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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关于评估说明使用范围的声明 

评估说明供委托人、相关监管机构和部门使用。除法律法规规定外，材料的全部

或者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见诸公开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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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被评估单位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的说明 

 

此部分内容由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详细资料见本说明附件。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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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第三部分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及资产核实情况说明 

 

一、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说明 

（一）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是秦皇岛茂业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业置业公司”）

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为截至评估基准日茂业置业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资产类型具体

包括：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其账面资产总额7,506.32万元，总负债6,729.61万元，

净资产776.71万元。具体包括：流动资产7,506.32万元、流动负债6,729.61万元。 

评估范围涉及的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一、流动资产合计 75,063,204.30 

货币资金 470.30 

其他应收款 5,397,000.00 

存货 69,665,734.00 

二、非流动资产合计  

三、资产总计 75,063,204.30 

四、流动负债合计 67,296,068.52 

应付利息 2,501,250.00 

其他应付款 64,794,818.52 

五、非流动负债合计  

六、负债总计 67,296,068.52 

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7,767,135.78 

委估资产（含应当评估的相关负债）均为被评估单位茂业置业公司所有，评估人

员未发现委估资产（含应当评估的相关负债）不是被评估单位的证据。 

（二）实物资产的分布情况及特点 

委估的实物资产为存货。存货中的开发成本-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为一宗待开

发的土地，不动产权编号为冀（2017）秦海第0100038号，该地块的宗地号为253-3，

该宗地坐落于海港区文昌路以南、河滨路以西，土地用途为其它商服用地，具体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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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为旅馆用地 B14(仅限于建设高档酒店)，建设用地面积为10,420.31平方米，容

积率<2.0，建筑密度<=35%。截至评估基准日，该宗土地为净地，尚未实施项目开发。 

（三）被评估单位申报的、账面记录或者未记录的无形资产情况 

本次评估范围内无账面记录的无形资产，被评估单位也未申报账面未记录的无形

资产。 

（四）被评估单位拥有的表外资产的类型、数量 

本次评估范围内无表外资产。 

（五）引用其他机构出具报告的结论，所涉及的资产类型、数量和账面金额（或

评估值） 

本次评估过程中没有利用其他评估机构的工作成果。 

二、资产核实情况总体说明 

（一）资产核实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根据资产评估规范和资产评估准则，我公司项目组的评估人员于2017年12月21

日至2017年12月22日对评估范围涉及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核实。核实前，成立了项目

经理负责制、按专业分工的资产核实小组，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现场核实实施计划。现

场工作结束后，对现场核实情况进行了汇总，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了分类整理。 

1.核实工作的主要步骤 

（1）指导被评估单位资产申报工作 

根据资产评估的工作程序，我公司项目组人员进驻被评估单位后，指导被评估单

位在资产自查的基础上，按照评估机构提供的“资产评估明细表”、“资产状况调查

表”及其填报要求，对评估范围内的各项资产及负债进行逐一登记填报，同时，指导

被评估单位按项目组事先提交的“评估资料清单”要求的内容，准备评估所需的相关

资料。 

（2）审查评估基础资料 

评估人员在查阅有关会计记录、财务报表和反映评估对象状态、性能、经济技术

指标、形成过程等相关背景资料的基础上，对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申报明细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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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审查，以保证评估的各项资产不重不漏、数量及价值特征等信息在申报表中反映

准确和完整。 

（3）现场勘察和数据核实 

依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申报明细表，组织专业对口的评估人员按资产的分布、

会计核算口径等具体情况，分类进行现场核实。根据核实结果，由评估人员和被评估

单位各职能部门的相关人员共同对原申报明细表上反映的资产信息据实进行修改、补

充和完善，使其账、表、实等记录的信息相符一致。 

（4）资产权属核实 

资产权属核实主要是对评估范围内的土地及重大债权债务等权利状况的核实。对

土地的权属，本次主要通过查验不动产权证进行核实；对重大债权债务的权属，主要

通过账务核对、查阅相关的业务交易合同等方式进行核实。同时，查验了有关资产权

证原件与复印件的一致性。 

（5）调查被评估单位的经营状况 

通过查阅被评估单位的历史经营财务资料、与被评估单位各职能部门有关人员进

行访谈并结合现场勘察等方式，全面了解被评估单位的经营状况及其所具备的持续经

营条件。 

2.核实的主要方法 

在核实中，本次根据评估范围内的资产技术特征及具体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核实

方法。 

（1）实物性流动资产的核实 

对存货-开发成本中的土地使用权，在查验土地权属的基础上，核实了土地的具

体分布位置、实际用途、开发利用状况；同时，对土地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基础设施条件及场地自然条件等影响地价的有关因素，通过“看地”、网上查询等方

