5月 19日，成都茂业地产有限公司对其出资人民

币 800万元，持股比例为 100%，无后续增资； 

2015 年 12 月 22 日，成都茂业地产有限公司向深圳茂业百货有限公司借款

6000万元，并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按发生日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息，

用于不动产权编号为【冀（2017）秦海第 0100038 号】的土地的竞买资金支持。

成都茂业地产有限公司出资成立秦皇岛茂业后，三方签订了上述《借款协议》的

补充协议，成都茂业地产有限公司将《借款协议》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秦皇岛

茂业，因此秦皇岛茂业需要偿还对应的借款及利息。 

另，在秦皇岛茂业成立后，成都茂业地产有限公司为其代付了利息、测绘费、

税费等应付款共计 4,794,818.52 元。 

公司对秦皇岛茂业无担保。 

因此公司对秦皇岛茂业累计出资 800 万元，无增资，累计借款约 6479.48

万元（不完全包含利息），无担保。 

问（2）：近 2 年当地可比宗地交易的相关情况，包括成交日期、成交价格、

土地面积、土地位置、规划用途、出让年限、规划指标等； 

回复： 

近 2年当地可比宗地交易案例有以下三例： 

实例一：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先锋路东侧，海阳路南侧，西港路西侧；取得

方式：挂牌出让；土地用途：商服用地；出让年期：40年；容积率：＜2.5；土

地面积：14,253.18 平方米，成交价格：10,312.18 万元。单价：7,235.00 元/

平方米；成交日期：2016年 12月 26日。 

实例二：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西港路以东，和平大街以北；取得方式：挂牌

出让；土地用途：商服用地；出让年期：40年；容积率：＜1.5；土地面积：4,769.85



平方米，成交价格：2,711.75万元。单价：5,685.00 元/平方米；成交日期：2015

年 5月 28日。 

实例三：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海阳路以西，先锋路以北，汤河带状公园东侧；

取得方式：挂牌出让；土地用途：商服用地；出让年期：40年；容积率：＜3.0；

土地面积：26,674.37 平方米，成交价格：14,004.09 万元。单价：5,250.00 元

/平方米；成交日期：2015年 12月 16日。 

由于当地 2016 年以后所成交的同类土地用途地块与待估宗地皆不在同一商

圈，可比性较差，因此选择上述三例作为可比案例。 

问（3）：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具体计算过程，并说明本次评估作价的公允性。 

回复： 

关于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一、流动资产评估说明 

流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其他应收款、存货等。 

（一）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为银行存款，账面值470.30元。 

1.银行存款 

茂业置业公司银行存款账面值为470.30元。开户行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秦皇岛祁连山路支行。评估人员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的银行对账单及银行

存款申报表，将银行存款申报表的账面价值与银行对账单的评估基准日余额相核

对。经核实，银行账户账面余额与银行对账单相符。评估人员还对银行账户进行

了函证，回函相符。人民币银行存款以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银行存款评估值为470.30元。 

货币资金评估值为470.30元。 

（二）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5,397,000.00元，计提坏账准备0元，账面净值

