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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关于《评估说明》使用范围的声明 

本评估说明仅供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含所出资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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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的说明 

本部分内容由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编写并盖章，内容见附件一。 

 

委托人：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锦股份”） 

 

被评估单位：辽宁华锦化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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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说明 

一、 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为辽宁华锦化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二、 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为辽宁华锦化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纳入评估范围的全

部资产及负债，其中总资产账面价值 9,087,911.55元，负债账面价值 0元，净资产

账面价值 9,087,911.55 元。以上数据，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出具瑞华审字（2019）第 14020020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各类资产及负债

的账面价值见下表： 

资产评估申报汇总表 

单位：元 

项目 账面价值 

流动资产 6,968,295.23 

非流动资产  2,119,616.32  

其中：无形资产  2,119,616.32  

资产总额 9,087,911.55  

流动负债 - 

非流动负债 - 

负债总额 - 

净资产 9,087,911.55 

其中流动资产为集团内部银行人民币存款 ，无形资产为企业拥有的土地使用

权。 

委托申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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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不漏。 

三、 委估资产的分布状况及特点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实物资产为工程公司拥有的 1 宗土地使用权，已取得两

本不动产权证书（辽（2017）盘锦市不动产权第 1003491 号、1003492 号），权利

性质为出让，用途为工业用地，终止日期为 2067 年 8 月 27 日，无他项权利。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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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于中华路西侧、红旗大街北侧，华锦集团院内，面积 5302.50 平方米。 

该宗地上建有两栋房屋，但房屋记录在股份公司下属工程分公司的账上，本

次评估未纳入评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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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资产核实情况总体说明 

一、 资产核实人员组织、实施时间和过程 

接受资产评估委托后，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指定了评估项目现场

负责人，组建了评估项目组。根据辽宁华锦化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评估申

报表，制定现场清查核实计划，评估项目组在企业相关人员的配合下，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对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进行了现场清查核实。 

在企业如实申报资产并对被评估资产进行全面自查的基础上，评估人员对纳

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核实资产数量、使用状态、产权及其他影响评估作价的重要

事项。 

（一）资产核实主要步骤 

1．指导被评估单位相关人员进行填表与准备相关资料 

评估人员指导企业在自行资产清查的基础上，按照评估机构提供的“评估申

报表”及其填写要求对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进行填报，同时要求企业相关人员按

照评估人员下发的“评估资料清单”准备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和反映资产情况的文

件资料。 

2．初步审查被评估单位填报的评估申报表 

评估人员通过翻阅有关资料，了解纳入评估范围的具体资产的详细状况，然

后审阅企业提供的 “评估申报表”，初步检查有无填项不全、错填、项目不明确、

不完善等情况，并根据经验及掌握的有关资料，检查“评估申报表”是否符合要

求，对于存在的问题反馈给企业进行补充完善。 

3．现场实地勘察和数据核实 

在企业如实申报并进行全面自查的基础上，根据评估范围涉及资产的类型、

数量和分布状况，评估人员在企业相关人员的配合下，按照资产评估准则的规

定，对资产进行了现场清查核实。 

 4．补充、修改和完善评估申报表 

评估人员根据现场实地勘察结果，并和企业相关人员充分沟通，进一步完善

“资产评估申报表”，以做到账、表、实相符。 

5．核实主要资质及产权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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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的土地使用权的产权进行核实调查，以确认产权是

否清晰。 

（二）资产清查核实主要方法  

1、评估人员对银行存款进行了函证，并对银行存款明细账年末余额、报表数

同评估明细表进行核对。 

2、根据企业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评估人员对委估宗地进行了现场调

查。 

在现场调查过程中，评估人员查阅了土地出让合同、不动产权证书，通过与

企业相关人员的交流，了解宗地的开发、使用情况，填写了土地调查表。调查了

解土地账面值的构成是否合理，有无账面记录异常现象，为分析评估增减值做好

基础工作。 

二、 影响资产核实的事项及处理方法 

根据评估方法及评估目的，本次评估未发现有影响资产清查的事项。 

三、 核实结论 

评估人员依据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的实际

状况进行了认真、详细的清查，我们认为上述清查在所有重要的方面反映了委托

评估资产的真实状况，资产清查的结果有助于对资产的市场价值进行公允的评定

估算。 

（一）资产状况的清查结论 

经清查，账、实、表相符，不存在错报、漏报的情况。 

（二）资产产权的清查结论 

经清查，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瑕疵事项。 

（三）账务清查结论 

本次评估未发现其他需要调整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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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资产评估技术说明 

第一节  流动资产评估技术说明 

纳入评估范围的流动资产为银行存款，账面值 6,968,295.23 元，共 1 个账户，

为集团内部银行人民币存款。评估人员查阅了相关会计记录，并对其期末余额进

行了函证，经核实，回函情况与银行存款余额相符。银行存款以核实后账面值作

为评估值，即评估值为 6,968,295.23 元。 

第二节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评估技术说明 

一、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范围是辽宁华锦化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位于中华路西侧，红旗大街北

侧，华锦集团院内的一宗土地使用权，面积 5302.50 平方米，账面值 2,119,616.32

元。 

二、土地使用权概况 

（一）土地登记状况 

该宗地取得两本不动产权证书（辽（2017）盘锦市不动产权第 1003491 号、

1003492 号），权利人为辽宁华锦化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权利性质为出让，用途