式进行了核实和了解。 

根据以上核实，最终形成可供本次评估机构作价估值的存货评估明细表。 

（2）非实物性流动资产的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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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应收款，通过核对账簿、原始凭证、业务合同、与有关结算单位或欠款人

对账等方式进行核实。同时，通过查询相关债务人的近况，对基准日后可能出现的坏

账做出初步判断。根据核实情况，形成资产信息完整并可供本次评估机构作价估值的

非实性流动资产的评估明细表。 

（3）负债的核实 

评估范围涉及的负债为流动负债。本次对负债采用核查有关账簿、原始凭证等方

式，对各项债务的形成背景、方式和形成时间、结算对象和业务内容等历史信息进行

了逐一核实，对各项负债是否为公司评估基准日后实际承担的债务数额、有无确定的

债权人等进行了确认。同时，对账表不符、核算有误的账项及时进行账务调整。以保

证被评估单位在评估基准日债务项目真实、完整，且对应债务金额准确无误。 

（4）被评估单位经营状况的调查 

被评估单位成立时间较短，尚未实施项目开发，历史年度收入、成本均为零。主

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主要为土地使用税，期间费用主要为发生的验资费用等小额费用。 

（二）影响资产核实的事项及处理方法 

本次评估范围所涉及的资产、负债等，均能按正常的核实工作程序进行核实，不

存在影响资产核实工作的因素和事项。 

（三）资产核实结论 

经过核实评估范围内的资产情况，债权类资产和债务类项目中，未发现有充分证

据表明的呆坏账和无需偿付的负债，实物资产账、表、实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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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资产基础法评估技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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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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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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不动产权

第0100038号 

秦皇岛茂业置

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文昌路以

南、河滨

路以西 

其他

商服

用地 

10,420.31 出让 

2056 年

3 月 24

日 

东临河滨路，北临文昌路，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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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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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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地价的因素分析 

（1）一般因素 

①城市资源状况 

秦皇岛市地处河北省东北部，北纬39°24′~ 40°37′，东经118°33′~ 

119°51′。南临渤海，北依燕山，东接辽宁省葫芦岛市，西近京津，位于最具发展

潜力的环渤海经济圈中心地带，是东北与华北两大经济区的结合部。西南距石家庄483

公里，西距首都北京280公里，距天津220公里。 

土地资源：全市土地面积77.92万公顷，其中农用地52.68万公顷，占辖区总面积

的67.61%；建设用地7.78万公顷，占辖区总面积的9.98%；未利用地17.46万公顷，占

辖区总面积的22.41%。 

水资源：流域面积大于500平方公里河流6条，大于100平方公里河流23条，大于

30平方公里的河流54条。滦河在秦皇岛市境内流域面积3773.7平方公里，地下水资源

量7.45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16.40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12.54亿立方米、地下水7.45

