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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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规定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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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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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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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清单由委托人、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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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

调查；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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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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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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中瑞评报字[2019]第 000149号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瑞世联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遵守法律、行政法

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履行适当的资产评估

程序，对通辽市桑德水务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

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报告摘要如下： 

评估目的：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通辽市桑德水务有限公司

股权，我公司接受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对该经济行为涉及的通

辽市桑德水务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价值评估，为该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

考依据。 

评估对象：通辽市桑德水务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通辽市桑德水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具体包括流动资

产、非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长期待摊费用)、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

债。 

评估基准日：2018年 12月 31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收益法、市场法。 

评估结论：本资产评估报告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具体评估结

论如下： 

通辽市桑德水务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23,054.85 万元；总

负债账面价值为 14,384.71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8,670.13万元（账面

值业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发表了无保留审计意见），股

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26,162.00万元，增值额为 17,491.87万元，增值率为 202%。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为资产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评估结

论的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 

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的特别事项： 

1.关于权属资料不全面或者存在瑕疵的情形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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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房屋建筑物，有 15项房屋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通辽

桑德承诺产权归其所有，产权无争议。 

无证房产明细表 

序号 建筑物名称 
计量

单位 

建筑面

积（m
2） 

账面价值 

原值 净值 

1 粗格栅间及提升泵房 座 660.87 1,377,391.92 936,627.10 

2 细格栅及沉砂池工房 座 1,763.52 417,888.70 284,165.27 

3 深度处理提升泵房 座 257.94 409,318.73 278,337.29 

4 过滤车间 座 1,920.00 1,211,441.99 823,780.55 

5 南门卫房 座 54.00 204,178.44 138,841.80 

6 加氯间 座 256.50 690,861.33 469,785.81 

7 综合泵房 座 205.20 378,556.58 257,418.98 

8 变配电间 座 126.00 414,060.19 281,560.99 

9 脱水机房及污泥堆放间 座 756.00 567,292.51 385,759.39 

10 鼓风机房 座 558.00 1,926,438.76 1,309,978.60 

11 高压配电所 座 189.00 853,666.54 580,493.74 

12 北门卫房 座 39.20 138,202.04 93,977.72 

13 初沉池排泥泵房 座 78.58 152,324.00 103,580.00 

14 发电机房 座 28.50 49,000.00 39,690.19 

15 生物池配电室 座 36.00 175,460.16 119,312.64 

   合计   6,929.31 8,966,081.89 6,103,310.07 

2.关于评估程序受到限制的情形特别说明 

本次评估范围内各项房屋建（构）筑物、设备资产的技术规格或参数资料，是

由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对被评估单位申报评估的设备，评估人员尽可能进行了现

场抽查核实，对于因工作环境、地点、时间限制等原因不能现场调查的资产，如

设备内部构造，评估人员通过向被评估企业有关人员调查、询问或查阅相关记录

等方法进行核实。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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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评估基准日，通辽市桑德水务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售后租回形式向民生

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取得，融资租赁涉及资产总额为 20,000万元，评

估基准日未还金额为 137,153,514.50元。 

业务内容 
账面价值 

备注 
初始额 利率 合计 

二期污水资产融资租赁 70,000,000.00 5.635% 69,401,503.09 

2018.1.15 融资租

赁；借款共 84 个

月，26 期等额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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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污水资产融资租赁 130,000,000.00 5.4625% 67,752,011.41 

2016.8.15 融资租

赁。借款 60 个月

分 20 期等额本息 

合计 200,000,000.00   137,153,514.50  

4.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

付出的价格等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5.本评估报告未考虑由于具有控制权可能产生的溢价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

响，亦未考虑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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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条件、

特别事项说明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况和正确理解

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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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 

涉及的通辽市桑德水务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中瑞评报字[2019]第 000149号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瑞世联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接受贵公司的

委托，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

则，履行适当的资产评估程序，采用收益法、市场法，对贵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

的通辽市桑德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辽桑德”）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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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

用人 

本次资产评估的委托人为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评估单位为通

辽桑德。 

（一）委托人概况 

1.注册登记情况 

名称：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山公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1935372689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广东省中山市兴中道 18号财兴大厦北座 

法定代表人：何锐驹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肆亿柒仟伍佰壹拾壹万壹仟叁佰伍拾壹元 

成立日期：1992年 12月 26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公用事业的投资及管理，市场的经营及管理，投资及投资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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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和管理等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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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4 日，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公司董事长辞