为工业用地，使用权面积为 5302.5 平方米，终止日期为 2067 年 8 月 27 日，无他

项权利。 

1.其中第 1003491 号证载信息如下： 

权利人：辽宁华锦化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共有情况：单独所有； 

坐落：双台子区辽河化肥厂厂区 1； 

不动产单元号：211102005001GB00004F00010001； 

权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构筑物）所有权； 

权利性质：出让/存量房； 

用途：工业用地/办公； 

面积：共有宗地面积 5302.50 ㎡/房屋建筑面积 99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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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期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017-08-28 起 2067-08-27 止； 

权利其他状况：房屋结构  混合结构；房屋总层数  2；所在层数  第 1-2 层；

原不动产权证书号  2003911。 

2.第 1003492 号证载信息如下： 

权利人：辽宁华锦化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共有情况：单独所有； 

坐落：双台子区辽河化肥厂厂区 2； 

不动产单元号：211102005001GB00004F00020001； 

权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构筑物）所有权； 

权利性质：出让/存量房； 

用途：工业用地/办公； 

面积：共有宗地面积 5302.50 ㎡/房屋建筑面积 331.50 ㎡； 

使用期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017-08-28 起 2067-08-27 止； 

权利其他状况：房屋结构  混合结构；房屋总层数  1；所在层数  第 1 层；

原不动产权证书号  2003751。 

（二）土地权属状况 

委估宗地土地所有权属国家所有，工程公司已取得两本不动产权证书（辽

（2017）盘锦市不动产权第1003491号、1003492号），土地使用者为：辽宁华锦

化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委估宗地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出让，委估宗地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8.69年。至

评估基准日，委估宗地无抵押等他项权利。 

（三）土地利用状况 

截止评估基准日，该宗地地上建筑物共计 2 项（为股份公司下属的工程分公司

所有），总建筑面积 1323.80 平方米，建成年代为 1994 年，建筑物结构为砖混。

宗地的市政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并满足使用要求，达到红线外“五通”（ 通路、通

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和平整）红线内场地平整。 

三、土地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城市基本状况： 

1. 地理位置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和盘锦市双台子区经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拟对辽宁华锦化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增资项目资产评估说明 v                         第10页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盘锦市位于辽宁省西南部，辽河三角洲的中心地带，东北邻鞍山市，东南隔

大辽河与营口市相望，西北邻锦州市，南临渤海辽东湾，地理坐标位于北纬40°

39′~41°27′，东经121°25′~122°31′之间。总面积4084平方千米，占辽宁

省总面积的2.75%。有汉族、满族、朝鲜族、回族、蒙古族等民族。 

盘锦1984年6月建市，总人口140万，下辖兴隆台区、双台子区及辽东湾新区、

辽河口生态经济区，盘山县和大洼县。盘锦是辽宁省高速公路 密集、公路网密

度 大的城市。市南部的盘锦港是东北和蒙东地区 近、 便捷的出海口。盘锦

市是全国首批36个率先进入小康的城市之一，GDP常年位居辽宁省前列，人均GDP

连续八年居辽宁省第一，也是全国优秀旅游城市。 

盘锦市缘油而建、因油而兴，是一座新兴石油化工城市，是中国 大的稠油、

超稠油、高凝油生产基地辽河油田总部所在地。 

盘锦市是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地级市，隶属辽宁省。截至2014年，辖3

个区(双台子区、兴隆台区、大洼区)、1个县(盘山县)、19个镇、10个乡(含1个民

族自治乡)、27个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486个。市政府驻兴隆台区。 

2. 自然环境 

（1）地势、地貌 

盘锦属华北陆台东北部从"燕山运动"开始形成的新生代沉积盆地，经过漫长

历史年代的河流冲积、洪积、海积和风积作用，不断覆盖着深厚的四系松散沉积

物。地势地貌特征是北高南低，由北向南逐渐倾斜，比降为万分之一，坡度在2°

以内；地面海拔平均高度4米左右， 高18.2米， 低0.3米，地面平坦，多水无

山。 

（2）气候环境 

盘锦市属暖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特点为四季分明、雨热同季、

干冷同期、温度适宜、光照充裕。本年度平均气温9.3℃，比历年平均值偏高0.1℃，

较上年偏高0.6℃。年总降水量564.5毫米，比历年平均值偏少86.5毫米，较2010

年偏少517.2毫米。年总日照时数为2780.5小时，较历年平均值偏多54.6小时，较

2010年偏多215.5小时。2011年度极端 高气温32.0℃，极端 低气温-22.6℃。

土壤在11月中旬开始冻结，下旬封冰；解冰期在3月上旬，4月上旬化通。年内盘

山站冻土深度 大值为88厘米(2月18~21日)，大洼站冻土深度 大值为73厘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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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9~11日)；冻土化通时间为大洼站4月7日；盘山站4月10日。年度降雪日数较常

