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临沂市正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说明之 

长期股权投资评估总说明 

鹏信资评报字[2020]第 S090 号 

评估基准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报告提交日期：2020 年 5月 18 日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SHENZHENPENGXINAPPRAISALLIMITED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中路 29 号(彩田路口)福景大厦中座十四楼 

Floor14,MiddleBlock,FujingBuilding,29FuzhongRoad,FutianDistrict,Shenzhen,China  

 电话(Tel):+86755-82406288  传真(Fax):+86755-82420222  

 直线(Dir):+86755-82403555  邮政编码(Postcode):518026  

 http://www.pengxin.com  Email:px@pengxin.com 

 

 

file:///C:/Users/admin/Documents%20and%20Settings/szdzx/Application%20Data/Microsoft/07整体评估模板/项目汇总状况表.xls


 

 

关于「临沂正直」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长期股权投资评估说明目录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1 

 

关于临沂市正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说明之 

长期股权投资评估总说明 

目录 

内容页次 
第 1 章 长期投资的概况及评估方法 ....................................... 1-1 

一、 长期投资概况 ..........................................................1-2 

二、 长期投资的评估方法 ....................................................1-2 

第 2 章 临沂市兰山区正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的评估 ......................... 2-1 

一、 公司概况 ..............................................................2-2 

二、 评估方法 ..............................................................2-5 

三、 流动资产评估说明 ......................................................2-5 

四、 长期待摊费用评估说明 ..................................................2-7 

五、 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说明 ................................................2-7 

六、 流动负债评估说明 ......................................................2-7 

七、 非流动负债评估说明 ....................................................2-7 

八、 设备评估说明 ..........................................................2-8 

九、 评估结果 ..............................................................2-9 

第 3 章 临沂市河东区正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的评估 ......................... 3-1 

一、 公司概况 ..............................................................3-2 

二、 评估方法 ..............................................................3-4 

三、 流动资产评估说明 ......................................................3-4 

四、 长期待摊费用评估说明 ..................................................3-6 

五、 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说明 ................................................3-6 

六、 负债评估说明 ..........................................................3-6 

七、 设备评估说明 ..........................................................3-7 

八、 在建工程评估说明 ......................................................3-8 

九、 房屋建筑物评估说明 ....................................................3-8 

十、 评估结果 .............................................................3-13 

第 4 章 山东正直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的评估 ............................ 4-1 

一、 公司概况 ..............................................................4-2 

二、 流动资产评估说明 ......................................................4-6 

三、 长期股权投资评估说明 ..................................................4-8 

四、 设备评估说明 ..........................................................4-9 

五、 长期待摊费用评估说明 ..................................................4-9 

六、 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说明 ...............................................4-10 

七、 流动负债评估说明 .....................................................4-10 

八、 非流动负债评估说明 ...................................................4-11 



 

 

关于「临沂正直」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长期股权投资评估说明目录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2 

 

九、 在建工程评估说明 .....................................................4-11 

十、 房屋建筑物评估说明 ...................................................4-12 

十一、 评估结果 ...........................................................4-17 

第 5 章 山东正直汽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的评估 .............................. 5-1 

一、 公司概况 ..............................................................5-2 

二、 流动资产评估说明 ......................................................5-4 

三、 设备评估说明 ..........................................................5-6 

四、 其他无形资产评估说明 ..................................................5-6 

五、 长期待摊费用评估说明 ..................................................5-6 

六、 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说明 ................................................5-7 

七、 流动负债评估说明 ......................................................5-7 

八、 评估结果 ..............................................................5-7 

第 6 章 长期股权投资评估结果 .......................................... 6-1 

 



 

  

「临沂正直」长期股权投资评估说明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1-1 
 

 

 

 

第1章 长期投资的概况及评估方法 

 



 

  

「临沂正直」长期股权投资评估说明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1-2 
 

一、长期投资概况 

「临沂正直」申报评估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净值 2,040,000.00 元，共 3 项，具体

情况见下表：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账面值(元) 

1 
临沂市河东区正直机动车检

测有限公司 
200 100% 1,020,000.00 

2 
临沂市兰山区正直机动车检

测有限公司 
200 100% 1,020,000.00 

3 
山东正直二手车交易市场有

限公司 
1000 100% 0.00 

  小计     2,040,000.00 

  减：减值准备      

净值合计     2,040,000.00 
 

注：本次审计未出具模拟架构重组后状态下的「临沂正直」母公司报表，上表中账面值来源于

模拟合并审计报告的 TB 底稿，该等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值系为原始状态下的投资账面值。 

二、长期投资的评估方法 

评估人员通过对被投资单位资产结构、业务内容、经营状况、盈利水平及「临沂正

直」持股比例的分析，结合资料收集等相关条件，对「临沂正直」申报评估的各项长期

投资分别按以下方式进行评估： 

对于未来收益能可靠预测且业务与母公司具有明显协同效应的长期投资单位，以收

益法及资产基础法对被投资企业进行评估，其中： 

收益法评估时采用合并报表口径将母公司及各长期股权投资视为同一整体进行评

估，收益法评估过程详见“第二册、评估说明之第五部分、收益法评估技术说明”； 

本册长期股权投资说明主要为各被投资单位资产基础法评估说明，在采用资产基础

法对被投资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时，以被投资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

估值乘以投资企业占股比例计算长期投资评估值。 

上表中的长期投资单位均采用该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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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概况 

(一)企业基本情况 

1、 注册情况 

企业名称：临沂市兰山区正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直兰山」） 

注册地址：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后岗头村 0032(银雀山路与陶然路交汇北 200 米) 

法定代表人：庄欠栋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期限：2016 年 07 月 06 日至 2036 年 07 月 05 日 

经营范围：机动车安全、性能、环保、综合性能检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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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6 年 07月 06日在临沂市兰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工商登记。 

2、 股东情况 

架构重组完成后，「正直兰山」投资方出资及占股比例如下： 

投资方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临沂市正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200.00 100% 

合计 200.00 100% 
 

(二)企业历史沿革 

2016 年 6月 21 日，「临沂正直」、临沂金湖建材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章程，根据该

章程，「正直兰山」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其中，「临沂正直」认缴出资额为

102 万元，出资比例为 51%；临沂金湖建材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为 98 万元，出资比例为

