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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关于本资产评估说明使用范围的声明 

 

 

 

本资产评估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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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规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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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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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企业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的说明 

 

一、 委托人与产权持有单位概况 

本项目委托人与产权持有单位均为深圳市振华微电子有限公司。 

（一）委托人与产权持有单位概况 

1. 名称：深圳市振华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微电子”或 “委托人”、

“产权持有单位”）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267315G  

3.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4. 住    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工业村W1号厂房3层B1、2层B1区 

5. 法定代表人：陈刚 

6. 成立日期：1994年5月5日 

7. 营业期限：1994年5月5日至2034年5月5日 

8. 注册资本：陆仟捌佰壹拾万元整 

9. 经营范围：开发销售厚膜、薄膜混合集成电路及网络、半导体集成电路、微

电路模块、开关电源、整流电源、充电器、电子产品；提供相关技术服务；电子元

器件、材料的购销；电子元器件检测；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经营进出

口业务。^生产厚膜、薄膜混合集成电路、半导体集成电路、微电路模块、开关电

源、整流电源、充电器、电子产品。历史沿革 

10. 历史沿革 

中国振华（深圳）电子工业公司和中国振华（集团）新云电子元器件有限责任

公司（国营第四三二六厂）共同出资组建，1998年10月28日吸纳中国振华（集团）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参股，注册资本增至4310万元，1999年3月4日新增注册资本2500万

元，变更后注册资本为6810万元，此次增资由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货币出资。此次增资行为已经深圳中洲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于1999年5月8日出具了

深中洲（1999）验字第068A号验资报告。 

截至评估基准日振华微电子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960.93 87.53 

中国振华（集团）新云电子元器件有限责任公司

（国营第四三二六厂） 
849.07 12.47 

合    计 6,810.00 100.00 

11. 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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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华微电子近二年及评估基准日主要资产经营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0月31日 

资产总额 43,680.13  44,105.98  48,581.79  

负债总额 26,879.72  27,020.19  31,168.06  

所有者权益 16,800.40  17,085.79  17,413.73  

项     目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1-10月 

营业收入 20,592.56  19,906.27  16,530.48  

利润总额 1,034.06     1,152.90  1,243.04  

净利润 1,020.75      1,143.87  1,243.04  

以上财务数据来自振华微电子提供的财务报表，其中： 

2016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中

天运 [2017] 审字第90509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7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中

天运 [2018] 审字第90912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8 年度 1—10 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产权持有单位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振华微电子应收账款，在资产负债表日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振华

微电子根据其账面价值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差额确认减值损失。经测试无

特殊风险的应收款项，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情况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4 

1至2年（含2年） 10 

2至3年（含3年） 30 

3至4年（含4年） 50 

4至5年（含5年） 60 

5年以上 100 

 

二、 关于经济行为的说明 

振华微电子拟向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应收账款。本次对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振华微电子指定的应收账款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该经济行为

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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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经济行为文件为2018年11月2日振华微财[2018]64号深圳市振华微电子有限

公司关于应收账款证券化评估立项的请示。 

 

三、 关于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的说明 

（一）评估对象 

本次评估对象为振华微电子的单项资产。 

（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范围为本次评估范围为振华微电子申报的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对指

定的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6,038.43 万元。 

振华微电子纳入此次评估范围的资产类型、账面构成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流动资产 6,038.43   

其中：应收账款 6,038.43   

资产总计 6,038.43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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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关于评估基准日的说明 

本次评估的基准日为2018年10月31日。 

选定该基准日主要考虑该日期与评估目的预计实现的时间相近，以保证评估结

果有效服务于评估目的，尽量减少和避免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对评估结果造成

较大影响。 

 

五、 可能影响评估工作的重大事项说明 

无。 

 

六、 资产负债情况说明 

（一） 资产清查情况说明 

1．清查范围 

列入本次清查范围的是振华微电子申报的单项资产。截止评估基准日2018年10月

31日，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资产如下：应收账款6,038.43 万元，共有10户，账龄全部

是一年以内。 

2．清查工作的组织、实施 

振华微电子组织相关人员，于2018年11月2日至2018年11月4日对评估范围内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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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进行了清查，资产清查的主要过程是：对账面资产、债权进行了核实，确认账实

相符并查看资产状况。 

3．清查结论 

经过清查，资产评估的申报工作基本满足评估的要求。 

 

七、 资料清单 

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已向评估机构提供如下资料： 

1.《资产评估申报表》； 

2. 振华微电子开营业执照、章程； 

3. 振华微电子提供的2016年、2017年的审计报告和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报表； 

4. 应收账款记账凭证、发票及销售合同等； 

5. 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承诺函； 

6. 其他相关资料。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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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签字盖章页） 

 

 

 

 

 

 

 

 

 

 

 

        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深圳市振华微电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18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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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资产清查核实情况说明 

 