年偏少，大雾、雷暴日数接近常年，大风日数较常年明显减少。全年无霜期182天。

终霜为4月上旬，初霜为10月中旬。全年总的气候特点是：平均气温偏高，降水量

偏少，日照时数偏多。年度主要天气、气候事件有大雾、大风、雷暴、暴雨、冻

雨、寒潮等。 

（3）水资源 

盘锦市南部沿海，15米等深线以内浅海水域约20万公顷，鱼、虾、蟹资源蕴

藏量约4万吨~5万吨，占辽东湾蕴藏总量的70%。其中3米等深线以内沿岸浅海水域

约1.9万公顷，海贝类蕴藏量约2.7万吨。滩涂面积3.92万公顷，天然饵料丰富，

适宜发展对虾、贝类。其中，可用于养殖对虾的面积1.34万公顷，可用于贝类养

殖的面积1万余公顷。素有"盘锦文蛤库"、"渤海金滩"之誉的大洼区二界沟蛤蜊岗

资源面积0.77万公顷，号称"天下第一鲜"--文蛤的产量在1.5万吨以上，是辽宁省

著名的文蛤出口基地。淡水水域15.3万公顷，水中浮生物、水生植物丰富，有利

于发展淡水养殖。稻田养殖独具特色。2005年，水产品产量22.08万吨，其中海水

产品产量12.41万吨。 

3. 区域经济 

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1351.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4%。其 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114.5亿元，增长4.9%；第二产业增加值911.3亿元，增长10.2%；

第三产业增加值325.2亿元，增长8.8%。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

别为8.5%、67.4%和24.1%。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94052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12

年增长8.7%。 

盘锦市具有发展农业得天独厚的条件。境内土地肥沃，耕地面积近13万公顷，

其中稻田10万公顷。盘锦市有优质的草场，适合发展畜牧业，载畜能力可达2.7万

头混合牛。 

盘锦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28076公顷，增长0.5%。在粮食作物中，水稻播种

面积107582公顷，增长0.2%，玉米播种面积15281公顷，增长3.1%。在非粮食作物

中，蔬菜播种面积16064公顷，增长2.7%。全市化肥施用量(折纯)5.0万吨，增长

0.9%。 

盘锦经过持续的产业机构调整，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形成了以油气开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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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以石油化工、合成树脂和装备制造等为主的工业体系，重点发展石化及精

细化工、石油装备、新材料、船舶及海洋工程、农产品加工五大产业群。盘锦是

中国 大的稠油与高凝油生产加工基地、 大的高等级道路沥青生产基地和 大

的防水材料生产基地。全市原油开采能力1000万吨/年；天然气开采能力8亿立方

米/年；原油加工能力4500万吨/年；尿素生产能力113万吨/年；聚乙烯、聚丙烯、

苯乙烯、ABS等聚烯烃生产能力300万吨/年；沥青生产能力1200万吨/年；新型防

水材料生产能力1.2亿平方米/年；造船能力200万载重吨；采油钻机生产能力100

部/年，还有钻杆、钻铤、顶驱等完整的石油装备配套产业，海洋平台修造能力6

艘/年。 

4. 基础设施： 

盘锦建市初，境内仅有国、省干线3条，县级公路3条。乡村路几乎都是土路，

晴天尘土飞，雨天烂泥塘，影响了盘锦的经济发展。建市后下了大力气，以国省

干线为重点，城镇出口为龙头，大力发展县乡公路。 

（二）区域因素 

1. 区域概况 

双台子区地处松辽平原南部，辽河下游，渤海之滨。这里四季分明，气候宜

人，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资源丰富，地下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和井盐等

矿产资源，是中国重要的石油化工基地、商品粮基地和芦苇产地。双台子区的主

要景区有芦苇塘、辽河碑林、湖滨公园等。 

2. 交通条件 

双台子区交通十分便捷，运输网络四通八达。这里是京沈、盘海营高速公路

和秦沈高速铁路的交汇处。沟海铁路途经该区，货运直接通往大连、沈阳、北京、

上海、广州等地。距锦州港70公里，距沈阳桃仙机场150公里。盘营高铁在这里设

有盘锦站，有前往北京、大连等地的动车。 

盘锦站在盘锦市双台子区，盘锦站是一个沟海铁路、盘营客运专线上的高普

共用车站，位于辽宁省盘锦市，建于1970年，老站房于2011年改造，新站房2013

年8月10日竣工投入使用。为二等站。 

盘锦站原是沟营铁路双台子车站，建于1898年。1948年10月，为切断国民党

军队南逃拆除了部分线路，终止营业。1969年1月，沟盘铁路建成，2月1日零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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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办理客货运业务，名为盘锦站。 

盘锦市长途客运站位于双台子区，占地面积10,500平方米。现有职工430人;

党员90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百余名;固定资产二千万元。营运线路50余条;有中、

高级客车82台，日发班车130台次营运，日输送旅客近万人次，与六省、十五市、

二十三个县通车。 

3. 基础设施条件 

全区水力，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完备，工业园区为主。文化，教育，

医疗，体育，娱乐等各项市政设施和城市配套功能健全。 

（三）个别因素 

影响用地地价的个别因素主要有估价对象位置、宗地面积、用途、宗地形状、

临路状况、地质条件、宗地基础设施条件等。委估宗地个别因素详见下表。 

委估宗地个别因素表： 

宗地

编号 
土地坐落 四至 

面积

（M2） 
土地利用状况 

宗地

形状 
地质条件 地势 

宗地基础

设施条件 

01 

中华路西、

红 旗 大 街

北，北方华

锦北方华锦

化学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院内 

东、南、西三

个方位均临北

方华锦北方华

锦化学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企

业用地；北临

大洋河街（北

方华锦化学工

业集团有限公

司院内道路） 

5,302.5

地上建有 2 层

及 1 层两栋砖

混 结 构 办 公

楼，建筑面积

1323.80 平方

米。 

矩形 

地质条件

较好，地

基承载力

较强 

平坦 

通路、通

电、通讯，

各项设施

保证率均

在 95%以

上 

四、地价定义 

根据估价目的及估价依据，结合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现场勘查，确定在评估

基准日时的地价定义： 

委估宗地在评估基准日是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所有权属国家。使用权性质

为出让。 

委估宗地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取得使用年限为 50 年的工

业用地，截止评估基准日剩余使用年限为 48.69 年。 

委估宗地的面积为 5032.50 平方米。 

委估宗地在评估基准日宗地红线外实际开发程度为“五通”（即供水、排水、

通路、通电、通讯）、红线内“场地平整”。估价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

通”（即供水、排水、通路、通电、通讯）、红线内“场地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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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估宗地实际容积率小于 1，根据出让合同中用地规划指标容积率大于等于