5,397,000.00元。为关联被评估单位间的借款。 

其他应收款共1笔，为关联方往来款。对该笔其他应收款，评估人员查阅了

有关交易事项的会计凭证和相关财务账簿，向被评估单位财务部门查询了其他应



收款形成的原因、有关客户与被评估单位的业务关系、欠款人信誉、经营状况及

历史清欠情况，同时进行了函证，回函相符。在核实无误的基础上，根据该笔款

项可能收回的数额确定评估值。对于该笔有充分理由相信全部能收回的款项，按

全部其他应收款计算评估值；账面上的“坏账准备”科目按零值计算。坏账准备

账面值为零元，评估值为零元。 

根据以上清查评估，其他应收款评估值为5,397,000.00元。 

（三）存货 

存货账面值69,665,734.00元，为开发成本，具体包括：土地征用及拆迁补

偿费账面值65,833,560.00元、开发间接费账面值3,832,174.00元。 

开发成本-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为一宗待开发土地，尚未取得具体规划条

件，也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公司也没有具体开发方案等。评估人员根据

取得的资料确定首先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与市场法评估得出土地的市场价

值，然后再据此测算契税，用土地的市场价值与契税加总后得出开发成本-土地

征用及拆迁补偿费的评估值；开发成本-开发间接费为发生的借款利息等，评估

人员在索取借款合同的基础上，查阅了利息计算过程，复核了计息基数、计息利

率以及计息期间等参数的准确性，在核实无误的基础上以账面值作为评估值，存

货-开发成本-开发间接费的评估值为3,832,174.00元。 

【案例】开发成本-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开发成本明细表序号1） 

1.评估范围及对象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存货账面值65,833,560.00元，为权利人依法取得该土

地使用权的全部支出，包括土地出让金、契税，涉及土地1宗，面积10,420.31

平方米，出让方式取得、商服用地。 

2.土地概况 

（1）土地登记状况 

本次评估的土地，为秦皇岛茂业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法拥有的、位于

秦皇岛市海港区的商服用地，共1宗。登记情况如下表： 

待估宗地登记情况一览表 

序号 权证编号 使用权人 位置 用途 面积（M2） 
使用权

类型 

终止日

期 
宗地四至 

1 冀（2017）秦 秦皇岛茂业置 文昌路以 其他 10,420.31 出让 2056 年 东临河滨路，北临文昌路，西、南



序号 权证编号 使用权人 位置 用途 面积（M2） 
使用权

类型 

终止日

期 
宗地四至 

海不动产权

第 0100038

号 

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南、河滨

路以西 

商服

用地 

3 月 24

日 

均临金梦海湾其他地块。 

（2）土地权利状况 

待估宗地以出让方式取得，其所有权属于国家，使用权属于秦皇岛茂业置业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土地出让合同，待估宗地规划容积

率＜2.0。经评估人员清查核实，待估宗地在评估基准日未设立抵押、担保、租

赁等他项权利限制。 

（3）土地利用状况 

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料及评估人员现场勘查，待估宗地为待开发土地，

评估基准日地上无建筑物。 

3.评估公司在考虑了影响地价的一般因素（包括城市资源状况、国内房地产

调整制度及市场状况、当地城市规划及发展目标、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当地

房地产发展情况）及区域因素，结合标的地块的情况，按照替代原则、供需原则、

贡献原则、变动原则、协调原则、最有效利用原则对该宗地进行了评估。同时，

根据地价评估技术规程和待估宗地实际状况，本次评估地价定义为：在评估基准

日，待估宗地开发程度设定为宗地外“七通”（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路、

通讯、供热、通燃气）、宗地内土地平整、作为商服用地、土地使用年期为剩余

出让年限、无他项权利限制条件下的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格。 

4.评估方法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常用的估价方法有市场比

较法、收益还原法、假设开发法、成本逼近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等。评估人

员在实地勘察和有关市场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待估宗地的实际情况及有关评估方

法的适用条件等，本次对土地价值选择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市场比较法进行评

估。具体理由如下： 

（1）待估宗地位于秦皇岛市城市区基准地价覆盖范围内，且目前基准地价

体系可以正确反映出秦皇岛地区的地价水平，因此，具备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

法评估的条件。 

（2）目前秦皇岛市土地交易较为活跃，与委估宗地相邻或相近地区，在评



估基准日附近有较为活跃的土地交易活动，因此，具备采用市场比较法评估的条

件。 

7.评估过程 

（1）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①基准地价的内涵及公式 

基准地价内涵：《秦皇岛市城市区基准地价调整报告（2012）》发布时间为2012

年，估价期日为2012年1月1日，设定商服用地的开发程度为五通一平，设定使用

年限为40年，设定容积率为1.0。 

秦皇岛市城市区基准地价表（商服用地）为： 

级别 

用地类型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商

业 

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5160 4365 3735 3150 2625 1350 300 

基准地价 

（万元/亩） 
344 291 249 210 175 90 20 

上表中列示的价格为各级别土地的平均地价。 

宗地地价计算公式为： 

Pls=Plb×K×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R 

式中：Pls—估价的宗地地价 

Plb—宗地所在区域的基准地价 

K—区域因素、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K=(1±∑Ki) 