49%，2016 年 7月 6 日，「正直兰山」经临沂市兰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成立，「正

直兰山」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投资方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临沂市正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102.00 51.00% 

2 临沂金湖建材有限公司 98.00 49.00% 

合计 200.00 100.00% 

2018 年 6月，2018 年 6 月 20日，「正直兰山」作出股东会决议，各股东一致同意以

2017 年 11月 20 日为合并基准日，「正直兰山」吸收合并木文建材,2017 年 11 月 20 日，

「正直兰山」与临沂木文建材有限公司签订《公司合并协议》，该协议约定：「正直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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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吸收合并的形式合并临沂木文建材有限公司，合并后「正直兰山」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300 万元，股权结构变更为「临沂正直」出资 102 万元，持股比例为 34%；金湖建材出资

98 万元，持股比例为 32.67%；赵永伟出资 14 万元，持股比例为 4.67%；李秀丽出资 70.27

万元，持股比例为 23.42%；李雷出资 15.73 万元，持股比例为 5.24%，本次变更完成后，

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投资方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临沂市正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102.00 34.00% 

2 临沂金湖建材有限公司 98.00 32.67% 

3 李秀丽 70.27 23.42% 

4 李雷 15.73 5.24% 

5 赵永伟 14.00 4.67% 

合计 300.00 100.00% 

「正直兰山」于 2019 年 5 月进行第一次股权转让，其中股东赵永伟将其持有「正直

兰山」4.67%股权转让给临沂金湖建材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股东李雷将

其持有「正直兰山」5.24%股权转让给临沂金湖建材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股东李秀丽将其持有「正直兰山」6.42%股权转让给临沂金湖建材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放

弃优先购买权，股东李秀丽将其持有「正直兰山」17%股权转让给「临沂正直」，其他股

东放弃优先购买权，本次股权转让后，「临沂正直」认缴出资额为 153 万元，占「正直兰

山」注册资本 51%，临沂金湖建材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为 147 万元，占「正直兰山」注册

资本 49%。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期限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5 月 20日，「正

直兰山」就上述变更事项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变更后「正直兰山」的股东及股权结

构如下： 

投资方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临沂市正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153.00 51.00% 

2 临沂金湖建材有限公司 147.00 49.00% 

合计 300.00 100.00% 

2020 年 1 月 3 日，「正直兰山」通过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公司采取存续分立的形

式分立出临沂市鼎佳贸易有限公司，「正直兰山」存续。同意分立后的「正直兰山」注册

资本为 200 万元，其中股东「临沂正直」出资额为 102 万元，占注册资本 51%；股东临沂

金湖建材有限公司出资额为 98 万元，占注册资本 49%。同意分立后的临沂市鼎佳贸易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其中股东「临沂正直」出资额为 51万元，占注册资本 51%；

股东临沂金湖建材有限公司出资额为 49 万元，占注册资本 49%。同意「正直兰山」的参

股公司临沂市罗庄正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归属于分立后临沂市鼎佳贸易有限公司。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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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11 日，「正直兰山」就上述变更事项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变更后「正直兰

山」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投资方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临沂市正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102.00 51.00% 

2 临沂金湖建材有限公司 98.00 49.00% 

合计 200.00 100.00% 
 

2020 年 3月 21 日，经「正直兰山」股东会决议，「正直兰山」的股东金湖建材将其

持有「正直兰山」49%的股权转让给「临沂正直」，变更后「正直兰山」的股东及其出资

情况变更为：股东「临沂正直」认缴出资 2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100%，出资方式为货币，

出资期限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3 月 30日，「临沂正直」、临沂金湖建材有限

公司就上述股权转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20 年 3 月 31日，「正直兰山」就上述变

更事项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变更后「正直兰山」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投资方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临沂市正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200.00 100.00% 

合计 200.00 100.00% 
 

(三)企业历史财务资料 

「正直兰山」评估基准日近三年简要资产负债表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年度 2017-12-31 2018-12-31 2019-12-31 

流动资产 128.95 296.61 1,487.16 

非流动资产 509.86 484.84 419.55 

其中：固定资产 332.03 326.98 310.06 

长期待摊费用 177.13 155.04 107.02 

递延所得税资产 0.69 2.82 2.47 

资产合计 638.81 781.45 1,906.71 

流动负债 630.64 550.40 1,185.36 

非流动负债 2.48 2.24 2.01 

负债合计 633.12 552.64 1,187.36 

股东权益合计 5.69 228.80 719.35 
 

「正直兰山」截至评估基准日近三年损益表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一、营业收入 419.29 642.96 1,056.31 

减：营业成本 151.41 202.72 258.06 

  营业税金及附加 1.59 3.05 7.48 

  销售费用 7.77 7.98 17.52 

  管理费用 229.77 179.68 159.15 

  财务费用 0.15 -0.01 -1.10 

  资产/信用减值损失 2.72 8.49 -1.36 

加：其他收益 - -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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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二、营业利润 25.88 241.06 616.74 

加：营业外收入 0.12 2.52 0.08 

减：营业外支出 0.87 0.05 0.19 

三、利润总额 25.12 243.53 616.63 

减：所得税费用 -0.24 47.12 130.78 

四、净利润 25.36 196.41 485.85 
 

注：上述财务数据摘自本次模拟合并审计报告的 TB 底稿 

(四)企业主要服务介绍 

「正直兰山」主要从事机动车检测服务，主要提供排放尾气检测、安全性能检测、综

合性能检测等服务。 

二、评估方法 

先用重置成本法对企业整体资产进行评估，再用净资产评估值乘以占股比例，得出长

期投资评估值。 

三、流动资产评估说明 

「正直兰山」申报评估的各项流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预付账款及其他应收款。上

述资产于评估基准日账面值如下表所示（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12,796,753.90 其他应收款 2,153,119.43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减：坏账准备 98,986.84 

应收票据 - 其他应收账款净额 2,054,132.59 

预付账款 20,699.4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应收股利 - 流动资产合计 14,871,585.93 

 

(一)货币资金评估说明 

货币资金以经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其中现金（存放于财务部保险柜）以盘点数为

基础，评估人员根据评估基准日与盘点日之间的现金出库金额、现金入库金额和盘点日余额

倒推出评估基准日现金余额，并以核实值作为评估值。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在核实账面