亿立方米、两者重复量3.59亿立方米）。兴建各类水库：含桃林口水库283座，总库容

14.86亿立方米。不含桃林口水库282座，总库容6.27亿立方米。 

矿产资源：秦皇岛市境内矿产资源较为丰富，种类较为齐全。目前，已发现各类

矿产56种，已开发利用的26种，已探明储量的22种。优势矿种有金、铁、水泥灰岩及

非金属建材。各类矿产地包括矿产点1000余处，主要分布在北部山区及柳江盆地地区。

全市现在已开发利用的矿种主要有金、铁、煤、水泥灰岩、花岗岩及建筑砂石、矿泉

水、地热等20多种。 

林业资源：山区属燕山山脉东段，山区植被完好，有广阔林区。主要树种有油松、

华北落叶松、侧柏、栎树、山杨等40余种。纤维类140余种，主要有南蛇藤、罗布麻、

白茅、芦苇、桑、紫穗槐、怪柳、杞柳、椴树等。酿造类90多种，主要有栓皮栎、麻

栎、蒙古栎、辽东栎、榛、毛榛等。油脂类100多种，主要有胡桃、野皂荚、黄连木、

山椒、山杏、君迁子等。 

动物资源：秦皇岛地区的动物区系属温带森林——草原农田动物群，是迁徙动物

途经地与停留地，尤其是候鸟迁徙的必经地，动物资源比较丰富。鸟类共20目61科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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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其中以候鸟居多，有369种。在珍稀鸟类中，列入世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的有14种：短尾信天翁、白鹳、白尾海雕、游隼、丹顶鹤、白鹤、卷尾鸬

鹚、黑鹳、白额雁、大鸨。 

海洋资源：秦皇岛海区地处渤海西部，辽东湾两翼。海岸线东起山海关金丝河口，

西止昌黎县滦河口，总长162.7公里。所辖海区20米等深线以内总面积2114平方公里。 

②房地产制度与房地产市场状况 

随着2017年国土资源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发布，标志着我国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

随着新土地政策的贯彻实施，加大了土地执法监察力度，有力地遏制了集体土地、原

划拨土地私下交易现象。同时实施土地收购储备、建设用地招标拍卖制度，建立和完

善了供地体制，规范发展了国土资源市场建设，合理配置资源，并且有利于进一步保

障和维护农民土地财产权利，促进农村土地资源有效利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a.严格按照投资强度、建筑密度控制用地规模。强化项目用地预审，凡达不到规

定标准的项目不批准用地或压缩用地规模，实现由粗放利用向集约用地转变。 

b.进一步规范建设用地招拍挂工作。严格落实《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

权规范》和《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结合基准地价更新成果，扎实做到经营性

用地100%以招拍挂方式出让，确保新的工业项目用地100%招拍挂出让。健全完善土地

二级市场运作规程，积极探索出让土地首次转让招拍挂新路子，进一步深化土地市场

建设。 

c.加大土地收储力度。多渠道融资，对筛选出的区位条件好、开发潜力大、使用

价值大的存量闲置土地，积极进行政府收购储备，并营造声势、搞好地段推介，促进

资源向资产的转化。同时，积极支持企业改制，按照政策要求，稳妥的处理好改制和

破产企业的土地资产。 

d.加强对项目用地批后跟踪管理。通过采取督促限时开发、收取闲置费、交纳合

同违约金、无偿收回使用权等行政调控和法律手段，保证项目按照合同约定的使用条

件进行开发建设。 

③产业政策 

秦皇岛市税收严格执行国家税法在加强税源管理的同时，为减轻企业负担，采取

积极措施，取消、缓征、降低收费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外商投资，鼓励发展上规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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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外商投资企业，上规模企业在地方税收、资金、土地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 

④城市规划与发展目标 

秦皇岛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落实新

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实施生态立市、产业强市、开放兴市、文明铸市发

展战略，继续解放思想、艰苦奋斗，坚定走加快转型、绿色发展、跨越提升新路，加

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

项工作，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沿海强

市、美丽港城和国际化城市而团结奋斗。 

按照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描绘的宏伟蓝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沿海强市、美

丽港城，朝着国际化城市迈进，是我市即期、中期、远期发展的三个重大目标台阶。

围绕宏伟蓝图的实现，今后五年主要奋斗目标是：“一个全面建成、四个走在前列、

五个明显提升”，就是确保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增长速度、质量效益

提升幅度、生态改善程度明显高于京津冀城市群平均水平，“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速

保持在8%以上，争取到2019年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2010年翻一番，青龙满族自治县如期脱贫摘帽；确保生态环境、城乡统筹、开放水平、

城市文明走在京津冀城市群前列；确保发展质量、改革动力、人民生活、社会治理能

力、自身建设水平明显提升。 

秦皇岛要建设沿海强市、美丽港城，力争在2030年左右实现。沿海强市，体现在

经济实力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公共预算收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京

