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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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由委托人、产权持有单位申报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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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已提请委托人及其他相

关当事人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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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按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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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用成本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拟以部分

固定资产和土地使用权等资产对航天瑞奇电缆有限公司增资事宜涉

及的拟增资的资产组合在 2018 年 4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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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

(航电办[2018]57 号)，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拟用部分固定资产和土地

使用权等资产对航天瑞奇电缆有限公司增资，需对所涉及的拟增资的

资产进行评估，为委托人提供价值参考。 

评估对象：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拟对航天瑞奇电缆有限公司增

资的固定资产和土地使用权。 

评估范围：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拟对航天瑞奇电缆有限公司增

资的固定资产和土地使用权，具体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和土地

使用权。 

评估基准日：2018 年 4 月 30 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成本法 

评估结论：评估基准日，委托评估的资产账面价值为 19,613.72

万元，评估价值为 24,384.62 万元，评估增值 4,770.90 万元，增值率

24.32%。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重要提示 

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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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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8 年 4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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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建筑物 1  13,872.58  13,710.38  -162.20  -1.17 

设备类资产 2  1,950.27  2,109.87  159.60  8.18 

土地使用权 3  3,790.87  8,564.37  4,773.50  125.92 

合计 4  19,613.72  24,384.62  4,770.90  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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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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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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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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拟以部分固定资产和土地使用权等资产 

对航天瑞奇电缆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按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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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用成本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拟以部分

固定资产和土地使用权等资产对航天瑞奇电缆有限公司增资事宜涉

及的拟增资的资产组合在 2018 年 4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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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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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评估的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均为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包括航天瑞奇电

缆有限公司。 

(一)委托人暨产权持有单位简介 

企业名称：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电工集团”) 

法定住所：硚口区古田一路 2 号 

经营场所：硚口区古田一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万彦辉 

注册资本：陆亿叁仟柒佰陆拾贰万玖仟捌佰壹拾捌元柒角玖分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电工技术研发；新材料的开发和应用；电线电缆

制造、安装；电缆技术开发、转让服务；开发产品销售；技术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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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电工、电气设备制造及销售；房产及机械设备租赁。(依法须

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 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企业名称：航天瑞奇电缆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后官湖大道 536 号 

经营场所：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后官湖大道 536 号 

法定代表人：李建奎 

注册资本：25,000.00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电线电缆制造、安装(不含承装、承修、承试的

供电设施和受电设施)；电缆技术开发、转让；电工电器产品开发与

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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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委托人和产权持有单位之间的关系 

委托人与产权持有单位均为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四)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航天瑞奇电缆有限公司和国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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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航电办

[2018]57 号)，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拟用部分固定资产和土地使用权

等资产对航天瑞奇电缆有限公司增资，需对所涉及的拟增资的资产进

行评估，为委托人提供价值参考。 

三、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 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是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拟向航天瑞奇电缆有限公司

增资的固定资产和土地使用权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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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是产权持有单位申报评估的固定资产和土地使用权。评

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包括机器设备、房屋建(构)筑物、无形

资产等，资产账面价值为 19,613.7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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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账面价值未经审计。 

评估范围内主要资产的情况如下： 

1.房屋建筑物 

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屋建(构)筑物为“电缆新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项目地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本项目一期主要包