值、银行对账单余额及余额调节表的基础上，结果账实、账表相符，以核实值作为评估值。 

货币资金账面值 12,796,753.90 元，评估值 12,796,753.90 元，评估增值 0.00 元，

增值率 0.00%。 

(二)应收类款项评估说明 

「正直兰山」列报评估的应收类款项包括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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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付账款评估说明 

预付账款包括预付的电费。评估人员首先进行总账、明细账、会计报表及清查评估明

细表的核对。根据本公司抽查的有关原始凭证显示，预付账款能够形成相应的资产权利或

权益，故评估值按核实后的账面值确认。 

2、其他应收账款评估说明 

其他应收款总额为 2,153,119.43 元，企业计提坏账准备 98,986.84 元，账面净额

2,054,132.59 元，主要是往来款、员工社保、押金、备用金等。 

应收类账款的评估，我们根据「正直兰山」的有关会计记录进行抽查核实（包括核对

有关会计凭证和会计记录）。根据评估明细表查阅款项金额、发生时间、业务内容等账务

记录，分析账龄。其中：对应收及其他应收款项分析了其发生时间、发生原因，并对较大

金额及账龄较长的项目进行了函证。对没有回函的款项采取收集记账凭证、业务合同、取

得期后收回款项的有关凭证等替代程序。其账龄分析如下表所示（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龄 
其他应收款 

账面值 占总额的％ 

1 年以内 1,979,736.72 91.95 

1～2 年 173,382.71 8.05 

合计 2,153,119.43 100.00 

欠款数额较大的如下表所示（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其他应收款中前五位欠款情况 

欠款单位名称 金额 账龄 

临沂市正直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1,650,000.00 1 年内 

张凤宾 300,000.00 1 年内 

临沂市正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173,382.71 1 至 2 年 

公司员工 27,900.01 1 年内 

杨景盛 1,000.00 1 年内 

各项应收款项评估方法参照本部评估说明。 

3、应收类款项评估结果 

预付账款账面值 20,699.44 元，评估值 20,699.44 元，评估增值 0.00元，增值率 0.00%； 

其他应收款净额账面值 2,054,132.59 元，评估值 2,054,132.59 元，评估增值 0.00

元，增值率 0.00%； 

(三)流动资产评估结果 

「正直兰山」流动资产账面值 14,871,585.93 元，评估值 14,871,585.93 元，评估增

值 0.00 元，增值率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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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长期待摊费用评估说明 

「正直兰山」长期待摊费用账面值为 1,070,227.06 元，主要为机械费、人工费及维

修费等。本公司抽查了待摊费用的原始凭证及相关文件、资料，了解费用支出和摊销方法，

并对待摊费用的受益期进行了分析。长期待摊费用按核实后的值作为评估值。 

五、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说明 

「正直兰山」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值为 24,746.71元，为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所

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经核实结果无误；按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六、流动负债评估说明 

「正直兰山」申报评估的流动负债包括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和其他应

付款。上述负债在评估基准日账面值如下表所列（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应付账款 294,726.93 其他应付款 9,829,200.02 

应付职工薪酬 125,585.59 
  

应交税费 1,604,069.11 流动负债合计 11,853,581.65 

 

(一)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评估说明 

应付账款主要是应付设备款、工程款、质保金及材料款等；其他应付款主要是往来款、

调拨餐厅用具款、服装款、餐卡充值款等。 

本次评估查阅了应付及其他应付款项的凭证，对重要的项目进行了函证。 

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二)应付职工薪酬评估说明 

评估人员对「正直兰山」应付职工薪酬的计提、发放或使用进行了核实。经核实结果

无误。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三)应交税费评估说明 

应交税费主要为应交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水利建设基金税及附加税等。 

应交税费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四)流动负债评估结果 

「正直兰山」流动负债账面值 11,853,581.65 元，评估值 11,853,581.65 元，评估增

值 0.00 元，增值率 0.00%。 

七、非流动负债评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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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兰山」的非流动负债为递延所得税负债，账面值为 20,056.48 元，主要为原股

东临沂金湖建材有限公司实物出资的合并溢价部分产生的并经剥离后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经核实结果无误；按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八、设备评估说明 

(一)设备概况 

「正直兰山」申报评估的设备类资产包括机器设备、电子设备。简要情况如下表所示：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原值 净值 

机器设备 3,640,647.22 2,868,982.37 

电子设备 868,983.37 231,581.48 

合计 4,509,630.59 3,100,563.85 

 

「正直兰山」机器设备主要包括汽车安检线 3 条、汽车尾检线 5条、空压机、分布式

光伏发电设备、地磅、仪器等，分布于公司各检测车间内或厂区。购置时间主要集中在

2016 年—2018年间，通过外观检视，与设备维护人员座谈等手段，了解到设备运行良好，

维修保养很好，没有出现异常情况，检查维护记录健全，设备运行没有出现重大故障。 

「正直兰山」电子设备主要包括电脑、空调、监控设备、办公桌椅等，各类设备主要

分布在各办公室及检测车间，平时维护保养良好，使用正常。 

(二)现场查勘情况说明 

根据被评估企业提供的资产清查评估明细表，对主要设备逐项进行现场查勘。首先进

行设备利用率、设备负荷状况、设备维护保养状态、设备大修理状况、设备故障率、设备

工作环境情况的总体调查；然后逐台观察重大设备的外部成新状况、设备运行的状况及运

行纪录；最后会同被评估企业设备管理技术人员对重要设备进行分部观察、检测、分析和

分部成新情况评分。 

(三)评估方法及示例 

评估方法及示例可参考「临沂正直」设备评估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四)设备评估结果 

「正直兰山」各类设备账面净值 3,100,563.85 元，评估值 3,315,613.00 元，评估增

值 215,049.15 元，增值率 6.94%，增值原因：评估考虑的经济使用年限长于折旧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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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估结果 

「正直兰山」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740.85 万元。具体见下表（金额单位为

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487.16 1,487.16 - - 

非流动资产 419.55 441.06 21.51 5.13 

其中：固定资产 310.06 331.56 21.50 6.93 

长期待摊费用 107.02 107.02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2.47 2.47 - - 