R—容积率修正系数 

②评估宗地的位置、用途和基准地价 

估价对象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文昌路以南，河滨路以西，土地用途为商服用

地。评估区域位于秦皇岛市三级商服用地范围内，根据《秦皇岛市城市区基准地

价调整报告（2012）》之规定，秦皇岛市三级商服用地的基准地价为3,735.00元/

平方米。 

③确定影响地价的区域和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影响地价的区域和个别因素说明及修正过程如下： 

表1：三级商服用地宗地地价区域和个别修正因素说明 



因素名称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距商服中心

距离 
<=600米 600-1000米 1000-1400米 1400-1600米 1600-2000米 

公交状况 

距公交站点

<=50米或邻近

站点有 5条以

上公交线路通

过 

距公交站点

50-100米或邻

近站点有 4条

公交线路通过 

距公交站点

100-200米或

邻近站点有 3

条公交线路通

过 

距公交站点

200-300米或

邻近站点有 2

条公交线路通

过 

距公交站

点>=300米且

仅有一条公交

线路通过 

路网状况 
毗邻主干道，

可直接到达 

距主干道<50

米或通过次干

道直接到达 

通过次干道可

直接到达或距

主干道<100米 

通过支路可直

接到达或距次

干道<100米 

通过巷道可直

接到达或距支

路<100米 

距汽车站距

离 
<=1000 米 1000-1500米 1500-2000米 2000-2500米 >=2500米 

临街类型 繁华商业街 次繁华商业街 一般商业街 巷道、支路 不临街 

临街宽度 >=12米 12米-10米 10米-8米 8米-6米 <6米 

宗地形状 
形状规则便于

利用 

形状规则适于

利用 

形状基本规则

不影响使用 

形状不规则不

影响使用 

形状不规则影

响使用 

基础设施 完善 较完善 一般 较不完善 不完善 

表 2：三级商服用地地价修正系数表（单位：%）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距商服中心距离 4.70  2.35  0.00 -2.82  -5.63  

公交状况 1.34  0.67  0.00 -0.80  -1.61  

路网状况 1.85  0.92  0.00 -1.11  -2.21  

距汽车站距离 1.18  0.59  0.00 -0.70  -1.41  

临街类型 1.18  0.59  0.00 -0.70  -1.41  

临街宽度 1.34  0.67  0.00 -0.80  -1.61  

宗地形状 0.67  0.34  0.00 -0.40  -0.80  

基础设施 4.54  2.27  0.00 -2.71  -5.43  

表 3：估价对象影响因素说明表和修正系数 

距商服中心距离 一般 0.00 

公交状况 一般 0.00 

路网状况 较优 0.92 

距汽车站距离 一般 0.00 

临街类型 较优 0.59 

临街宽度 优 1.34 

宗地形状 优 0.67 

基础设施 一般 0.00 

K=1.0352 

④确定年期和期日修正系数 

《秦皇岛市城市区基准地价调整报告（2012）》中基准地价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2年1月1日，根据近年全国主要城市地价监测报告及评估人员对当地土地市场

交 易 价 格 趋 势 的 了 解 （ 数 据 来 源 ： 中 国 地 价 信 息 服 务 平 台



http://www.landvalue.com.cn/Lvmonitor/Index），评估人员逐年查询当地商服

用地成交情况后，对各年度成交价格增长率进行了测算，确定估价对象所在区域

2012年1月1日至本次评估基准日秦皇岛地区商服用地地价增长了23.29%，故期日

修正系数取1.2329； 

基准地价规定使用年限为40年，估价对象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8.3年，年期

修正系数采用下述公式： 

           1—1/（1+r）m 

      K= ————————— 

 1—1/（1+r）n 

式中：K——年期修正系数 

r——土地还原利率(以中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作为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为