括 3 号厂房(含动力中心)、4 号厂房、科研综合楼、门房及其他配套

设施，实际建筑面积共计 62,745.19 平方米。 

(1)房屋建筑物详细情况如下： 

3 号厂房位于生产区域西侧的中间，1 层局部 2 层，建筑面积

13,183.96 平方米，占地面积 12,056.99 平方米，生产车间部分为门式钢

架结构，辅助用房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高度 13 米，建筑等

级 2 级，耐火等级 2 级。 

4号厂房位于生产区域的北侧，1层局部6层，建筑面积为39,497.07

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 29,873.11 平方米，生产车间为门式钢架结构，

生产车间北端局部为办公区域，共 2 层，交联楼部分为钢筋混凝土框

架结构，建筑等级 2 级，耐火等级 2 级。 

科研综合楼位于厂区西南侧，建成于 2013 年 5 月。建筑面积为

9,636.36 平方米，占地面积 2,522.33 平方米，分为科研楼 5 层与综合楼

6 层。科研综合楼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外墙采用钢筋混凝土墙贴面

砖，内墙部分，员工食堂厨房、卫生间部分采用釉面砖内墙，其他部

分采用石灰砂浆外墙。窗户采用塑钢框料，中空玻璃推拉窗，楼地面

采用玻化砖与防滑地砖。 

(2)构筑物详细情况如下： 

构筑物主要包括：厂区围墙、道路、管网、货场、厂区绿化景观

及其他附属设施。其中货场建筑面积 11,200 平方米，布置 2 台 20t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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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工作制龙门吊，配套布置 4 条钢筋混凝土轨道基础；道路与管网共

有 3 纵 5 横 8 条混凝土路，道路宽度有 4 米、6 米、9 米、12 米；绿

化工程包括厂区绿化、园林喷灌、标准停车位、文化广场、中心广场、

休闲长廊等工程，整个厂区绿化率为 14.3%，绿化面积为 18,969 平方

米。 

评估基准日，房屋建(构)筑物的基础、沉重构件及房屋建筑物的

墙体、屋面、楼地面、内外装修、门窗、上下水、照明等均使用良好，

所有房屋目前正常使用。 

2.机器设备 

纳入评估范围的机器设备包括机器设备、车辆和电子设备，具体

情况如下： 

纳入评估范围的机器设备主要是生产电缆的设备，具体包括成缆

机、绕包机、挤塑机、框绞机、拉丝机、35KV 交联生产线、高精密

高压电容电桥、电缆故障综合测试仪、干式变压器、起重机、CCV-

测偏仪、喷码机、工频火花机、叉车、电加热蒸汽锅炉等生产设备、

检修设备及检验设备等，共计 84 项，这部分设备在评估基准日时能

正常生产，所有设备运行状况良好。 

纳入评估范围的车辆共计三辆，型号分别为朗逸牌 SVW7167HSD、

奥迪牌 FV7201TFCVTG、大众牌 FV7160BBAGG，车辆在评估基准日均

能正常使用，行驶状况良好。 

纳入评估范围的电子设备主要为办公电子设备和办公用家具，具

体包括电脑、打印机、装订机、监控设备、投影仪、空调及办公家具。

上述设备用于公司各科室办公，由各科室使用人负责保管和维护，在

评估基准日，电子设备使用状态良好。 

3.土地使用权 

纳入评估范围的无形资产为土地使用权，该宗土地使用权的情况

如下： 

 

土地权证编

号 

宗地

名称 

土地位

置 

是否

空地 

取得日

期 

用地

性质

他项

权利

土地

用途

准用

年限 

开发

程度 
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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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2018)武

汉市经开不

动产权第

0010527 号 

厂区

用地 

武汉经

济技术

开发区

3W1 地块 

否 2010/1/10 出让 无 工业 50 
五通

一平 
132,780.93 

四、 价值类型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市场条件、评估对象自身条件等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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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基准日是 2018 年 4 月 30 日。 

确定该评估基准日主要考虑资产评估是对某一时点的资产提供

价值参考，本着有利于保证评估结果有效地服务于评估目的，准确划

定评估范围，准确高效地清查核实资产，合理选取评估作价依据的原

则，选择与资产交割日较接近的日期作为评估基准日。本次评估基准

日由委托人确定，并在评估业务约定书中作了相应约定。 

六、 评估依据 

(一) 经济行为依据 

《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航电办[2018]5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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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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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

第 86 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9 年 08 月 27 日第十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6.《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 年 3 月 16 日第十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7.《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 年 10 月 28 日第十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8.《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378 号，国务

院令第 588 号修订)； 

9.《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91 号)； 

10.《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令第 12 号)； 

11.《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资委产权[2006]274 号)； 

12.《关于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审核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国

资产权[2009]941 号)； 

13.《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指引》(国资发产权[2013]64

号)； 

14.《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33 号)、《财政部

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财政部令第 76 号)；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令第 65 号)；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2013 年 12 月 7

日国务院令第 645 号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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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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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7]31 号)；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7]34 号)；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17]39 号)；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38 号)； 

8.《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 号)； 

9.《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 号)； 

10.《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7]32 号)； 

11.《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12.《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中评协[2017]42 号)。 