资产总计 1,906.71 1,928.22 21.51 1.13 

流动负债 1,185.36 1,185.36 - - 

非流动负债 2.01 2.01 - - 

负债总计 1,187.36 1,187.36 - - 

净资产 719.35 740.85 21.50 2.99 
 

「临沂正直」持有的「正直兰山」100%股权的评估值为：740.85×100%=740.8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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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临沂市河东区正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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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概况 

(一)企业基本情况 

1、 注册情况 

企业名称：临沂市河东区正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直河东」） 

注册地址：临沂市河东区新汶泗路与 206 国道交汇处南 300 米路西 

法定代表人：殷志勇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期限：2016 年 11 月 23 日至 2046 年 11 月 22 日 

经营范围：机动车安全、性能、环保检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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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6 年 11月 23 日在临沂市河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工商登记。 

2、 股东情况 

架构重组完成后，「正直河东」投资方出资及占股比例如下： 

投资方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临沂市正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200.00 100% 

合计 200.00 100% 
 

(二)企业历史沿革 

2016 年 6月 21 日，「临沂正直」、张泽亮共同签署了《临沂市河东区正直机动车检

测有限公司章程》，根据该章程，「正直河东」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其中，「临

沂正直」认缴出资额为 102 万元，出资比例为 51%；张泽亮认缴出资额为 98 万元，出资

比例为 49%，「正直河东」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投资方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临沂市正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102.00 51.00% 

2 张泽亮 98.00 49.00% 

合计 200.00 100.00% 

2018 年 11 月 26 日，「正直河东」作出股东会决议，各股东一致同意：股东张泽亮

将其持有「正直河东」49%股权转让给临沂正特新能源有限公司，「临沂正直」放弃优先

购买权。同日，「正直河东」根据上述股东会决议相应修改了公司章程，张泽亮与临沂正

特新能源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张泽亮将其持有「正直河东」49%股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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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给临沂正特新能源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2018 年 12 月 5日，「正直河

东」就上述变更事项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变更完成后，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投资方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临沂市正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102.00 51.00% 

2 临沂正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98.00 49.00% 

合计 200.00 100.00% 

「正直河东」于 2020 年 4 月进行第二次股权转让，其中「正直河东」的股东临沂正

特新能源有限公司将其持有「正直河东」49%的股权转让给「临沂正直」，「正直河东」

的出资情况变更为：股东「临沂正直」出资 2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100%，出资方式为货

币；2020 年 3月 21 日，「临沂正直」、临沂正特新能源有限公司就上述股权转让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2020 年 4 月 1 日，「正直河东」就上述变更事项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后「正直河东」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投资方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临沂市正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200.00 100.00% 

合计 200.00 100.00% 
 

(三)企业历史财务资料 

「正直河东」评估基准日近三年简要资产负债表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年度 2017-12-31 2018-12-31 2019-12-31 

流动资产 81.25 65.45 100.75 

非流动资产 259.87 286.89 1,234.93 

其中：固定资产 236.19 263.13 272.79 

无形资产 - 3.13 6.87 

在建工程   908.89 

长期待摊费用 22.88 20.53 46.17 

递延所得税资产 0.80 0.10 0.21 

资产合计 341.12 352.34 1,335.68 

流动负债 151.27 111.54 879.76 

负债合计 151.27 111.54 879.76 

股东权益合计 189.85 240.80 455.93 

 

「正直河东」截至评估基准日近三年损益表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一、营业收入 49.31 261.90 435.10 

减：营业成本 29.48 128.07 154.15 

  营业税金及附加 2.02 8.86 4.45 

  销售费用 1.94 6.25 15.96 

  管理费用 37.83 74.60 44.31 

  财务费用 -0.05 -0.17 0.51 

  资产/信用减值损失 0.04 1.00 1.04 



 

  

「临沂正直」长期股权投资评估说明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3-4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二、营业利润 -21.94 43.29 214.68 

加：营业外收入 - - 8.11 

减：营业外支出 1.50 1.10 3.57 

三、利润总额 -23.44 42.19 219.23 

减：所得税费用 -0.80 5.73 16.96 

四、净利润 -22.63 36.46 202.26 

注：上述财务数据摘自本次模拟合并审计报告的 TB 底稿 

(四)企业主要服务介绍 

「正直河东」主要从事机动车检测服务，主要提供排放尾气检测、安全性能检测、综

合性能检测等服务。 

二、评估方法 

先用重置成本法对企业整体资产进行评估，再用净资产评估值乘以占股比例，得出长

期投资评估值。 

三、流动资产评估说明 

「正直河东」申报评估的各项流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及其他

应收款。上述资产于评估基准日账面值如下表所示（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610,762.42 其他应收款 214,171.37 

应收账款 900.00   减：坏账准备 20,708.57 

  减：坏账准备 45.00 其他应收账款净额 193,462.80 

应收账款净额 855.00 
  

预付账款 202,425.90 流动资产合计 1,007,506.12 

 

(一)货币资金评估说明 

货币资金以经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其中现金（存放于财务部保险柜）以盘点数

为基础，评估人员根据评估基准日与盘点日之间的现金出库金额、现金入库金额和盘点日

余额倒推出评估基准日现金余额，并以核实值作为评估值。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在核

实账面值、银行对账单余额及余额调节表的基础上，结果账实、账表相符，以核实值作为

评估值。 

货币资金账面值 610,762.42 元，评估值 610,762.42 元，评估增值 0.00 元，增值率

0.00%。 

(二)应收类款项评估说明 

「正直河东」列报评估的应收类款项包括预付账款、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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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付账款评估说明 

预付账款包括预付的中央空调安装款、家具款、厨具款、电费及押金等。 

2、应收及其他应收账款评估说明 

应收款总额为 900.00 元，企业计提坏账准备 45.00 元，账面净额 855.00 元，主要为

应收的检测费；其他应收款总额为 214,171.37 元，企业计提坏账准备 20,708.57 元，账

面净额 193,462.80 元，主要是员工借款、职业保险、押金等。 

应收类账款的评估，我们根据「正直河东」的有关会计记录进行抽查核实（包括核对

有关会计凭证和会计记录）。根据评估明细表查阅款项金额、发生时间、业务内容等账务

记录，分析账龄。其中：对应收及其他应收款项分析了其发生时间、发生原因，并对较大

金额及账龄较长的项目进行了函证。对没有回函的款项采取收集记账凭证、业务合同、取

得期后收回款项的有关凭证等替代程序。其账龄分析如下表所示（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龄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账面值 占总额的％ 账面值 占总额的％ 