职的公告》，董事会于 2019年 3月 4日收到公司董事长何锐驹先生的书面辞职报

告，何锐驹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

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选举产生新任董

事长之前，由公司副董事长苏斌先生代为履行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等职责，直至

新任董事长选举产生之日止。至评估报告日，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还

未公布新任董事长。 

（二）被评估单位概况 

1.注册登记情况 

企业名称：通辽市桑德水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1505007936242269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通郑公路 5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马殿宏 

注册资本：535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06年 10月 27日 

经营范围：市政污水污泥处理项目建设、运营，水产品的生产及销售，水处

理技术的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股权变更情况 

通辽桑德原名通辽碧波水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0 月，成立时注册资

本为 3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北京绿盟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400 万元，占

总出资额 80%；上海京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600万元，占总出资额 20%，

分两期到 2007年 9月缴足。根据通辽金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股东于

2006年 10月 12日缴付首期出资 600万元，股权结构和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 出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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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万元） 

北京绿盟投资有限公司 2400.00 80.00 480.00 货币 

上海京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0.00 20.00 120.00 货币 

合计 3,000.00 100.00 600.00 — 

2007 年 11月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股东北京绿盟投资有限公

司变更为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增加 2350万元，公司注册资

本变更为 5350 万元。其中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5230 万元，出

资比例 97.8%；上海京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20万元，出资比例 2.2%。 

根据通辽金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公司于 2007 年 11 月 5 日缴足

出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5230.00 97.80 5230.00 货币 

上海京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0.00 2.20 120.00 货币 

合计 5,350.00 100.00 5,350.00 — 

2012 年 5 月 3 日，股东会决议通过章程修正案，股东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

公司变更为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2013 年 2月，股东会决议公司更名为通辽市桑德水务有限公司。 

2014 年 6 月，经股东会决议公司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97.8%和上海京科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2.2%股权转让给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截止评估基准日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1 
北京桑德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 
5,350.00 100.00 5,350.00 货币 

合计 5,350.00 100.00 5,350.00 — 

 

3.公司产权结构 

公司为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最终控制人为桑德国际有限

公司。产权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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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近三年的资产、财务、经营状况 

被评估单位近三年的财务状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16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货币资金 83.67 39.59 105.36 

应收账款 792.94 792.94 1,059.02 

预付款项 74.86 62.72 126.77 

其他应收款 6,231.32 1,661.15 6,606.63 

存货 25.00 10.19 12.92 

其他流动资产 - - 70.75 

流动资产合计 7,207.79 2,566.58 7,981.44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0,825.60 9,839.03 8,399.54 

在建工程 2,651.67 5,836.64 6,632.30 

无形资产 - - - 

长期待摊费用 150.04 116.86 - 

递延所得税资产     41.56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627.31 15,792.53 15,073.40 

资产总计 20,835.11 18,359.11 23,054.85 

短期借款 - - - 

应付帐款 311.09 310.42 655.43 

预收款项 - - - 

应付职工薪酬 18.02 12.26 13.75 

应交税费 33.07 -226.68 0.19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通辽市桑德水务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中瑞世联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                                                            9  

应付利息 - - - 

其他应付款 2.62 1.90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 3,594.96 

其他流动负债 - - - 

流动负债合计 364.80 97.91 4,264.32 

长期借款 - - - 

长期应付款 11,852.88 9,463.13 10,120.39 

预计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1,852.88 9,463.13 10,120.39 

负债总计 12,217.68 9,561.04 14,384.71 

实收资本 5,350.00 5,350.00 5,350.00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金      

未分配利润 3,267.43 3,448.07 3,320.13 

所有者权益合计 8,617.43 8,798.07 8,670.13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20,835.11 18,359.11 23,054.85 

 

被评估单位近三年的经营状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一、营业总收入 2,922.39 2,762.70 3,530.12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2,922.39 2,762.70 3,530.12 