0.6。 

委估宗地在评估基准日的土地实际等级为工业三级，评估设定土地等级为工

业三级。 

综上所述，委估宗地地价定义为：在估价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委估宗

地正常市场条件下，上述设定的土地用途、类型、土地等级、使用年限、土地开

发程度、容积率、面积等条件下的土地使用权价格。地价内涵包括：土地取得费、

土地开发费和所有权收益。 

五、评估依据 

（一）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颁布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令

第 55 号）； 

5.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39 号）； 

6. 《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21 号）； 

7. 《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 号）； 

8.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 号）； 

9. 《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 

10. GB/T18508-2014《城镇土地评估规程》； 

11. GB/T18507-2014《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 

12. GB/T 210lO 一 2007《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13. TD/T 10O9 一 2007《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技术规范》； 

14.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根据 2014 年 1 月 9 日

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

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二）权属依据： 

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2111002017B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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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盘锦市人民政府建设用地批准书》（盘政地双字[2017]2 号）； 

3. 《不动产权证书》； 

（三）取价依据： 

1. 盘锦市工业用地挂牌出让成交结果信息； 

2. 盘锦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区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标准的通知》（盘政

发〔2016〕18 号）； 

3. 《盘锦市基准地价修正体系》； 

4. 《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 

5. 评估人员实际勘察、调查获取的有关资料。 

六、评估原则 

本次估价过程中，遵循的主要原则有： 

（一）合法性原则 

合法原则是指必须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使用、合法交易或合法处分为前提进行。

所谓合法，是指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 

（二）替代原则 

遵循替代原则，要求估价结果应是估价对象在估价时点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

值。土地价格水平由具有相同性质的替代性土地的价格所决定，土地价格水平是

由 了解市场行情的买卖者按市场交易案例因素比较后所决定的价格，土地价格

可通过比较宗地的条件及使用价值来决定。 

（三） 有效使用原则   

土地具有用途的多样性，利用方式不同，收益不同，而土地权利人都期望从

其所占有的土地上获取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土地利用方式的

依据，因而，土地价格是以该宗地的效用能 有效发挥为前提的。 

（四）需求与供给原则 

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和不可变动性，形成土地价格随时间的推移和需求的增加

而提高。 

（五）变动原则 

土地价格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发生变动，土地

价格也随之发生改变。土地评估中应遵循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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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种评估方法相结合的原则 

土地估价通用的评估方法有收益还原法、市场比较法、基准地价修正系数法、

成本逼近法、假设开发法等方法，这些方法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适用范围。由于采

用不适宜的估价方法，可能使评估结果产生较大的误差，所以在进行土地评估时，

就要根据委估宗地的实际情况，选择 适合的方法进行评定，力求得到科学、合

理、公正、公平的土地价格。 

（七）公开市场原则 

在评估中确定相关参数和结果时，应分析并充分考虑土地市场运行状况、有

关行业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的风险。 

七、评估过程 

（一）评估人员首先对产权持有者所使用土地的历史形成进行查阅分析。 

（二）对照申报表，收集土地权属证明。 

（三）调查了委估宗地所在区域的同用途的土地近期成交价格、平均容积率

及近年来地价变化水平，作为估价依据。 

（四）实地勘察，调查影响宗地地价的因素。 

（五）确定因素修正系数。 

（六）依据实地勘察，评估宗地地价。 

八、评估方法 

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具体条件和项目的实际情况，依据《城镇土地估价规

程》，结合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的土地市场情况和土地估价师收集的有关资料，分

析、选择适宜于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权价格的评估方法。 

土地估价方法主要有收益还原法、市场比较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假设

开发法、成本逼近法、路线价法等。 

由于委估宗地为工业用地，所处区域的工业房地产多为自建自用，不易合理

确定房地产售价，故不适宜采用剩余法进行评估。 

收益还原法中所需的房地产收益和费用数据均较难确定，故不适宜采用收益

法。 

委估宗地所在区域有近年来同级别土地范围内无征收，导致成本逼近法所需

数据不充分，因此不适宜采用成本逼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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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评估对象的土地利用特点和估价目的，委估宗地的土地估价不适宜运用

路线价法和假设开发法等进行评估。 

委估宗地所在区域评估基准日近两年该级别类似市场成交案例较多，满足市

场比较法选取交易案例的要求，因此适合采用市场比较法。 

委估宗地处于基准地价覆盖区域，有完整的基准地价及配套的修正体系，因

此适合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九、典型案例 

案例：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评估明细表序号 1 

不动产权证号：辽（2017）盘锦市不动产权第 1003491 号、第 1003492 号，用

途为工业用地，面积 5302.5 平方米；终止日期为 2067 年 8 月 27 日，原始入账价值

2,177,688.00 元，账面价值 2,119,616.32 元。待估宗地估价过程如下: 

1. 市场比较法： 

（1）基本原理: 