(四) 权属依据 

1．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 

2．不动产权证书； 

3．机动车行驶证； 

4．设备购置发票； 

5．其他有关产权证明。 

(五) 取价依据  

1.《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境

保护部令 2012 年第 12 号)； 

2.评估基准日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及外汇汇率； 

3.《湖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及统一基价表》、《湖北省安装

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单位估价表》、《湖北省土石方工程消耗量定额及

统一基价表》(鄂建文[2013]66 号文)、《湖北省建筑工程费用定额》 (鄂

建文[2013]66 号文)； 

4.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湖北省建筑业营改增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调整过渡方案>的通知》(鄂建文[2016]24 号)； 

5.《湖北工程造价管理》(2018 年第 2 期(双月刊))； 

6.《机电产品报价手册》(2018 年)； 

7.企业提供的相关工程预决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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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企业与相关单位签订的工程承发包合同； 

9.评估人员现场勘察记录及收集的其他相关估价信息资料； 

10.《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的通知》

(财建[2016]504 号)； 

11.《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费

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1]534 号)； 

12.与此次资产评估有关的其他资料。 

(六) 其他参考依据 

1.《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 

2.《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18507-2014)；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试行)》(城住字[1984]第 678 号)； 

5.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资产清单和评估申报表； 

6.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信息库。 

七、 评估方法 

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

以及三种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条件，本次评估选用成本法对房屋建筑

物进行评估；选用成本法和收益法对机器设备进行评估；选用市场法

和基准地价修正法对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 

各项资产的具体评估方法介绍如下： 

(一)房屋建筑物 

根据各类房屋建(构)筑物的特点、评估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

等相关条件，采用成本法评估，成本法计算公式如下： 

评估值=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 

1.重置成本的确定 

房屋建筑物的重置成本一般包括：建安综合造价、前期及其他费

用、资金成本及可抵扣增值税。房屋建筑物重置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重置成本=建安综合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可抵扣的

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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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安综合造价 

①对于大型、价值高、重要的建(构)筑物采用预(决)算调整法确定

其建安综合造价，即以待估建(构)筑物竣工图及相关资料和审核后结

算工程量，按现行工程预算定额、综合费率，分别计算得出基准日时

的建安工程税前造价及含税建安工程造价。 

②对于一般性建(构)筑物，按其结构类型跨度、层高、装修水平

等影响建筑造价的因素分类确定其基准单方造价，该单方造价反映了

该类型建(构)筑物在评估基准日及所在地区正常的施工水平、施工质

量和一般装修标准下的造价情况。在此基础上根据建(构)筑物的特点

(如不同的层高、跨度、特殊装修、施工困难程度等)和现场勘查情况，

对单方造价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确定建安工程税前造价及含税建安

工程造价。 

(2)前期及其他费用 

建设工程前期及其他费用按照委估房屋建(构)筑物的工程建设投

资额，参照行业、国家或地方政府规定的收费标准计取。前期及其他

费用名称、计费基础、计费标准、计费依据如下表： 

序号 费用名称 计算公式 
费率(%、

元/㎡) 

不含税费率

(%、元/㎡)
依据 

一 勘察设计费 建筑工程费×费率 2.70% 2.55% 
国家计委、建设部计价格

[2002]10 号 

二 建设工程监理费 建筑工程费×费率 2.00% 1.89% 发改价格[2007]670 号 

三 招标代理服务费 建筑工程费×费率 0.18% 0.17% 发改价格[2011]534 号 

四 建设单位管理费 建筑工程费×费率 1.21% 1.21% 财政部财建[2016]504 号 

五 前期工程费         

1 可行性研究费 建筑工程费×费率 0.40% 0.38% 计价格[1999]1283 号 

2 环境影响评价费 建筑工程费×费率 0.08% 0.08% 计价格[2002]125 号 

六 白蚁防治费 建筑面积×费率 1.4 1.4 鄂价房服[2016]99 号 

七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建筑面积×费率 120 120 鄂价工服〔2016〕14 号 

(3)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按委估房屋的合理建设工期，参照评估基准日中国人民

银行发布的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以建安综合造价、前

期及其他费用等总和为基数按照资金均匀投入计取。 



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拟以部分固定资产 

和土地使用权等资产对航天瑞奇电缆有限公司增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3 

资金成本=(建安综合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合理建设工期×贷款

基准利率×1/2 

(4)可抵扣增值税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对于符合增值税抵扣条件的房屋类资产，计