参考，结合该类用地的平均投资回报率来确定，取8%) 

      m——评估对象土地剩余使用年限（本项目为38.3年） 

      n——基准地价界定的土地使用年限（基准地价界定为40年） 

则：年期修正系数=0.9932554 

⑤确定容积率修正系数 

根据《秦皇岛市城市区基准地价调整报告（2012）》及待估宗地土地出让合

同之规定，待估宗地容积率＜2.0，容积率修正系数取1.27。 

⑥计算地价 

Pls=Plb×K×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R 

=3,735.00×1.0352×1.2329×0.9932554×1.27 

=6,013.00元/平方米（取整） 

（2）市场比较法 

①基本原理及公式 

市场法是指在求取待估宗地价格时，将待估宗地与在接近评估基准日时期内

已经成交的类似宗地加以比较，依照这些已经成交的宗地价格，通过多项因素的

修正而得出待估宗地价格的一种估价方法。 

市场法计算公式为： 

宗地价格=交易案例宗地成交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交易期日修正系数

×交易因素修正系数 



②主要参数的确定 

a.选取比较实例 

根据待估宗地所处位置，通过市场调查和比较分析，选取同区域近期成交的

可比实例如下： 

实例一：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先锋路东侧，海阳路南侧，西港路西侧；取得

方式：挂牌出让；土地用途：商服用地；出让年期：40年；容积率：＜2.5；土

地面积：14,253.18平方米，成交价格：10,312.18万元。单价：7,235.00元/平

方米；成交日期：2016年12月26日。 

实例二：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西港路以东，和平大街以北；取得方式：挂牌

出让；土地用途：商服用地；出让年期：40年；容积率：＜1.5；土地面积：4,769.85

平方米，成交价格：2,711.75万元。单价：5,685.00元/平方米；成交日期：2015

年5月28日。 

实例三：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海阳路以西，先锋路以北，汤河带状公园东侧；

取得方式：挂牌出让；土地用途：商服用地；出让年期：40年；容积率：＜3.0；

土地面积：26,674.37平方米，成交价格：14,004.09万元。单价：5,250.00元/

平方米；成交日期：2015年12月16日。 

b.因素条件比较 

根据实地勘察了解，得出待估宗地与交易实例的因素条件如下表。 

因素条件对照表 

因 素

项目 
 评估宗地 实例一 实例二 实例三 

交 易

情况 

地块位置 

海港区文昌路

以南，河滨路以

西 

海港区先锋路

东侧，海阳路南

侧，西港路西侧 

海港区西港路

以东，和平大街

以北 

海港区海阳路

以西，先锋路以

北，汤河带状公

园东侧 

交易价格  7235 5685 5250 

交易日期 2017/11/30 2016/12/26 2015/5/28 2015/12/16 

交易方式 挂牌出让 挂牌出让 挂牌出让 挂牌出让 

交易背景 市场价格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区 域

因素 

商业繁华程度 较高 高 高 一般 

临近路网等级 临次干道 临主干道 临主干道 临次干道 

人流量 较大 大 大 一般 

相关配套条件 完善 完善 完善 完善 

环境优劣度 优 优 较优 较优 



因 素

项目 
 评估宗地 实例一 实例二 实例三 

区域规划条件 
以商业、住宅为

主 

以商业、住宅为

主 

以商业、住宅为

主 

以商业、住宅为

主 

个 别

因素 

土地用途 商服 商服 商服 商服 

面积 10,420.31 14,253.18 4,769.85 26,674.37 

使用权类型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剩余使用年限 38.3年 40年 40年 40年 