市场比较法是利用土地市场已有的成交地价，根据替代原则，以条件类似或

使用价格相同的土地交易案例与估价对象加以对照比较，就两者之间在影响地价

的交易情况、期日、区域及个别因素等差别进行修正，求取估价对象在评估期日

时地价的方法。 

市场比较法计算公式： 

PD＝PB×A×B×D×E 

式中： 

PD— 评估对象价格 

PB— 比较案例宗地价格 

A —
比较案例宗地情况指数

待估宗地情况指数
＝

比较案例宗地情况指数

正常情况指数
 

B —
地价指数比较案例宗地交易日期

指数待估宗地估价期日地价
 

D—
条件指数比较案例宗地区域因素

指数待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
 ＝

j

n

j

i

n

i

D

D

条件指数比较案例宗地区域因素

指数待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

1

1








 

n—区域因素中所包含的因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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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条件指数比较案例宗地个别因素

指数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
＝ 

j

m

j

i

m

i

E

E

条件指数比较案例宗地个别因素

指数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

1

1








 

m—个别因素中所包含的因子数 

（2）比较案例选择： 

比较交易案例的选择，是针对具体要评估对象的条件，从众多的市场交易案

例中选择符合条件的案例进行比较。选择案例时应符合下列具体条件：  

①与委估宗地属同一供需圈； 

②与委估宗地用途应相同或相近； 

③与委估宗地的交易类型相同或相似； 

④与委估宗地的估价期日应接近； 

⑤交易案例必需为正常交易，或修正为正常交易。 

在比较案例选定以后，还应建立统一的价格比较基础。 

通过调查分析，选择了近期发生交易的与委估宗地条件类似的 3个比较案例，

各比较案例情况描述详见下表。 

（3）比较因素的选择: 

选择的比较因素有:土地剩余使用年限、土地用途、交易期日、交易方式、交

易情况、区域因素（距市中心距离、道路通达情况、交通便利度、基础设施完善

情况、公用设施完备情况、环境质量优劣度）、个别因素（形状、面积、临街状况、

宗地内开发状况、相邻土地利用状况、其他主要影响因素）。 

（4）编制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可比实例 A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土地位置：园区街北、305 国道西 公告时间：-- 起始时间：2017-08-30 

土地四至：-- 截止时间：2017-09-08 成交时间：2017-09-08 

地块编号：PT201755 规划用途：工业用地 公告编号：-- 交易情况：已成交 

出让方式：挂牌 开发程度：-- 出让单位：-- 
受让单位： 盘锦凯雄工贸

有限公司 

总用地面积：-- 
建设用地面积： 33956.90
平方米 

推出总价：1301.00 万元 成交总价：1301.00 万元

代征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27165.52
平方米 

推出土地单价：383.13 元

/平方米 
成交土地单价：383.00 元

/平方米 

容积率：大于或等于 0.8 绿化率：小于或等于 15 推出每亩价：-- 成交每亩价：-- 

商业比例：-- 建筑密度：大于或等于 30 推出楼面价：-- 
成交楼面价：479.00 元/
平方米 

限制高度：-- 保障房类型：-- 
推出楼面价(除保障房)：
-- 

成交楼面价(除保障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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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位置：园区街北、305 国道西 公告时间：-- 起始时间：2017-08-30 

推出保障房面积：-- 成交保障房面积：-- 溢价率：0.00 资讯电话：-- 

出让年限：50 年 保证金：261.00 万元 加价幅度：100.00 万元 

配建保障房情况：--   土地公告：-- 

可比实例 B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土地位置：红旗大街南、环城西路东 公告时间：-- 起始时间：2016-12-06 

土地四至：-- 截止时间：2016-12-15 成交时间：2016-12-15 

地块编号：PT201631 规划用途：工业用地 公告编号：-- 交易情况：已成交 

出让方式：挂牌 开发程度：-- 出让单位：-- 
受让单位： 盘锦市双台

子区经济开发投资有限

公司 

总用地面积：-- 
建设用地面积： 64554.80 平

方米 
推出总价：2555.00 万元 成交总价：2555.00 万元

代征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77465.76 平

方米 
推出土地单价：395.79
元/平方米 

成交土地单价：396.00
元/平方米 

容积率：小于或等于 1.2 绿化率：大于或等于 15 推出每亩价：-- 成交每亩价：-- 

商业比例：-- 建筑密度：小于或等于 40 推出楼面价：-- 
成交楼面价：330.00 元/
平方米 

限制高度：-- 保障房类型：-- 
推出楼面价(除保障房)：
-- 

成交楼面价(除保障房)：
-- 

推出保障房面积：-- 成交保障房面积：-- 溢价率：0.00 资讯电话：-- 

出让年限：50 年 保证金：511.00 万元 加价幅度：50.00 万元 

配建保障房情况：--   土地公告：-- 

可比实例 C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土地位置：银河路西、红旗大街北 公告时间：-- 起始时间：2016-12-06 

土地四至：-- 截止时间：2016-12-15 成交时间：2016-12-15 

地块编号：PT201633 规划用途：工业用地 公告编号：-- 交易情况：已成交 

出让方式：挂牌 开发程度：-- 出让单位：-- 
受让单位： 盘锦凯雄工

贸有限公司 

总用地面积：-- 
建设用地面积： 161711.60 平

方米 
推出总价：6352.00 万元 成交总价：6352.00 万元

代征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129369.28 平

方米 
推出土地单价：392.80
元/平方米 

成交土地单价：393.00
元/平方米 

容积率：大于或等于 0.8 绿化率：小于或等于 15 推出每亩价：-- 成交每亩价：-- 

商业比例：-- 建筑密度：大于或等于 30 推出楼面价：-- 
成交楼面价：491.00 元/
平方米 

限制高度：-- 保障房类型：-- 
推出楼面价(除保障房)：
-- 

成交楼面价(除保障房)：
-- 

推出保障房面积：-- 成交保障房面积：-- 溢价率：0.00 资讯电话：-- 

出让年限：50 年 保证金：1271.00 万元 加价幅度：50.00 万元 

配建保障房情况：--   土地公告：-- 

 