算出可抵扣的增值税。 

2.成新率的确定 

对于大型、价值高、重要的建(构)筑物，依据其经济寿命年限、

已使用年限，通过对其进行现场勘查，对结构、装饰、附属设备等各

部分的实际使用状况作出判断，综合确定其尚可使用年限，然后按以

下公式确定其综合成新率。 

综合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00% 

3.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 

(二)机器设备 

根据各类机器设备的特点、评估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

条件，主要采用成本法评估。对于已停产但在二手市场交易活跃的车

辆及电子设备，采用市场法。 

1.成本法 

成本法计算公式如下： 

评估价值=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 

(1)重置成本的确定 

对于需要安装的设备，重置成本一般包括：设备购置费、运杂费、

安装工程费、建设工程前期及其他费用和资金成本等；对于不需要安

装的设备，重置成本一般包括：设备购置费和运杂费。同时，根据“财

税[2008]170 号”及“财税[2016]36 号”文件及相关地方、行业计价依

据调整文件规定，对于符合增值税抵扣条件的，重置成本扣除相应的

增值税。设备重置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需要安装的设备重置成本=设备购置费+运杂费+安装工程费+基

础费+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可抵扣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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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安装的设备重置成本=设备购置费+运杂费+基础费-可抵扣

增值税 

如果设备基础是独立的，或与建筑物密不可分，设备基础费在房

屋建筑物类资产中评估考虑，否则并入安装工程费计算。 

①设备购置费的确定 

对于大型关键设备，主要是通过向生产厂家咨询评估基准日市场

价格，或参考评估基准日近期同类设备的合同价确定购置费；对于小

型设备主要是通过查询评估基准日的市场报价信息确定购置费；对于

没有市场报价信息的设备，主要是通过参考同类设备的购置费确定。 

②设备运杂费的确定 

设备运杂费依据设备生产厂家与设备安装地的距离、以及设备运

输方式进行计算，运杂费的计算公式： 

设备运杂费=设备购置费×运杂费费率 

运输里程 取费基础 费率(%) 运输里程 取费基础 费率(%) 

100KM 以内 出厂价 1 1250KM 以内 出厂价 3.3 

200KM 以内 出厂价 1.2 1500KM 以内 出厂价 3.8 

300KM 以内 出厂价 1.4 1750KM 以内 出厂价 4.3 

400KM 以内 出厂价 1.6 2000KM 以内 出厂价 4.8 

500KM 以内 出厂价 1.8 2000KM 以上每增

250KM 增加 
出厂价 0.5 

750KM 以内 出厂价 2.3 

1000KM 以内 出厂价 2.8 -- -- -- 

若取得的设备报价为到场价，则不再单独计算运杂费。 

③安装工程费的确定 

对专业生产设备，按照行业规定的取费标准、依据相关定额，编

制预算等确定；通用设备依据《资产评估常用数据和参数手册》提供

的安装费参考费率，同时考虑设备的安装的难易程度和产权持有单位

以往有关设备安装费用支出情况综合确定。 

④基础费的确定 

对于需要安装的专业生产设备，按照所在行业颁布的概算指标中

规定的标准取值。 

⑤前期及其他费用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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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前期及其他费用按照产权持有单位的工程建设投资额，

参照行业、国家或地方政府规定的收费标准计取。前期及其他费用名

称、计费基础、计费标准、计费依据如下表： 

序号 费用名称 计算公式 含税费率 依据 

一 勘察设计费 建筑工程费×费率 2.70% 国家计委、建设部计价格[2002]10 号

二 建设工程监理费 建筑工程费×费率 2.00% 发改价格[2007]670 号 

三 招标代理服务费 建筑工程费×费率 0.18% 发改价格[2011]534 号 

四 建设单位管理费 建筑工程费×费率 1.21% 财政部财建[2016]504 号 

五 前期工程费       

1 可行性研究费 建筑工程费×费率 0.40% 计价格[1999]1283 号 

2 环境影响评价费 建筑工程费×费率 0.08% 计价格[2002]125 号 

总计 6.57%   

⑥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按照产权持有单位的合理建设工期，参照评估基准日中

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以设备购置费、

运杂费、安装工程费、前期及其他费用等费用总和为基数按照资金均

匀投入计取。资金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资金成本=(设备购置费+运杂费+安装工程费+基础费+前期及其