1 年以内 900.00 100.00 14,171.37 6.62 

1～2 年   200,000.00 93.38 

合计 900.00 100.00 214,171.37 100.00 

 

欠款数额较大的如下表所示（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应收款中前五位欠款情况 其他应收款中前五位欠款情况 

欠款单位名称 金额 账龄 欠款单位名称 金额 账龄 

临沂市龙安汽车驾驶员训练场 600.00 1 年内 临沂宏大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200,000.00 1至 2 年 

临沂市正直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300.00 1 年内 
内部员工（代垫员工个人承担
部分社保） 

13,971.37 1 年内 

   
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分公司 
200.00 1 年内 

 

各项应收款项评估方法参照本部评估说明。 

3、应收类款项评估结果 

预付账款账面值 202,425.90 元，评估值202,425.90 元，评估增值 0.00 元，增值率0.00%； 

应收账款账面值 855.00 元，评估值 855.00 元，评估增值 0.00 元，增值率 0.00%； 

其他应收款净额账面值 193,462.80 元，评估值 193,462.80 元，评估增值 0.00 元，

增值率 0.00%； 

(三)流动资产评估结果 

「正直河东」」流动资产账面值 1,007,506.12 元，评估值 1,007,506.12 元，评估增

值 0.00 元，增值率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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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长期待摊费用评估说明 

「正直河东」长期待摊费用账面值为 461,698.83 元，主要为检测车间业务大厅装修

费、交通设施工程费、软件系统及修路占地补偿等。本公司抽查了待摊费用的原始凭证及

相关文件、资料，了解费用支出和摊销方法，并对待摊费用的受益期进行了分析。将长期

待摊费用中的检测车间业务大厅装修费并入房屋建筑物中的检测车间评估，对其他长期待

摊费用按核实后的值作为评估值。 

「正直河东」长期待摊费用账面值 461,698.83 元，本次评估值合计 279,839.49 元，

评估减值 181,859.34 元。减值原因为将长期待摊费用中的检测车间业务大厅装修费并入

房屋建筑物中的检测车间评估。 

五、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说明 

「正直河东」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值为 2,070.86 元，为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所

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经核实结果无误；按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六、负债评估说明 

「正直河东」申报评估的流动负债包括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和其他应

付款。上述负债在评估基准日账面值如下表所列（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应付账款 5,565,184.69 其他应付款 2,880,168.84 

应付职工薪酬 151,293.61 
  

应交税费 200,903.48 流动负债合计 8,797,550.62 

 

(一)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评估说明 

应付账款主要是应付设备款、工程款、质保金及材料款等；其他应付款主要是往来款、

调拨餐厅用具款、服装款、餐卡充值款等。 

本次评估查阅了应付及其他应付款项的凭证，对重要的项目进行了函证。 

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二)应付职工薪酬评估说明 

评估人员对「正直河东」应付职工薪酬的计提、发放或使用进行了核实。经核实结果

无误。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三)应交税费评估说明 

应交税费主要为应交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水利建设基金税及附加税等。 

应交税费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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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动负债评估结果 

「正直河东」流动负债账面值 8,797,550.62 元，评估值 8,797,550.62 元，评估增值

0.00 元，增值率 0.00%。 

七、设备评估说明 

(一)设备概况 

「正直河东」申报评估的设备类资产包括机器设备、电子设备。简要情况如下表所示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原值 净值 

机器设备 789,700.00 638,041.21 

电子设备 782,951.20 513,832.90 

合计 1,572,651.20 1,151,874.11 
 

「正直河东」机器设备主要包括 1 条汽车安检线、2条汽车尾气检测线（2条尾检线

在在建工程科目中列报）、螺旋空压机、振动式转动分析仪、电子汽车衡等，分布于公司

各检测车间内。设备的购置时间主要集中在 2017年至 2019年间。通过外观检视，与设备

维护人员座谈等手段，了解到设备运行良好，维修保养很好，没有出现异常情况，检查维

护记录健全，设备运行没有出现重大故障。 

「正直河东」电子设备主要包括电脑、空调、监控设备、办公桌椅等，各类设备主要

分布在各办公室及检测车间，平时维护保养良好，使用正常。 

(二)现场查勘情况说明 

根据被评估企业提供的资产清查评估明细表，对主要设备逐项进行现场查勘。首先进

行设备利用率、设备负荷状况、设备维护保养状态、设备大修理状况、设备故障率、设备

工作环境情况的总体调查；然后逐台观察重大设备的外部成新状况、设备运行的状况及运

行纪录；最后会同被评估企业设备管理技术人员对重要设备进行分部观察、检测、分析和

分部成新情况评分。 

(三)评估方法及示例 

评估方法及示例可参考「临沂正直」设备评估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四)设备评估结果 

各类设备账面净值 1,151,874.11 元，评估值 1,321,999.00 元，评估增值 170,124.89

元，增值率 14.77%，增减值变化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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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建工程评估说明 

「正直河东」申报评估的在建工程为汤泉检测服务中心项目，账面值 9,088,879.80

元，包括有新扩建的检测车间 8,734,879.80元及 2条尾检线预付款 354,000.00 元。 

其中：新扩建检测车间建筑面积 2,448 平方米，为单层钢结构，该面积是由企业根据

测量的情况进行的专项申报，本次评估时我们进行了相应复核，未发现有明显偏差。 

新扩建的检测车间尚未办理产权证，其与检测车间所占用地为租赁张泽亮土地，租赁

面积 10,062.38 平方米，租赁期限自 2019 年 10 月 1日起 15年。 

本次评估，基于新扩建检测车间为 2019 年年初开工建设，至评估基准日，建筑市场

材料及人工价格变化不大，且项目尚未完成最终的工程结算，故按照清查核实后的账面值

确定评估值。 

对 2 条尾检线的预付款，因距离基准日较近，价格变化亦不大，按照核实后的账面值

确认评估值。 

「正直河东」在建工程账面值 9,088,879.80 元，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0元，在建