比较案例基本情况表 

物业名称 

待估对象 可比实例 A 可比实例 B 可比实例 C 

中华路西、红旗大

街北 A地块 

土地位置：园区街

北、305 国道西 

土地位置：红旗大

街南、环城西路东 

土地位置：银河路

西、红旗大街北 

位置 
中华路西、红旗大

街北 A地块 

土地位置：园区街

北、305 国道西 

土地位置：红旗大

街南、环城西路东 

土地位置：银河路

西、红旗大街北 

交易状况 待估 已成交 已成交 已成交 

土地用途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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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内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 五通一平 五通一平 五通一平 

土地面积面积（㎡） 5,302.50 33,956.90 64,554.80 161,711.60 

土地单价  （元/㎡） 待估 383.00    396.00    393.00   

成交日期 2018/12/31  2017/9/8  2016/12/15  2016/12/15 

（5）因素修正 

根据对土地价格影响因素的分析，首先进行交易情况、交易期日、用途、特

殊因素等比较因素条件修正。 

三个可比案例均为挂牌出让与委估宗地交易情况类似，故不需要对交易情况

进行修正。 

三个可比案例的交易时间与此次评估基准日时点不同，因此需要对交易期日

进行修正。根据盘锦市国土资源网站公布的盘锦市地价动态监测报告信息 2016 年

工业用地地价指数为 403，2017 年工业用地地价指数为 409，2018 年工业用地地价

指数为 414。可比案例一的期日修正值为 414/409=1.0122，可比案例二和三的期日修

正值为 414/403=1.0273 

交易情况、交易期日、剩余年期比较因素条件表 

物业名称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位置 
土地位置：园区街北、

305 国道西 

土地位置：红旗大街南、

环城西路东 

土地位置：银河路西、

红旗大街北 

土地单价   （元/㎡） 383.00  396.00  393.00 

成交日期 2017/9/8  2016/12/15  2016/12/15 

期日修正 1.0122  1.0273  1.0273  

交易情况修正 1  1  1 

修正后的土地单价（元/㎡） 388    407    404   

根据对土地价格影响的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分析，编制比较因素条件表及比

较因素系数表。 

比较因素条件表 

地块名称 

待估对象 可比实例 A 可比实例 B 可比实例 C 

土地位置：中华

路西、红旗大街

北 

土地位置：园区

街北、305 国道西 

土地位置：红旗大

街南、环城西路东 

土地位置：银河路

西、红旗大街北 

  

权利状态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交易形式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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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名称 

待估对象 可比实例 A 可比实例 B 可比实例 C 

土地位置：中华

路西、红旗大街

北 

土地位置：园区

街北、305 国道西 

土地位置：红旗大

街南、环城西路东 

土地位置：银河路

西、红旗大街北 

区域条件 

区域土地

利用类型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产业聚集

度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距离火车

站的距离 

距盘锦站约

5.8km 
距盘锦站约 11km 距盘锦站约 9km 距盘锦站约 7.9km 

距离公交

或地铁的

距离 

距公交站点

300-450 米 

距公交站点

300-450 米 

距公交站点

300-450 米 

距公交站点

300-450 米 

距离货运

（机场、码

头、货运

站）距离 

辽宁华锦化工

(集团)物流公司

约 2.4km 

辽宁华锦化工

(集团)物流公司

约 4km 

辽宁华锦化工(集

团)物流公司约

3.2km 

辽宁华锦化工(集

团)物流公司约 4km 

道路通达

性 

临中华路，通达

性优 

临规划路，通达

性优 

临长青街，通达性

优 

临新源街，通达性

优 

市政基础

设施 
五通一平 五通一平 五通一平 五通一平 

个别因素 

临路状况 支路 支路 支路 支路 

宗地地势 平坦 平坦 平坦 平坦 

土地面积

面积（㎡） 
5,302.50 33,956.90 64,554.80 161,711.60 

宗地形状 规则 规则 规则 规则 

比较因素条件系数表 

地块名称 

待估对象 可比实例 A 可比实例 B 可比实例 C 

土地位置：中华

路西、红旗大街

北 

土地位置：园区

街北、305 国道西 

土地位置：红旗大

街南、环城西路东 

土地位置：银河路

西、红旗大街北 

  

权利状态 100  100  100  100 

交易形式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区域条件 

区域土地

利用类型 
100  100  100  100 

产业聚集

度 
100  100  100  100 

距离火车

站的距离 
100  97  98  99 

距离公交

或地铁的

距离 

100  100  100  100 

距离货运

（机场、码

头、货运

100  98  99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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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名称 

待估对象 可比实例 A 可比实例 B 可比实例 C 

土地位置：中华

路西、红旗大街

北 

土地位置：园区

街北、305 国道西 

土地位置：红旗大

街南、环城西路东 

土地位置：银河路

西、红旗大街北 

站）距离 

道路通达

性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

设施 
100  100  100  100 

个      别   

因    素 

临路状况 100  100  100  100 

宗地地势 100  100  100  100 

土地面积

面积（㎡） 
100  100  100  100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市场法比准结果表 