二、营业总成本 2,763.52 2,620.15 3,121.75 

其中：营业成本 2,273.46 2,318.77 2,758.01 

营业税金及附加 36.26 103.58 93.05 

销售费用 - - - 

管理费用 256.63 59.21 39.08 

财务费用 197.18 138.58 226.29 

资产减值损失 - - 5.32 

三、营业利润 158.86 142.55 408.37 

加：营业外收入 219.14 71.65 - 

减：营业外支出 0.20 0.50 577.87 

四、利润总额 377.81 213.70 -169.50 

减：所得税 47.23 32.05 -41.56 

五、净利润 330.58 181.64 -127.94 

 

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会计报表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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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出具了中喜审字【2019】第 0362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 

委托人拟收购被评估单位股权。在评估基准日，委托人与被评估单位无产权

关系。 

（三）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未约定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

托人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不得被其他任何第三方

使用或依赖。 

二、 评估目的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通辽市桑德水务有限公司股权，我公

司接受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对该经济行为涉及的通辽市桑德水

务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价值评估，为该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三、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为通辽市桑德水务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二）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为通辽市桑德水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评估基准日，评估

范围内的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递延所得税资产，总资产账

面价值为 23,054.85万元；负债包括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4,384.71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8,670.13万元。具体资产类型和审计后账面

价值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一 流动资产合计 79,814,444.33 

1 货币资金 1,053,568.25 

2 应收账款 10,590,183.00 

3 预付款项 1,267,705.08 

4 其他应收款 66,066,314.97 

5 存货 129,2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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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流动资产 707,456.30 

二 非流动资产合计 150,734,010.16 

1 长期股权投资 - 

2 固定资产 83,995,398.94 

3 在建工程 66,322,981.83 

4 无形资产 - 

5 长期待摊费用 - 

6 递延所得税资产 415,629.39 

三 资产总计 230,548,454.49 

四 流动负债 42,643,248.59 

1 短期借款 - 

2 应付票据 
 

3 应付账款 6,554,250.87 

4 预收款项 - 

5 应付职工薪酬 137,495.00 

6 应交税费 1,870.16 

7 应付利息 
 

8 应付股利(应付利润) 
 

9 其他应付款 35,949,632.56 

五 非流动负债 101,203,881.94 

1 长期借款 - 

2 长期应付款 101,203,881.94 

3 预计负债 - 

六 负债总计 143,847,130.53 

七 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 86,701,32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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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

值业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中喜审字【2019】第 0362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企业主要资产情况 

列入评估范围的主要资产包括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1．存货 

存货主要包括原材料、低值易耗品两类，分布在厂区库房或车间材料区。 

2．房屋建（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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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房屋建筑物 

包括综合楼、配电间、粗格栅间及提升泵房、细格栅间、鼓风机房、脱水机

房、过滤间、加氯间等，分布在厂区内。 

（2）构筑物 

分布在厂区内，主要是生物池、曝气沉砂池、初沉池、二沉池、清水池及滤

水井、曝气生物滤池、高效纤维滤料滤池、厂内道路等。 

（3）管道沟槽 

管道沟槽主要为污水管网。 

房屋建筑物均分布在厂区内，可以正常使用。 

3．机器设备 

（1）机器设备主要包括各类搅拌机、提污机、刮泥机、风机、各类提升泵、

各类阀门、变配电设备、电力控制设备、车间化验检测仪器等等。 

（2）运输设备为两部公务用车和两部垃圾处理车。 

（3）电子办公设备为各类计算机、空调机、打印机、复印机，办公家具等生

产、办公用设备。 

机器设备均处正常使用状态。 

4．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包括项目污水和中水扩建的土建工程、设备安装工程，为企业尚在

建设中的项目。 

（四）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的类型、数量 

1．土地使用权 

企业申报的纳入评估范围的土地使用权一宗：位于霍林十街坊，土地使用权

为划拨方式取得，已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通国用（2016）第 00011号，

证载土地面积为 108377.55平方米，用地性质为公共设施用地。 

2．城市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权 

被评估单位申报评估范围内的无形资产为特许经营权相关资产组，根据《通

辽市污水处理厂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商业运营期限 25年，从污

水处理厂扩建通过验收正式商业运营起算。项目扩建后于 2018年 8月 1日通过验

收开始商业运营，因此特许权运行期为 2018年 8月 1日至 2043年 7月 31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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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运营期限结束后相关资产组无偿移交当地政府。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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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资产评估未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结论。 

四、 价值类型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包括市场价值和市场价值以外的价值类型。经资产评估师