工程账面净额 9,088,879.80 元，本次评估值合计 9,088,879.80 元，评估增值 0.00 元，

增值率 0.00%。 

九、房屋建筑物评估说明 

(一)资产概况 

「正直河东」本次列报评估的房屋建筑物位于临沂市位于临沂市河东区新汶泗路与

206国道交汇处南 300米路西河东检测的经营厂区内，包括检测车间及配套的混凝土路面、

沥青地坪，账面原值合计 1,751,336.48 元，账面净值合计 1,576,051.38 元。 

其中：检测车间建筑面积 1,734 平方米，为单层钢结构；混凝土路面面积 364.5 平方

米，沥青地坪面积为 5,200 平方米。 

上述面积是企业根据测量的情况进行的专项申报，本次评估时我们进行了相应复核，

未发现有明显偏差。 

(二)产权状况 

「正直河东」的检测车间尚未办理产权证。房屋建筑物用地为租赁张泽亮土地，租赁

面积 10,062.38 平方米，租赁期限自 2019 年 10 月 1日起 15年。 

(三)现场查勘情况 

「正直河东」本次列报评估的房屋建筑物位于临沂市位于临沂市河东区新汶泗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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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国道交汇处南 300 米路西河东检测的经营厂区内。 

检测车间为单层钢结构，建筑面积 1,734.00 平方米。车间檐口高度约为 7.5 米，工

字钢柱，焊接工字钢屋架。车辆检测部分房屋墙体及屋面采用围护采用夹芯彩钢板；铝合

金窗，卷帘门；地面主要为环氧树脂地坪。业务大厅部分外墙主要为钢化中空镀膜玻璃幕

墙，内隔墙主要为玻璃隔墙、水泥压力板隔墙、轻钢龙骨纸面石膏板隔墙，墙面乳胶漆；

地面为地板砖；外铝合金地弹门，内玻璃门；天花面为异形双层纸面石膏板吊顶、铝扣板

吊顶。水、电、卫等设施齐全，使用正常。检测车间建成于 2017 年 10 月。 

配套混凝土路面面积 364.5 平方米，沥青地坪面积为 5,200 平方米，均建成于 2017

年 10 月。 

(四)评估方法 

对房屋建筑物，根据各物业的产权状况、使用状况、所收集的市场资料等情况，采用

成本法进行评估。 

采用成本法评估时，评估值不包含房屋建筑物所占用的土地使用权价值。 

成本法基于替代原理，即作为购买某特定资产的替代选择，人们可以去建造一个与该

资产相同的或具有相同功能的资产。即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一个全新状态的被评估资产

所需的全部成本，减去被评估资产已经发生的实体性陈旧贬值、功能性陈旧贬值和经济性

陈旧贬值，所得的差额作为被评估房屋评估值的评估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评估值＝重置价值×成新率 

重置价值＝前期费用＋综合造价＋其他费用＋资金成本 

1、 重置价值的确定 

（1）前期费用的计算 

前期费用以建筑工程建安造价为基准，按一定费率确定。费用内容结合本次被评估资

产的具体情况，主要包括可行性研究费、勘察设计费、环境影响咨询费、招投标费、施工

图预算编制费、审查费和临时设施费等专业费用。 

前期费用主要根据发改价格〔2015〕299 号《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

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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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34 号，同时参考国家相关部门颁布的各项费用的相关文件及建设项目市场

各项前期费用状况测算。 

本次评估前期费用取建安工程造价的 2.90%。 

（2）综合造价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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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土建工程造价和安装工程造价等。 

根据被评估房屋建筑物的账面内涵及房屋建筑物的结构类型、建筑特点及装饰标准，

考虑其建设技术比较成熟且存在类似工程的概算指标，本次评估主要采用概算指标估算

法。即根据类似工程的投资估算指标(用元/平方米、元/立方米或元/米等单位表示)，乘

以单项工程的工程量，如长度、面积或体积等，计算各单项工程的综合造价。 

（3）其他费用的计算 

其他费用，是指工程从筹建起到工程竣工交付使用的整个建设期内，除建筑安装工程

费用及前期费用以外的，为保证工程建设顺利完成和交付使用后能够正常发挥效用而发生

的各项费用，包括工程建设监理费、建设单位管理费、竣工图编制费、白蚁防治费等。 

其他费用参考《建设工程概算预算编制规定》及财政部令第 81 号《基本建设财务规

则》、财建[2016]504 号《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等文件，同时考虑建设项目

市场各项其他费用状况测算。 

本次评估其他费用取综合造价的 3.20%。 

（4）资金成本的计算 

根据被评估资产所处地区的地质、建设环境、资源状况及项目建设规模，确定工期为

6 个月，利率按照评估基准日执行的中国人民银行 1年期贷款利率 4.35%计取，资金平均

投入计算，则： 

资金成本＝前期费用×利率×整个工期＋（综合造价＋其他费用）×利率×1/2 工期。 

2、 成新率的确定： 

主要采用耐用年限法和打分法，分别对建筑物进行测定，然后综合考虑后估算成新率；

对价值低的辅助性建筑物仅采用耐用年限法估算成新率。 

1）年限法：评估人员通过现场勘察，结合建筑物的结构特征和建筑质量，考虑实际

已使用年限，以及被评估企业对建筑物的使用维修情况，估测其尚可使用年限，按以下公

式计算成新率： 

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100％ 

2）打分法：根据评估人员现场勘察的情况，按照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颁发的《房

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规定的打分评定标准，分别对房屋的结构部份、装修部分和设备部

分进行评分，然后按下式计算成新率： 

成新率＝结构部分合计得分×G＋装修部分合计得分×S＋设备部分合计得分×B 

式中：G 为结构部分的评分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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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为装修部分的评分修正系数； 

      B 为设备部分的评分修正系数。 

3）综合成新率＝按年限法求得的成新率×40％＋按打分法求得的成新率×60％。 

4）对于难以使用打分法的构筑物，则在耐用年限法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构筑物的施