津冀城市群中位居前列，成为环渤海现代服务业和临港产业强市；创新动力强，“四

大两特”产业快速成长，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

发展活力强，成为京津冀区域融合创新先行区、营商环境最优城市；城市辐射带动力

强，港产城一体化发展格局形成，东北亚物流枢纽的地位得到确立。美丽港城，体现

在生态环境美，建成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标兵城市；城乡容貌美，

城乡面貌大幅提升，城镇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基础设施和承载能力全省领先；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秦皇岛茂业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说明        第 12 页 

 

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社会人文美，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大幅提高，社会保障实现全覆盖，人民幸福

感安全感显著增强，特色鲜明、奋进向上的城市精神凝聚形成，步入全国文明城市先

进行列。 

秦皇岛建成国际化城市，力争在2040年初步实现。体现在开放包容、国际思维成

为城市的文化特质，城市设施、功能和服务全面国际化，经济、社会、文化深度融入

全球化，休闲旅游、文化交流、医疗康养、贸易口岸等方面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⑤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2016年秦皇岛实现生产总值1,339.54亿元，比上年增长7%，增速居全省第六位，

超过全国、全省增长速度。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334.87亿元，增长5.2%，增速居

全省第六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34.08亿元，增长71%，增速居全省第二位。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74.66亿元，保持正增长，环保、新能源投资分别增长1.3倍和47.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8.9%（可比口径）。城镇居民

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增长7.8%。 

2017年秦皇岛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长7%；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以上，

实际利用外资增长5%；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89%；PM2.5年均浓度下降4.3%，地表

水水质优良比例达到60%，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减排完成省下达

的目标任务；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7.5%和8%；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涨幅控制在3%以内；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森林覆盖率提高3个百分点；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2个百分点。 

⑥秦皇岛市房地产行业分析 

2015年、2016年两年的时间秦皇岛市的房地产几乎一直在去库存，到2016年年底

可以说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秦皇岛目前的房价上涨更多的是供需变化导致的房价

上涨，而不是人为炒作，目前市面上的现房、准现房几乎销声匿迹，有买房打算的至

少要等2018、2019年，甚至是2020年的期房，故近期房价小幅上涨。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秦皇岛仍然处于去库存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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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个月，这个库存水平虽然是合理的，但与部分热点

城市两三个月的库存去化周期相比，房源储备量还是比较充足的。 

http://www.gkstk.com/article/wk-50300808781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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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域因素 

①区域概况 

估价对象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 

海港区位于秦皇岛市东南部，全区总面积220.2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7641公顷,

农民人均耕地1.22亩。总人口4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2.71‰，现辖东港、海港、

西港、海阳、北港五个镇及北部工业区共127个行政村和文化路、海滨路、北环路、

建设大街、河东、西港路、燕山大街、港城大街、东环路、白塔岭10个街道、65个社

区。海港区旅游景点众多，旅游资源丰富。 

②交通条件 

海港区是秦皇岛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是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西向

有海滨路、河北大街、建设大街、和平大街、港城大街、燕山大街、北环路；南北向

有文化路、西港路、迎宾路、民族路、建国路、西环路、东港路等二十多条主要街道

纵横交错成网状街区，对外还有长途汽车站、火车站，中国民航秦皇岛站，交通十分

方便。 

③基础设施及公共配套设施条件 

秦皇岛市海港区内绝大部分项目用地基础设施条件已实现“七通”，即通电、通

上水、通下水、通讯、通路、通暖、通燃气。 

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 

④环境条件 

秦皇岛市海港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均降水量约700

毫米，平均气温11℃，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是休闲度假的好地方。该地区人文环境

与自然环境俱佳。 

⑤产业聚集状况及规划条件 

南部为口岸，秦皇岛港为能源、杂货、客运功能齐全的工业型国际性通商口岸，

吞吐量位居全国第二。 

北部及西部为工业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了大量外资投资，带动经济发展。 

中部为商业繁华区。辖区内有食品、服装、家具、工艺美术、医疗用品等多家区

属企业，有玻璃、纺织、机械制造、纤维制造等数十家市属企业，华联商城、金原商

厦、天洋购物广场、金都购物广场、秦新百货等多家大型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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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海港区现产业聚集效应凸现，发展速度日益加快，增长势头日益强劲。 