与委托人充分沟通后，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市场条件及评估对象自身条件等因素，

最终确定评估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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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是 2018年 12月 31日。 

评估基准日是由委托人根据有利于经济行为实现的原则，并考虑与审计时点

相衔接，以及考虑到资产评估是对某一时点的资产提供价值参考，选择会计期末

作为评估基准日，能够全面反映评估对象资产的整体情况等因素综合确定。 

六、 评估依据 

（一）经济行为依据 

委托人与中瑞世联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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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46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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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15 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四次修正)； 

3.《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2017年 4 月 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令第 86号,财政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 

4.《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 年 8 月 3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14号，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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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 年 10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 5号，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6.《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2003年 5 月 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 378号，国务院第 8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7.《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2005年 8 月 25日，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 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31 次主任办公会

议审议通过）； 

8.《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2006 年 12 月

12日，国资委产权[2006]274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9.《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 年 3 月 1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 63号，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0.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2011年 10月 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令第 65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审议通过)； 

11.《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12.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 

13.《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14年 7月 23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

政部令第 76号《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修订)； 

14.其他与资产评估相关的法律、法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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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6号）；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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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7号）；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8〕38号）； 

8. 《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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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号）； 

10.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中评协〔2017〕42号）； 

11. 《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号）。 

（四）权属依据 

1.土地使用证、房产证、车辆行驶证； 

2.设备购置合同发票等； 

3.污水处理厂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及补充协议； 

4.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其他权属证明文件。 

（五）取价依据 

取价依据通常包括企业提供的财务会计、经营方面的资料等。 

1.与当地政府签署的污水处理服务协议； 

2.企业提供的以前年度的财务报表等财务资料； 

3.企业有关部门提供的历史经营情况资料及未来年度经营发展计划； 

4.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察记录及收集的其他相关估价信息资料； 

5.同花顺金融终端； 

6.与此次资产评估有关的其他资料。 

（六）其他参考依据 

1.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清单和资产评估明细表、收益预测表； 

2.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喜审字【2019】第 0362号审计

报告。 

七、 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规定，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据

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

基础法三种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方法。对于适合采用不同评估方法进行

企业价值评估的，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 

收益法，是指将评估对象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其价值的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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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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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价值的评估方法。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评估表内

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其价值的评估方法。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规定，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据

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

基础法三种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方法。对于适合采用不同评估方法进行

企业价值评估的，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选用收益法、市场法进行评估，选择理由为： 

被评估企业属于污水处理行业，具有经营模式、服务平台、营销团队、经营

资质等无形资源难以在资产基础法中逐一计量和量化反映的特征，所以本次评估

不采用资产基础法。 

被评估企业与政府签署的 BOT 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就投资标准、产能、水价

进行了规范，使企业特许经营协议年限内的收入和支出计算有明确依据，可以较

准确地计算被评估企业特许经营协议年限内的现金流。且污水处理项目属于民生

项目、环保项目，对项目的风险也可以较准确地计算。所以本次评估可以采用收

益法。 

虽然由于可比交易案例信息获取难度大而不适合本次评估，但同行业上市公

司较多，可以通过选取并分析可比上市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数据，在与被评估单位

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获得被评估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所以本次评估可以采

用上市公司比较法进行评估。 

（二）收益法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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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法常用的具体方法包括股利折现法和现金流量折现法。 

股利折现法是将预期股利进行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具体方法，通常适

用于缺乏控制权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评估。 

现金流量折现法通常包括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和股权自由现金流折现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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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被评估单位所处行业，经营模式，资本结构、发展趋势等综合分析，本

次收益法评估采用现金流量折现法，并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该模型的

计算公式如下：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企业整体价值-付息债务价值 

1.企业整体价值 

企业整体价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企业整体价值=经营性资产价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净值 

(1)经营性资产价值 

经营性资产是指与被评估单位正常生产经营相关的，且企业自由现金流量预

测所涉及的资产与负债。经营性资产价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P──经营性资产价值； 

i──预测年度； 

r──折现率； 

Ri──第 i 年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n──预测期年限； 

②预测期 

被评估单位与政府签订 BOT 项目特许经营权协议规定了特许经营期，以此作

为预测期。 

②预测期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预测期内各年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的计算式如下：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息税前利润×(1－所得税率)+折旧及摊销-资本性支出-