他费用)×合理建设工期×贷款基准利率×1/2 

⑦设备购置费中可抵扣的增值税 

根据《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8]170 号)，对于符合增值税抵扣条件的机器设备，其重置成本扣

除可抵扣增值税。其中： 

设备购置费中增值税抵扣=设备购置费/(1+17%)×17% 

运杂费增值税抵扣=设备运杂费/(1+11%)×11% 

安装工程费中增值税抵扣=安装工程费/(1+11%)×11% 

基础费增值税抵扣=设备基础费(1+11%)×11% 

其他费中增值税抵扣=其他费(可抵扣部分)/(1+6%)×6% 

(2)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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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设备使用情况、工程环境、保养、外观、开机率、完好率

的现场考察，查阅必要的设备(仪器)运行、事故、检修、性能考核等

记录进行修正后予以确定。 

对于专用设备和通用机器设备，主要依据设备经济寿命年限、已

使用年限，通过对设备使用状况、技术状况的现场勘查了解，确定其

尚可使用年限，然后按以下公式确定其综合成新率，其计算公式为： 

综合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00% 

(3)评估值的确定 

设备评估值=设备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 

2.市场法 

对于已停产但市场二手交易活跃的电子设备，采用市场法评估。 

(三)土地使用权 

1.评估方法选择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土地通行的估价方法有市

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以及假设开发法、基准

地价修正法等衍生方法。估价方法的选择按照《资产评估执业准则-

不动产》的规定，根据当地地产市场发育情况并结合待估宗地的具体

特点及估价目的，选择适当的估价方法。此次评估我们主要从以下几

个方面考虑： 

(1)市场法：待估宗地所在区域可以找到与待估宗地相类似的、近

期已经发生交易的市场交易案例，可采用市场法评估； 

(2)成本法：由于待估宗地所在区域内土地用途已发生较大的变化，

成本法的价值不能真实反映委估宗地的价值，因此，不宜选用成本法

进行评估； 

(3)基准地价修正法：由于委估宗地位于武汉市公布的基准地价范

围内，且具有详细的修正体系，因此，可采用基准地价修正法进行评

估； 

(4)假设开发法：委估宗地内均已修建了办公楼、厂房等，已有明

确的建(构)筑物，因此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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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和基准地价修正法对待估宗地进

行评估。 

2.评估方法介绍 

(1)市场法 

市场法的基本原理是，根据替代原则，将估价对象与在估价时点

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土地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土地的已知价格作出

适当的修正，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市场法其计

算公式为： 

估价对象土地价格＝可比实例价格×(估价对象交易情况指数/比

较案例交易情况指数)×(估价对象交易日期土地价格指数/比较案例交

易日期土地价格指数)×(估价对象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案例区域因

素条件指数)×(估价对象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案例宗地个别因素条

件指数)。 

(2)基准地价修正法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指在求取一宗待估宗地价格时，根据当地

基准地价水平，参照与待估宗地相同土地级别或均质区域内该类用地

地价标准和各种修正因素说明表，根据两者在区域条件、个别条件、

土地使用年限、市场行情、容积率、微观区位条件等，确定修正系数，

修正基准地价从而得出估价对象地价的一种方法。其基本公式如下： 

Pi=P×(1±K)×ΠS 

式中：Pi—估价对象地价 

P—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的基准地价 

K—地价区位影响因素总修正值 

ΠS—估价对象个别因素修正系数的乘积 

其中： 

Ki—第 i 个区位因素修正值 

八、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评估人员于 2018 年 4 月 30 日至 2018 年 9 月 25 日对评估对象涉

及的资产实施了评估。主要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如下： 





n

i
iK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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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接受委托 