一、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说明 

（一）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内容 

1．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是在评估基准日振华微电子的单项资产。 

2．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范围为本次评估范围为振华微电子申报的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对指

定的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6,038.43 万元。 

振华微电子纳入此次评估范围的资产类型、账面构成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流动资产 6,038.43   

其中：应收账款 6,038.43   

资产总计 6,0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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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评估范围内的资产权属状况： 

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委托资产评估业务，应当依法提供资产评估对象法律

权属等资料，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资产评估师对委托人和其他相关

当事人提供的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进行核查验证，并对核查验证情况予以披

露。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资产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

业意见，对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确认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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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对资产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提供保证。 

（二）实物资产的分布情况及特点 

无。 

 

二、资产核实总体情况说明 

（一）资产核实人员组织、实施时间和过程 

评估人员在进入现场清查前，制定现场清查实施计划，同时于2018年11月2日至

2018年11月4日进行现场的核查工作。清查工作结束后，小组对清查核实及现场勘察

情况进行工作总结。清查核实的主要步骤如下： 

首先，派遣评估人员辅导企业财务和资产管理相关人员在资产清查的基础上，

填报“评估申报明细表”；收集并整理相关资产的产权权属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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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依据评估申报明细表，对申报资产进行核实。根据清查结果，由企业进

一步补充、修改和完善评估申报明细表，使“表”、“实”相符。 

再次，核实评估资料，主要是核实应收账款销售合同、记账凭证、账面记录、

坏账计提及实际发生情况、应收账款实际回收时间等。 

（二）影响资产核实的事项及处理方法 

无。 

（三）核实结论 

资产评估人员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的实际状况进行了认真、详细的清查，通过

清查核实发现：评估申报明细表与实际情况吻合。 

在资产清查过程中，资产评估人员坚持了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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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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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资产评估说明 

 

一、应收账款评估说明 

（一）评估范围 

振华微电子本次申报评估的应收账款为60,384,276.09元，共有54户，账龄全部是

一年以内。 

（二）.评估过程及方法 

对上述评估范围内的应收账款，评估人员根据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

经过逐项核实，在账表一致的基础上，核实了账簿记录、抽查了部分原始凭证等相

关资料，核实交易事项的真实性、账龄、业务内容和金额等，并进行了函证，核实

结果账、表、单金额相符。 

本次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评估公式如下： 

应收账款评估值=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n×i 

i——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n——评估基准日至应收账款回收日的时间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应收账款账面余额-预计坏账损失 

预计坏账损失确定：参照企业计提坏账准备政策 

三、案例 

案例1：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见应收账款评估明细表   序号49） 

（1）债权基本情况 

客户名称为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企业类型为中央企业，所属集团为中航工业

集团，客户所在地为河南省洛阳市解放南路166号。与振华微电子已合作204个月，

本次申报余额为6,945,352.89元，发生时间为2018年10月29日 ，为浪涌抑制器销售

款，账龄为1年以内。 

（2）评估方法 

本次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评估公式如下： 

应收账款评估值=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n×i 

i——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n——评估基准日至应收账款回收日的时间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应收账款账面余额-预计坏账损失 

预计坏账损失确定：参照企业计提坏账准备政策 

（3）评估过程 

根据企业应收账款计提坏账损失政策，1年以内的坏账损失比率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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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应收账款账面余额-预计坏账损失 

=6,945,352.89×(1－4%) 

                  =  6,667,538.77（元） 

企业最近3年1期对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的回款时间统计为4个月，此笔债权实际

发生时间为2018年10月29日，至评估基准日已经过0.1个月，剩余回款时间为3.9个

月，1年内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4.35%。 

应收账款评估值=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n×i 

              =6,667,538.77－6,667,538.77×（4-0.1）×4.35%/12 

              = 6,572,470.78（元） 

四、评估结果 

应收账款账面值为6,038.43万元；评估值为5,687.16万元，减值额为351.27万元，

减值率为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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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评估结论及分析 
 

 

一、评估结论 

本着独立、公正、科学、客观的原则，运用资产评估既定的程序和公允的方

法，对振华微电子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实施了实地勘察、询证和评估计算，采用成

本法进行了评估，得出委估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5,687.16万元，与账面价值

6,038.43万元相比，评估减值351.27 万元，减值率为5.82%。具体明细如下： 

振华微电子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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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资产 6,038.43   5,687.16  -351.27   -5.82  

其中：应收账款 6,038.43   5,687.16  -351.27   -5.82  

资产总计 6,038.43   5,687.16  -351.27   -5.82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详见评估结果汇总表及各类资产评估明细表。 

二、评估结论与账面价值比较变动情况及原因 

本次评估的振华微电子指定应收账款账面值为6,038.43 万元；评估值为5,687.16

万元，减值额为351.27 万元，减值率为5.82%。主要原因为： 

1、评估价值根据产权持有单位具体情况考虑了预计坏账损失； 

2、评估价值根据对客户历史收款情况考虑了应收账款回收时间对评估价值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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