营运资金追加额 

③折现率 

本次评估收益额口径为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按照收益额与折现率口径一致的

原则，折现率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模型(WACC)确定。计算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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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e──权益资本成本； 

Rd──债务资本成本； 

E/(D+E)  

D/(D+E)  

T──所得税率 

其中：权益资本成本 Re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计算，计算式如下： 

Re＝Rf＋β ×MRP＋Rs 

式中：Re──股权收益率 

Rf──无风险收益率 

β ──企业风险系数 

MRP──市场风险溢价 

Rs──公司特有风险调整系数 

（2）溢余资产价值 

溢余资产是指超过企业正常经营所需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预测未涉及的资

产。 

（3）非经营性资产净值 

非经营性资产净值是指与企业正常经营无关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预测未涉

及的资产和负债的净值。本次评估根据资产、负债的性质和特点，分别采用适当

的方法进行评估。 

2.付息债务价值 

付息债务是指评估基准日需要付息的债务。 

（三）市场法简介 

上市公司比较法的基本步骤具体如下： 

首先选择与被评估单位处于同一行业的并且股票交易活跃的上市公司作为对

比公司，然后通过交易股价计算对比公司的市场价值。 

选择对比公司的一个或几个特定比率参数，如每股盈余，每股净资产，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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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EBITDA 等作为“分析参数”，计算对比公司市场价值与所选择分析参数

之间的比例关系---称之为比率乘数。 

污水处理行业属于重资产行业，产能与资产规模强正相关，且产能与收益也

强正相关，所以企业的收益与资产规模强正相关。因此，本次选用市净率作为比

率乘数。 

通过对市净率比率乘数进行必要的调整，以反映对比公司与被评估单位之间

的差异；本次评估对被评估企业及各可比公司在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营运能力、

偿债能力四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调整。 

将调整后的比率乘数应用到被评估单位的相应的分析参数中，从而得到委估

对象的流动性折扣前市场价值。考虑流动性折扣后确定委估企业于评估基准日的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四）评估结论确定的方法 

本次评估结论确定的方法为收益法。 

八、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至 2019 年 3 月 12 日对评估对象涉及

的资产和负债实施了评估。主要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如下： 

（一）接受委托 

我公司与委托人洽谈，就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价值类型、评估

基准日、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范围、资产评估报告提交期限及方式、评估服务费及

支付方式、评估工作各方参与人工作配合和协助等资产评估业务基本事项达成一

致，签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拟定评估计划。 

（二）前期准备 

针对本项目特点和资产分布情况，我公司制定了资产评估方案，组建了评估

团队。 

为便于被评估单位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理解并提交资产评估资料，我公司

指派专人指导被评估单位清查资产、准备评估资料、核实资产、验证资料，对资

产评估资料准备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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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场调查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至 2019 年 1 月 17 日对评估对象涉及

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必要的清查核实，对被评估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等进行了必

要的尽职调查。 

1.资产核实 

(1)指导被评估单位填表和准备应向资产评估机构提供的资料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指导被评估单位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在自行资产清查的

基础上，按照资产评估机构提供的“资产评估明细表”及其填写要求、资料清单

等，对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进行细致准确地填报，同时收集准备资产的产权证明

文件和反映性能、状态、经济技术指标等情况的文件资料等。 

(2)初步审查和完善被评估单位填报的资产评估明细表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了解纳入评估范围的具体资产的详细状

况，然后仔细审查各类“资产评估明细表”，检查有无填项不全、错填、资产项

目不明确等情况，并根据经验及掌握的有关资料，检查“资产评估明细表”有无

漏项等，同时反馈给被评估单位对“资产评估明细表”进行完善。 

(3)现场实地勘查 

根据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类型、数量和分布状况，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在被评

估单位相关人员的配合下，按照资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各项资产进行了现

场勘查，并针对不同的资产性质及特点，采取了不同的勘查方法。 

(4)补充、修改和完善资产评估明细表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根据现场实地勘查结果，并和被评估单位相关人员充分沟

通，进一步完善“资产评估明细表”，以做到：账、表、实相符。 

(5)查验产权证明文件资料 

评估人员对评估范围内资产的产权进行了调查，对权属资料不完善、权属资

料不清晰的情况，提请企业核实。 

2.尽职调查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为了充分了解被评估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及其面临的风

险，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尽职调查的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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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评估单位的历史沿革、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必要的产权和经营管理结