2018 年 4 月 30 日，我公司与委托人就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

估范围、评估基准日等评估业务基本事项，以及各方的权利、义务等

达成一致，并与委托人协商拟定了相应的评估计划。 

(二) 前期准备 

1.拟定评估计划 

2.组建评估团队 

3.实施项目培训 

(1)对产权持有单位人员培训 

为使产权持有单位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理解并做好资产评估

材料的填报工作，确保资产评估申报材料的质量，我公司准备了企业

培训材料，对产权持有单位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并派专人对资产评

估材料填报中碰到的问题进行解答。 

(2)对评估人员培训 

为了保证评估项目的质量和提高工作效率，贯彻落实拟定的资产

评估方案，我公司对项目团队成员讲解了项目的经济行为背景、评估

对象涉及资产的特点、评估技术思路和具体操作要求等。 

(三) 现场调查 

评估人员于 2018 年 5 月 7 日至 2018 年 5 月 10 日对评估对象涉及

的资产进行了必要的清查核实。 

1.指导产权持有单位填表和准备应向评估机构提供的资料 

评估人员指导产权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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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审查和完善产权持有单位填报的资产评估明细表 

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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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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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明细表”有无漏项等，同时反馈给产权持有单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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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人员在产

权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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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人员根据现场实地勘查结果，并和产权持有单位相关人员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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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屋建筑物、车辆和土地使用权等资

产的产权证明文件资料进行查验，对权属资料不完善、权属不清晰的

情况提请企业核实或出具相关产权说明文件。 

(四) 资料收集 

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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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的依据。 

(五) 评定估算 

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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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评估结论进行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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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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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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

变化； 

2.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有关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

发展政策无重大变化； 

3.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有关的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

性征收费用等无重大变化； 

4.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5.假设评估范围内资产按原用途原地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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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师及本评估机构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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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评估结论如下： 

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账面价值

为 19,613.72 万元，评估价值为 24,384.62 万元，评估增值 4,770.90 万元，

增值率 24.32%。 

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8 年 4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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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建筑物 1 13,872.58 13,710.38 -162.20 -1.17 

设备类资产 2 1,950.27 2,109.87 159.60 8.18 

土地使用权 3 3,790.87 8,564.37 4773.50 125.92 

合计 4 19,613.72 24,384.62 4,770.90 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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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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水平和专业能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 

(一)本次评估结果为不含增值税价； 

(二)评估基准日，本次纳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账面值未经审计； 

(三)评估基准日，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的部分房屋未办理不动

产权证，未办证的建筑面积为 427.80 平方米，本次委估房产中未办理

不动产权证的房屋构筑物评估值未考虑后期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相

关税费； 

(四)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

税〔2018〕32 号)规定，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

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税率为 17%和 11%的，分别调整为 16%

和 10%，本次评估的基准日为 2018 年 4 月 30 日，故本次评估成本法

涉及增值税的按基准日执行税率计算，未考虑上述税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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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

途；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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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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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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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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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被摘抄、引用或者被披

露于公开媒体，需评估机构审阅相关内容，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

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六)本资产评估报告经资产评估师签名、评估机构盖章并经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所出资企业备案后方可正式使用； 

(七)本资产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结论仅对资产评估报告中描述

的经济行为有效，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 

十三、资产评估报告日 

本资产评估报告日为 2018 年 9 月 25 日。 

 

 

 

法定代表人：权忠光 

 

 

 

资产评估师：袁静              资产评估师：李超鹏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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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附件 

附件一、与评估目的相对应的经济行为文件； 

附件二、委托人和产权持有单位营业执照； 

附件三、委托人和产权持有单位产权登记证； 

附件四、评估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 

附件五、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的承诺函； 

附件六、签名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附件七、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评估资格证书

复印件； 

附件八、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评估资格证书复印件； 

附件九、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 

附件十、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卡复印件； 

附件十一、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资产评估师承诺函 

 

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受你公司的委托，我们对你公司拟以部分固定资产和土地使用权

等资产对航天瑞奇电缆有限公司增资行为所涉及的拟增资的资产组

合，以 2018 年 4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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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具备相应的职业资格； 

二、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的约定一致； 

三、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的资产进行了必要的核实； 

四、根据资产评估准则和相关评估规范选用了评估方法； 

五、充分考虑了影响评估价值的因素； 

六、评估结论合理； 

七、评估工作未受到非法干预并独立进行。 

 

 

资产评估师：袁  静 

 

 

 

资产评估师：李超鹏 

 

 

 

2018 年 9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