临街状况 两面临街 三面临街 两面临街 一面临街 

规划容积率 ＜2.0 ＜2.5 ＜1.5 ＜3.0 

土地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七通一平 七通一平 七通一平 

地形地貌 规则、平坦 规则、平坦 规则、平坦 不规则、平坦 

地质状况 
对工程建设无

明显影响 

对工程建设无

明显影响 

对工程建设无

明显影响 

对工程建设无

明显影响 

目前规划限制 有一定 有一定 有一定 有一定 

c.确定因素条件指数 

根据因素条件对照表，确定因素条件指数如下表 

因素条件指数表 

项目 评估宗地 实例一 实例二 实例三 

交易

情况 

交易日期 100 93.97 90.3 91.11 

交易方式 100 100  100  100  

交易背景 100 100  100  100  

区域

因素 

商业繁华程度 100 105 105 95 

临近路网等级 100 103 103 100  

人流量 100 104 104 96 

相关配套条件 100 100  100 100  

环境优劣度 100 100  98 98 

区域规划条件 100 100  100  100  

个别

因素 

土地用途 100 100  100  100  

面积 100 100 100 100 

使用权类型 100 100  100  100  

剩余使用年限 100 100.68 100.68 100.68 

临街状况 100 102 100 98 

规划容积率 100 104 91 108 

土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地形地貌 100 100  100  98 

地质状况 100 100  100  100  

目前规划限制 100 100  100  100  

d.计算修正系数 

根据因素条件指数，计算修正系数和比准价格如下表 

修正系数和比准价格 



因素项目 实例一 实例二 实例三 

交易价格(元/M
2
) 7,235.00 5,685.00 5,250.00 

交易情况修正系数 1.0642 1.1074 1.0976 

区域因素修正系数 0.8929 0.9091 1.1236 

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0.9374 1.0908 0.9645 

比准价格(元/M
2
)取整 6,445.00 6,243.00 6,245.00 

e.确定评估价格 

根据以上对比分析，评估人员认为修正后的比均价格均在合理范围内，故取

三个比准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案例宗地市场法的评估单价，即： 

评估单价=（6,445.00+6,243.00+6,245.00）/3 

=6,311.00元/平方米（取整） 

8.评估结果及分析 

（1）评估地价的确定 

以上两种评估方法是从不同角度和评估操作手段来反映待估宗地在评估基

准日的客观合理价值。两种方法测算结果每平米相差不大。经评估人员对比分析，

认为两种评估方法得出的评估结果均在合理范围内，故取两个评估结果的算术平

均值作为待估宗地的最终评估单价，为6,162.00元/平方米。 

待估宗地评估结果一览表 

基准地价修正法结果 6,013.00元/M2 权重 50% 

市场比较法结果 6,311.00元/M2 权重 50% 

最终单价（取整） 6,162.00元/M2 

土地面积 10,420.31平方米 

总价 64,209,950.00 元 

（2）契税的确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河北省契税实施办法》，契税税率

为4%。 

契税=64,209,950.00×4%=2,568,398.00（取整） 

（3）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的评估结果 

评估值=64,209,950.00+2,568,398.00=66,778,348.00元 

（4）增减值原因分析 

开发成本-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账面价值65,833,560.00元，评估值

66,778,348.00元，增值额944,788.00元，增值率1.44%，增值主要原因为土地市

场价格上涨所致，致使评估增值。 

综上，委估存货账面值69,665,734.00元，评估值70,610,522.00元，增值额



944,788.00元，增值率1.36%。 

二、流动负债评估说明 

评估范围涉及的流动负债包括应付利息、其他应付款等，评估基准日账面价

值64,794,818.52元。对以上负债，本次以评估目的实现后的产权所有者实际需

要承担的负债项目及金额确定评估值。具体清查确认的方法如下： 

1.应付利息 

应付利息账面价值2,501,250.00元。主要为应付关联方的借款利息。 

评估人员查阅了明细账和借款合同，并对借款本金进行了函证，回函相符。

在确认利息计算无误的基础上，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应付利息评估值2,501,250.00元。 

2.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账面值64,794,818.52元。主要为被评估单位应付的往来款和借

款等。评估人员查阅了相关单据、合同、协议及会计凭证，并对其他应付款进行

了函证，回函相符。确认各款项真实存在、金额无误。其他应付款项未发现无需

支付的款项的有关证据，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其他应付款评估值为64,794,818.52元。 

关于本次评估结论的公允性： 

经过评估，秦皇岛茂业净资产账面价值为776.71万元，评估价值为871.19

万元，增值额为94.48万元，增值率为12.16%。增值的原因：被评估单位持有的

待开发土地出现增值，与宗地所在地地价增长趋势相符。因此，资产基础法作为

本次评估使用的方法，充分反映了委估资产的市场价值。 

 

特此公告。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