构； 

(2)被评估单位的资产、财务、生产经营管理状况； 

(3)被评估单位的经营计划、发展规划和财务盈利预测信息； 

(4)评估对象、被评估单位以往的评估及交易情况； 

(5)影响被评估单位生产经营的宏观、区域经济因素； 

(6)被评估单位所在行业的发展状况与前景； 

(7)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四）资料收集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根据评估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评估资料收集，包括直接

从市场等渠道独立获取的资料，从委托人、被评估单位等相关当事方获取的资料，

以及从政府部门、各类专业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获取的资料，并对收集的评估资

料进行了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的依据。 

（五）评定估算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针对各类资产的具体情况，根据选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相

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了初步评估结论。项目负责人对各

类资产评估初步结论进行汇总，撰写并形成初步资产评估报告。 

（六）内部审核 

根据我公司评估业务流程管理办法规定，项目负责人在完成初步资产评估报

告后提交公司内部审核。项目负责人在内部审核完成后，与委托人或者委托人同

意的其他相关当事人就资产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沟通，根据反馈意见进行合理

修改后出具并提交资产评估报告。 

九、 评估假设 

本资产评估报告分析估算采用的假设条件如下： 

（一）一般假设 

1.假设评估基准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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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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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管理层是负责的、稳定的，且有能力担当

其职务。 

4.假设被评估单位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5.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被评估单位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 

（二）特殊假设 

1.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

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保持一致。 

2.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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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一致。 

3.假设被评估单位相关的利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

变化； 

4.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各年符合增值税退税条件，能够按时获得退税。 

5.根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

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的规定，从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原增值税 16%的税率

改按 13%测算。 

6．假设被评估单位涉及的特许经营权协议能够得到完全执行，在来水不足时，

按约定保底水量结算收入；并假设中水、污水扩建按计划完成。 

7.假设被评估单位于年度内均匀获得净现金流。 

本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上述假

设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时，签名资产评估师及本资产评估机构将不承担由于假设条

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估结论的责任。 

十、 评估结论 

本次资产评估分别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对通辽桑德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

估，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如下评估结论： 

（一）收益法评估结果 

通辽桑德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23,054.85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4,384.71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8,670.13 万元（账面值业经中喜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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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发表了无保留审计意见），股东全部权益评估

价值为 26,162.00万元，增值额为 17,491.87万元，增值率为 202%。 

（二）市场法评估结果 

通辽桑德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23,054.85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4,384.71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8,670.13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

值为 19,597.00万元，增值额为 10,926.87万元，增值率为 126%。 

（三）评估结论 

通辽桑德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26,162.00 万元，市场法评估

结果为 19,597.00万元，差异额为 6,565.00万元，差异率为 25%。 

两种评估方法差异的原因主要是：收益法和市场法的评估角度、路径不同。

市场法是从企业经营情况及整体市场表现来评定企业的价值。市场法由于受参照

物对象信息局限性的影响，在考虑各修正因素时可能不够全面。因此，本次评估

不采用市场法的评估结论。 

被评估企业受特许权经营协议的规范，收益和投入都很明确，经营期也确定，

收益法评估能非常好地体现被评估企业对投资者的价值的本质—预期企业未来所

能够产生的收益的现值，能完整体现被评估企业的整体价值，其评估结论具有较

好的可靠性和说服力。因此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结论。 

即通辽桑德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25,621.00 万元（大写金额为贰亿伍仟

陆百贰拾壹万元整）。 

本资产评估报告没有考虑由于具有控制权或者缺乏控制权可能产生的溢价或

者折价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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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权属资料不全面或者存在瑕疵的情形特别说明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房屋建筑物，有 15项房屋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通辽

桑德承诺产权归其所有，产权无争议。 

无证房产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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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筑物名称 
计量