物业名称 

实例一 实例二 实例三 

土地位置：园区街北、305

国道西 

土地位置：红旗大街南、

环城西路东 

土地位置：银河路西、红

旗大街北 

期日修正后交易价格 388  407  404 

区域因素修正 1.05  1.03  1.03 

个别因素修正 1  1  1 

年期修正系数 0.9946  0.9946  0.9946 

比准价格 405  417  414 

注：年期修正系数计算详见基准地价修正系数法的年期修正 

比准价格=（405+417+414）/3=412 元/平方米 

2.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1）基准地价成果介绍及内涵 

依据《盘锦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区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标准的通知》盘政

发[2016]18 号文件及配套相关附件（2016 年 5 月 6日公布），该文件自发布日起

执行，工业用地基准地价红线外“五通”指通上水、通下水、通讯、通电、通路

及宗地内场地平整。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通过对待估宗地地价影

响因素的分析，利用宗地地价修正系数，对已公布的同类用途、同级或同一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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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基准地价进行修正，估算待估宗地客观价格的方法。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宗地地价的计算公式为： 

P1＝P×(1+∑Ki)×S1×S2×S3×S4+M 

式中：  P1──土地价格； 

P--基准地价； 

∑Ki--影响地价因素修正值系数之和； 

S1—宗地用途修正系数； 

S2—年期修正系数； 

S3—容积率修正系数； 

S4—期日修正系数； 

M—相应基础设施差异的配套费。 

（2）确定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 

根据《盘锦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区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标准的通知》盘政

发[2016]18 号文件及配套相关附件（2016 年 5 月 6 日公布），确定委估宗地为工

业三级用地，基准地价为 373 元/平方米。 

（3）基准地价修正法测算过程 

①确定评估对象所有综合影响因素总修正值（∑Ki） 

参照《盘锦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区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标准的通知》盘政

发[2016]18 号文件（2016 年 5 月 6日公布）及配套相关相关配套修正体系，该修

正体系中三级工业用地宗地修正系数指标说明表及修正系数表，编制评估对象地

价影响因素说明及修正系数说明表。确定评估对象所有综合影响因素总修正值为：

∑Ki=0.0762。 

三级工业宗地地价修正系数说明表 

修正因素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道路通达情

况 

距主干道小于

150 米 

距主干道150-300米

或距次干道小于

100-150 米 

距主干道 300-450 米或

距次干道 150-200 米 

距主干道450-600米

或距次干道 200-250

米 

距主干道大于600米

或距次干道大于 250

米 

距火车站距

离 

距火车站小于

1500 米 

距火车站 1500-3000

米 
距火车站 3000-4500 米 

距火车站 4500-6000

米 

距火车站大于 6000

米 

距公共交战

点距离 

距公交站点小

于 150 米 

距公交站点 150-300

米 
距公交站点 300-450 米 

距公交站点 450-600

米 

距公交站点大于 600

米 

距长途汽车

站距离 

距长途汽车站

小于 1500 米 

距长途汽车站

1500-3000 米 

距长途汽车站

3000-4500 米 

距长途汽车站

4500-6000 米 

距长途汽车站大于

6000 米 

距高速出入

口距离 

距高速出入口

小于 6000 米 

距高速出入口

6000-7000 米 

距高速出入口

7000-8000 米 

距高速出入口

8000-9000 米 

距高速出入口大于

90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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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因素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距离货运中

心的距离 

距离货运中心

小于 1200 米 

距离货运中心

1200-2500 米 

距离货运中心

2500-3500 米 

距离货运中心

3500-4500 米 

距离货运中心大于

4500 米 

基础设施配

套状况 

五通，保证率

100% 

五通，保证率 95%以

上 

五通，保证率 90-95%

以上 

五通，保证率 80-90%

以上 

五通，保证率小于

80% 

产业集聚状

况 

主要工业产业

集聚区 

主要工业产业集聚

区联系紧密区 
一般工业产业集聚区 

一般产业联系松散

区 
独立分布区 

区域劳动人

口密度 

6000-8000 人/

平方千米 

4000-6000 或

8000-10000 人/平方

千米 

2000-4000 或大于

10000 人/平方千米 

1000-2000 人/平方

千米 
小于 1000/平方千米 

宗地形状 正方形、长方形 梯形 较规则 不很规整 很不规整 

用地规划类

型 

工业、仓储用地

或工业开发区 
工业为主混合区域 

工业、商业、住宅为主

混合区 

住宅为主间有工业

区 
商业为主混合区 

宗地地形 平坦 较平坦 无明显起伏 有明显坡度 坡度较大 

三级工业宗地地价修正系数表 

修正因素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道路通达情况 0.008 0.004 0 -0.004 -0.008 
距火车站距离 0.0048 0.0024 0 -0.0024 -0.0048 
距公共交战点距离 0.0072 0.0036 0 -0.0036 -0.0072 
距长途汽车站距离 0.0056 0.0028 0 -0.0028 -0.0056 
距高速出入口距离 0.0067 0.0034 0 -0.0034 -0.0067 
距离货运中心的距离 0.0046 0.0023 0 -0.0023 -0.0046 
基础设施配套状况 0.0301 0.015 0 -0.015 -0.0301 
产业集聚状况 0.0213 0.0106 0 -0.0106 -0.0213 
区域劳动人口密度 0.0054 0.0027 0 -0.0027 -0.0054 
宗地形状 0.0061 0.003 0 -0.003 -0.0061 
用地规划类型 0.0072 0.0036 0 -0.0036 -0.0072 
宗地地形 0.0056 0.0028 0 -0.0028 -0.0056 