工年月、施工单位等级、使用效果等情况综合确定。 

(五)评估示例—检测车间 

1、 重置价值的确定 

（1）综合造价的计算 

根据企业账面成本构成，参考该地区同类房屋的工程成本指标，同时考虑该房屋建筑

物的建设特点确定委估物业造价如下表所示： 

序号 分部工程名称 合计（元/平方米） 

1 场地平整及土石方工程 20.00 

2 土建工程费 300.00 

3 钢结构工程 380.00 

4 水电安装 80.00 

5 二次装修 200.00 

 单位面积造价总计 980.00 
 
（2）前期费用的计算 

如前所述，前期费用取工程综合造价的 2.90%，则： 

前期费用＝980.00 元/平方米×2.90%＝28 元/平方米。 

（3）其他费用的计算 

据前述中的评估方法，其他费用取综合造价的 3.20%，则： 

其他费用＝980.00 元/平方米×3.20%＝31 元/平方米。 

（4）资金成本的计算 

资金成本＝前期费用×利率×工期＋（综合造价＋其他费用）×利率×1/2 工期 

＝12元/平方米。 

（5）重置价值的计算 

重置单价＝前期费用＋综合造价＋其他费用＋资金成本＝1,150.00 元/平方米。 

重置价值＝重置单价×建筑面积＝1,994,000.00 元。 

2、 成新率的确定 

（1）年限法成新率 



 

  

「临沂正直」长期股权投资评估说明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3-12 
 

根据被评估企业提供的有关资料，被评估房产于 2017 年 10月竣工，至评估基准日已

使用 2.25 年，根据《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参考房屋的经济耐用年限，同时

考虑其重置价中包含装修，评估过程中按照 30 年测算其综合经济使用年限，则剩余经济

使用年限为 27.84年；取剩余经济使用年限为 27.84年为尚可使用年限，则： 

成新率＝
尚可使用年限

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
 ×100%＝92.51% 

 

（2）打分法成新率 

评估人员在向有关工程技术人员了解被评估房产的使用情况，结合被评估房产的结构

布局、建造质量等情况，设定被评估房产的打分表如下表所示： 

分部 序号 项目 
鉴定分数 

评分依据 
标准 评定 

结
构
部
分 

1 地基基础 25 23 有足够承载能力 

2 承重构件 25 23 完好坚固 

3 非承重墙 15 13 墙体无腐蚀损坏，预制墙板节点牢固 

4 屋面 20 17 不渗漏，隔热、保温层完好，排水设施通畅 

5 楼地面 15 13 整体面层牢固，无空鼓起砂、下沉、裂缝 

6 小计 100 89   

装
修
部
分 

7 门窗 25 22 完好无损，开关灵活，玻璃五金齐全，油漆完好有光泽 

8 外粉饰 20 16 稍有空鼓、裂缝 

9 内粉饰 20 16 稍有空鼓、裂缝 

10 顶棚 20 16 稍有翘角、松动 

11 细木装修 15 12 稍有松动 

12 小计 100 82   

安
装
部
分 

13 电气 40 34 上下水通畅，无锈蚀，各种器具完好、零件齐备无损 

14 给排水 25 22 线路、装置完好、牢固、绝缘良好 

15 其他 35 26 基本完好，使用正常 

16 小计 100 82   

不同房屋结 

构类型及层数 

结构部分 

（G） 

装修部分 

（S） 

安装部分 

（B） 

修正 A 房屋结构 钢结构 
0.50 0.40 0.10 

系数 B 层数 1层 

打分法成新率 
H2=结构部分合计得分×G+装修部分 

合计得分×S+设备部分合计得分×B 
85.5% 

 

（3）综合成新率 

综合成新率＝年限法成新率×40%＋打分法成新率×60% 

＝92.51%×40%＋85.50%×6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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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估值的计算 

评估值＝重置价值×成新率 

＝1,994,000.00×88% 

＝1,754,720.00 元 

(六)房屋建筑物评估结果 

「正直河东」房屋建筑物账面原值 1,751,336.48 元，账面净值 1,576,051.38 元，本

次评估值合计 1,979,035.00 元，评估增值 402,983.62 元，增值率 25.57%。 

增值原因主要系：将长期待摊费用中的检测车间业务大厅装饰费用并入检测车间中评估。 

(七)房屋建筑物评估有关事项说明 

「正直河东」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检测车间无相关报建手续，未取得相关产权证书，

相关的建筑面积是企业根据测量的情况进行的专项申报，我们进行了相应复核。评估过程

中未考虑该等建筑物无相关报建手续对评估结果可能的影响。 

十、评估结果 

「正直河东」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495.05 万元。具体见下表（金额单位为

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00.75 100.75 - - 

非流动资产 1,234.93 1,274.06 39.13 3.17 

其中：固定资产 272.79 330.10 57.31 21.01 

在建工程 908.89 908.89   

无形资产 6.87 6.87 - - 

长期待摊费用 46.17 27.98 -18.19 -39.40 

递延所得税资产 0.21 0.21 - - 

资产总计 1,335.68 1,374.81 39.13 2.93 

流动负债 879.76 879.76 - - 

非流动负债 - - - - 

负债总计 879.76 879.76 - - 

净资产 455.93 495.05 39.12 8.58 

 

「临沂正直」持有的「正直河东」公司 100.00%股权的评估值为：495.05×

100.00%=495.0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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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概况 

(一)企业基本情况 

1、 注册情况 

企业名称：山东正直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直二手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00575480180W 

注册地址：山东省临沂市河东九曲街道孟家于埠村东夷大街与温泉路交汇处西 200

米路南 

法定代表人：庄欠栋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期限：2011 年 5月 19 日至 2021 年 05 月 19日 

经营范围：市场经营管理;为买卖双方提供二手卡车交易服务;销售:汽车;二手车交易

(不含报废、拆解及评估);批发零售:汽车装具、汽车用品、汽车装饰用品、汽车配件;机

动车维修经营。(以上范围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需要办理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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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于 2011 年 5月 19 日在临沂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工商登记。 

2、 股东情况 

架构重组完成后，企业投资方出资及占股比例如下： 

投资方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临沂市正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1,000.00 100% 

合计 1,000.00 100% 

3、 长期投资情况 

被投资单位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备注 

山东正直汽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1,000.00 100%  

4、 分支机构情况 

（1）注册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正直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河东分公司（以下简称「河东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12349173473L 