（3）个别因素 

①宗地位置 

委估宗地共1宗，其东临河滨路，北临文昌路，西、南均临金梦海湾其他地块。 

②宗地用途 

委估宗地为商服用地。 

③宗地面积 

土地面积共10,420.31平方米。 

④地质地貌条件 

地质地貌条件一般，不会对土地利用造成不利影响。 

⑤容积率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土地出让合同，待估宗地规划容积率＜2.0。 

⑥临街状况 

该宗地两面临街，其东临河滨路，北临文昌路。 

⑦土地开发程度 

待估宗地已达到宗地外“七通”（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路、通讯、供热、

通燃气）、宗地内场地平整。 

4.地价定义 

待估宗地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外“七通”（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路、通讯、

供热、通燃气）、宗地内场地平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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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土地估价原则 

（1）替代原则 

根据市场运行规律，在同一商品市场中，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效用相同或大致相似

时，价格低者吸引需求，即有两个以上互有替代性的商品或服务同时存在时，商品或

服务的价格是经过相互影响与比较之后来决定的。土地价格也同样遵循替代规律，某

块土地的价格，受其它具有相同使用价值的地块，即同类型具有替代可能的地块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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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牵制。换言之，具有相同使用价值、替代可能的地块之间，会相互影响和竞争，使

价格相互牵制而趋于一致。 

（2）供需原则 

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中，一般商品的价格都取决于供求的均衡点。供小于求，价格

就会提高，否则，价格就会降低。由于土地与一般商品相比，具有独特的人文和自然

特性，因此在进行土地估价时既要考虑到所假设的公平市场，又要考虑土地供应的垄

断性特征。 

（3）贡献原则 

是指土地总收益是由土地及其他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土地的价格可以土地

对土地收益的贡献大小来决定。 

（4）变动原则 

一般商品的价格，是伴随着构成价格的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动的。土地价格也有

同样情形，它是各种地价形成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这些价格形成因素经常处于变

动之中，所以土地价格是在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及其组合的变动过程中形成的。因此，

在土地估价时，必须分析该土地的效用、稀缺性、个别性及有效需求以及使这些因素

发生变动的一般因素、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由于这些因素都在变动之中，因此应把

握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变动规律，以便根据目前的地价水平预测未来的土地价

格。 

（5）协调原则 

土地总是处于一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中，必须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因为土地能

适应周围环境，则该土地的收益或效用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所以要分析土地是否与所

处环境协调。因此，在土地估价时，一定要认真分析土地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判断其

是否协调，这直接关系到该地块的收益量和价格。 

（6）最有效利用原则 

是指土地估价应以估价对象的最有效利用为前提估价。判断土地的最有效利用以

土地利用符合其自身利用条件、法律法规政策及规划限制、市场要求和最佳利用程度

等。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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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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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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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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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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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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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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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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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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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素

项目 
 评估宗地 实例一 实例二 实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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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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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秦皇岛茂业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说明        第 21 页 

 

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项目 评估宗地 实例一 实例二 实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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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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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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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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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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的说明 

 

第五部分评估结论及其分析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独立、公正和客观的原则及必要的评估程序，

对茂业置业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本次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评估

结论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 

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至评估基准日2017年11月30日秦皇岛茂业置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7,506.32万元，评估价值为7,600.80万元，增值额为94.48

万元，增值率为1.26%；总负债账面价值为6,729.61万元，评估价值为6,729.61万元，

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776.71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871.19万元，增值额为

94.48万元，增值率为12.16%。各类资产及负债的评估结果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被评估单位名称：秦皇岛茂业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额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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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流动资产 7,506.32 7,600.80 94.48 1.26 

2 非流动资产     

3 资产总计 7,506.32 7,600.80 94.48 1.26 

4 流动负债 6,729.61 6,729.61   

5 非流动负债     

6 负债合计 6,729.61 6,729.61   

7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776.71 871.19 94.48 12.16 

上述评估结论未考虑具有控股权的溢价、缺乏控制权的折价及股权流动性等特殊

交易对股权价值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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