影响地价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之和（ΣK）的确定 

道路通达情况 距主干道 300-450 米或距次干道 150-200 米 一般 0 
距火车站距离 距火车站 4500-6000 米 较劣 -0.0024 

距公共交战点距离 距公交站点 300-450 米 一般 0 
距长途汽车站距离 盘锦长途汽车客运站约 5km 较劣 -0.0028 
距高速出入口距离 距盘锦北高速收费口约 6.4km 较优 0.0034 

距离货运中心的距离 盘锦市第一运输公司 2.4 公里 较优 0.0023 
基础设施配套状况 五通，保证率 100% 优 0.0301 
产业集聚状况 主要工业产业集聚区 优 0.0213 

区域劳动人口密度 6000-8000 人/平方千米 优 0.0054 
宗地形状 正方形、长方形 优 0.0061 

用地规划类型 工业、仓储用地或工业开发区 优 0.0072 
宗地地形 平坦 优 0.0056 

ΣK   0.0762 

②确定宗地用途修正系数(S1) 

评估对象设定用途为工业用地，《盘锦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区土地级别及

基准地价标准的通知》盘政发[2016]18 号文件（2016 年 5 月 6日公布），故不进

行修正。即：S1=1 

③确定年期修正系数(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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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估宗地为国有出让取得。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土地使用年限修正系数公式为： 

k=[1-1÷(1+r)m]/[1-1÷(1+r)n] 

式中：k—土地使用年期修正系数； 

      r—土地还原利率按 5.5%。依据《盘锦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区土地级

别及基准地价标准的通知》盘政发[2016]18 号文件（2016 年 5 月 6日公布）； 

      m—土地剩余使用年限（48.69 年）； 

      n-土地 高使用年限（50 年） 

则，年期修正系数为 0.9946。 

④确定容积率修正系数(S3) 

委估宗地为工业用地，根据《盘锦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区土地级别及基准

地价标准的通知》盘政发[2016]18 号文件（2016 年 5 月 6日公布）及配套文件，

容积率不进行修正。则：容积率为 1。 

⑤确定期日修正系数(S4) 

根据盘锦市国土资源网站公布的盘锦市地价动态监测报告信息2016年工业用

地地价指数为 403， 2018 年工业用地地价指数为 414。 

则交易日期修正系数为 414/403=1.0273。 

⑥确定土地开发程度差异修正值(M)  

委估宗地所在级别为三级工业用地，基准地价内涵为宗地红线外通上水、通

下水、通讯、通电、通路，宗地红线内土地平整；“五通一平”，评估设定开发

程度为宗地红线外通上水、通下水、通讯、通电、通路，宗地红线内土地平整；

“五通一平”。因此开发程度不需进行修正。 

即 M=0 元/平方米。 

⑦出让土地价格 

Pi= Pj×[1+∑Ki]×S1×S2×S3×S4±M 

=373.00×（1+0.0762）×1×0.9946×1×1.0273+0 

=410.00 元/平方米 

3.地价的确定 

根据地价评估技术规程及估价对象具体情况，评估人员采用市场比较法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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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分别对估价对象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见下表。 

宗地地价表 

市场比较法评估结果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结果 取两种方法的平均值为评估值 

412.00 410.00 411.00  

从上表得知，市场比较法与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值差异较小，故此次取

平均值取两种方法的平均值为评估值。 

十、 评估结果及分析 

（一）评估结果 

根据地价评估技术规程及估价对象具体情况，估价人员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

法和市场法得出的评估结论算数平均后的得出对估价对象的评估单价，评估结果

见下表。 

序

号 
土地使用权证号 面积（㎡） 原始入账价值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

率（%） 

1 
辽（2017）盘锦市不

动产权第 1003491 号 
5302.5 2,177,688.00 2,119,616.32 2,179,328.00 2.82 

（二）评估结果分析 

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 2,119,616.32 元，土地评估值为 2,179,328.00 元，增值率为

2.82%，增值的主要原因是：近两年内双台子地区地价略有上升。 

十一、特殊事项及说明 

评估结果仅为土地使用权价值，地上 2 栋房屋未纳入评估范围。本次评估

未考虑该事项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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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评估结论及分析 

一、 评估结论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受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

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实施了实地勘察，对辽宁华锦

化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申报的资产进行了评估。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如下评

估结论： 

辽宁华锦化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委估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908.79 万元，负债账

面价值 0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908.79 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总资产为 914.76 万元，负债为 0 万元，净资产为

914.76 万元，评估增值 5.97 万元，增值率 0.66%。 

评估汇总情况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696.83 696.83 - -

非流动资产 211.96 217.93 5.97 2.82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 - - 

      投资性房地产 - - - 

      固定资产 - - - 

      在建工程 - - - 

      无形资产 211.96 217.93 5.97 2.82

          土地使用权 211.96 217.93 5.97 2.82

      其他 - - - 

资产总计 908.79 914.76 5.97 0.66

流动负债 - - - 

非流动负债 - - - 

负债总计 - - - 

净资产 908.79 914.76 5.97 0.66

二、 增减值分析 

土地使用权评估后增值 5.97 万元，增值率为 2.82%，增值的主要原因是：近

两年内盘锦市地价略有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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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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