单位 

建筑面

积（m
2） 

账面价值 

原值 净值 

1 粗格栅间及提升泵房 座 660.87 1,377,391.92 936,627.10 

2 细格栅及沉砂池工房 座 1,763.52 417,888.70 284,165.27 

3 深度处理提升泵房 座 257.94 409,318.73 278,337.29 

4 过滤车间 座 1,920.00 1,211,441.99 823,780.55 

5 南门卫房 座 54.00 204,178.44 138,841.80 

6 加氯间 座 256.50 690,861.33 469,785.81 

7 综合泵房 座 205.20 378,556.58 257,418.98 

8 变配电间 座 126.00 414,060.19 281,560.99 

9 脱水机房及污泥堆放间 座 756.00 567,292.51 385,759.39 

10 鼓风机房 座 558.00 1,926,438.76 1,309,978.60 

11 高压配电所 座 189.00 853,666.54 580,493.74 

12 北门卫房 座 39.20 138,202.04 93,977.72 

13 初沉池排泥泵房 座 78.58 152,324.00 103,580.00 

14 发电机房 座 28.50 49,000.00 39,690.19 

15 生物池配电室 座 36.00 175,460.16 119,312.64 

   合计   6,929.31 8,966,081.89 6,103,310.07 

根据《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的规定，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

专业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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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确认或发表意见超出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执业范围，资产

评估专业人员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提供保证。 

（二）关于评估程序受到限制的情形特别说明 

本次评估范围内各项房屋建（构）筑物、设备资产的技术规格或参数资料，是

由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对被评估单位申报评估的设备，评估人员尽可能进行了现

场抽查核实，对于因工作环境、地点、时间限制等原因不能现场调查的资产，如

设备内部构造，评估人员通过向被评估企业有关人员调查、询问或查阅相关记录

等方法进行核实。 

（三）关于评估基准日存在的法律、经济等未决事项特别说明 

本项目不存在法律、经济等未决事项。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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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评估基准日，通辽市桑德水务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售后租回形式向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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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取得，融资租赁涉及资产总额为 20,000万元，评

估基准日未还金额为 137,153,514.50元。 

 

业务内容 
账面价值 

备注 
初始额 利率 合计 

二期污水资产融资租赁 70,000,000.00 5.635% 69,401,503.09 

2018.1.15 融资租

赁；借款共 84 个

月，26 期等额本息 

一期污水资产融资租赁 130,000,000.00 5.4625% 67,752,011.41 

2016.8.15 融资租

赁。借款 60 个月

分 20 期等额本息 

合计 200,000,000.00   137,153,514.50  

（五）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

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六）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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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特别说明 

在税金预测中，考虑到 2019年 03月 20日颁发的《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

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的规定，从

2019年 4月 1日起，原增值税 16%的税率改按 13%测算。 

自评估基准日至评估报告出具日，不存在其他影响评估前提和评估结论而需

要对评估结论进行调整的重大事项。 

（七）本评估报告未考虑由于具有控制权或者缺乏控制权可能产生的溢价或

者折价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亦未考虑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注意以上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产生的影响。 

委托人和相关当事人未及时向评估人员说明对本评估结论可能产生影响的瑕

疵事项，而评估人员履行了必要的评估程序无法正常获悉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

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范围 

1.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为：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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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产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结论仅对本项目对应的经济行为有效。 

3.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委托人或者

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在载明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内使用资产评估报

告。 

4.未经委托人书面许可，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得将资产评

估报告的内容向第三方提供或者公开，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5.未征得资产评估机构同意，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

露于公开媒体，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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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资产评估报告系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

资产评估准则，根据委托履行必要的资产评估程序后出具的专业报告，在资产评

估机构盖章及资产评估师签名后方可正式使用。 

十三、评估报告日 

本资产评估报告日为 2019年 3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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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资产评估师：张永远 

 

 

 

资产评估师：王剑飞 

 

 

 

 

 

中瑞世联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 

 

 

2019年 3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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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附件 

  

附件一、《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附件二、被评估单位审计报告 

附件三、委托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附件四、被评估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附件五、评估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 

附件六、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的承诺函 

附件七、签名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附件八、资产评估机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复印件 

附件九、资产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附件十、签名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卡复印件 

 



 

 

 

资产评估师承诺函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公司受贵公司的委托，对贵公司拟收购通辽市桑德水务有限公司股权涉及的通辽

市桑德水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进行了评估，形成

了资产评估报告。在本报告中披露的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我们承诺如下： 

1.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 

2.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的约定一致。 

3.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的资产进行了必要的核实。 

4.根据资产评估准则选用了评估方法。 

5.充分考虑了影响评估价值的因素。 

6.评估结论合理。 

7.评估工作未受到非法干预并独立进行。 

 

 

资产评估师签名： 

 

资产评估师签名： 

 

 

 

2019年 3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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