注册地:临沂市河东区 342 省道与东外环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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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杨玉亮 

成立日期:2015 年 8 月 28日 

经营范围:市场经营管理；为买卖双方提供二手车交易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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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河东分公司」以外，山东正直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兰山分公司、汤泉分

公司、山东正直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经济开发区分公司三家分公司尚未开展经营。 

(二)企业历史沿革 

1、2011 年 5月，设立 

2011 年 5月 18 日，临沂兴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署了《临沂兴大二手卡车交易市场

有限公司章程》，根据该章程，临沂兴大二手卡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临沂兴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为 1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100%。 

2011 年 5月 18 日，山东大乘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鲁大成验字[2011]第 844 号”

《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1 年 5 月 17日，临沂兴大二手卡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已

收到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100 万元。 

2011 年 5月 19 日，临沂兴大二手卡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经临沂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准登记成立。临沂兴大二手卡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投资方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临沂兴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100 100% 

合计 100 100% 

2、2014 年 4月，第一次股权转让及增资 

2013 年 12 月 10 日，临沂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临沂兴大二手卡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核发《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鲁）名称变核私字[2013]第 11178 号），核准临沂

兴大二手卡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山东正直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2014 年 4月 16 日，兴大二手卡车作出股东决定： 

1）公司名称变更为“山东正直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2）股东临沂兴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兴大二手卡车 100%股权转让给孙中刚； 

3）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600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500 万元，其中股东殷志勇增资 300

万元，孙中刚增资 200 万元，均为货币出资，出资期限为 2014 年 5月 10 日。 

同日，兴大二手卡车根据上述股东会决议相应修改了公司章程。 

2014 年 4月 16 日，临沂兴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与孙中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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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临沂兴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兴大二手卡车 100%股权转让给孙中刚。 

2014 年 4月 28 日，兴大二手卡车就上述变更事项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变更完

成后，「正直二手车」股权结构如下: 

投资方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殷志勇 300 50% 

2 孙中刚 300 50% 

合计 600 100% 

3、2014 年 5月，第二次增资 

2014 年 4月 28 日，「正直二手车」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1,000

万元，由股东殷志勇增加注册资本 400 万元，为货币出资，出资期限为 2014 年 5 月 10

日。同日，正直二手车根据上述股东会决议相应修改了公司章程。2014 年 5月 7日，「正

直二手车」就上述变更事项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 

2014 年 5月 27 日，「正直二手车」作出股东会决议，将公司股东出资期限变更为 2014

年 5 月 27 日。同日，「正直二手车」根据上述股东会决议相应修改了公司章程。 

本次变更完成后，「正直二手车」的股权结构如下： 

投资方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殷志勇 700 70% 

2 孙中刚 300 30% 

合计 1000 100% 

4、2014 年 9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4 年 9月 25 日，「正直二手车」作出股东会决议，各股东一致同意：股东殷志勇

将其持有「正直二手车」51%股权转让给山东正直园林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放弃

优先购买权。同日，「正直二手车」根据上述股东会决议相应修改了公司章程。 

2014 年 9月 25 日，殷志勇与山东正直园林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殷志勇将其持有「正直二手车」51%股权转让给山东正直园林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其

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014 年 9月 29 日，「正直二手车」就上述变更事项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完成后，「正直二手车」的股权结构如下： 

投资方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殷志勇 190.00 19% 

2 孙中刚 300.00 30% 

3 山东正直园林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510.00 51% 

合计 1,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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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0 年 4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20 年 4 月 5 日，经「正直二手车」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正直园林、孙中刚、殷

志勇将其持有的「正直二手车」合计 100%的股权转让给临沂正直。 

2020 年 4 月 5 日，股东正直园林、孙中刚、殷志勇与临沂正直就上述股权转让分别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2020 年 4月 10 日，「正直二手车」就上述变更事项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变更

完成后，「正直二手车」的股权结构如下： 

投资方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临沂市正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1000 100% 

合计 1000 100% 

(三)企业历史财务资料 

「正直二手车」评估基准日近三年简要资产负债表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年度 2017 年 12月 31 日 2018 年 12月 31 日 2019 年 12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7,164.85 16,851.69 8,193.24 

非流动资产 1,195.16 1,236.06 821.30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500.00 500.00 500.00 

固定资产 494.48 394.67 102.45 

在建工程 - 4.54 24.31 

无形资产 19.12 9.56 - 

长期待摊费用 4.76 83.31 90.5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6.80 243.97 103.97 

资产合计 18,360.00 18,087.75 9,014.54 

流动负债 19,853.39 19,665.38 9,625.34 

非流动负债 - - 54.32 

负债合计 19,853.39 19,665.38 9,679.65 

股东权益合计 -1,493.38 -1,577.63 -665.11 

截至评估基准日，「正直二手车」近三年损益表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一、营业收入 1,494.80 2,387.58 2,452.61 

减：营业成本 638.72 970.09 984.35 

  营业税金及附加 9.06 14.63 13.75 

  销售费用 212.74 286.93 191.52 

  管理费用 321.75 396.27 380.26 

  财务费用 418.56 431.73 239.92 

  资产/信用减值损失 140.55 268.71 -614.35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 

资产处置收益 - - 12.08 

其他收益 - - 1.86 

二、营业利润 -246.58 19.21 1,2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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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加：营业外收入 2.18 2.40 0.63 

减：营业外支出 8.62 0.02 5.41 

三、利润总额 -253.02 21.60 1,266.33 

减：所得税费用 201.42 143.41 375.81 

四、净利润 -454.44 -121.81 890.52 

注：上述财务数据摘自本次模拟合并审计报告的 TB 底稿。 

(四)企业主要服务介绍 

「正直二手车」目前主要从事二手车交易过户服务，包括车辆查验、交易确认、转移

登记等服务；2019 年 2 月前从事的二手车买卖代理服务主要为买卖双方提供交易平台服

务，包括车辆展示、交易撮合、按揭贷款服务、车辆查验及过户登记等服务。受企业整体

业务规划影响，该项业务在 2019 年 2月后已趋于停止，且未来也不会继续发展该项业务，

未来将主要拓展二手车交易过户服务业务。 

二、流动资产评估说明 

「正直二手车」申报评估的各项流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和其

他应收款。上述资产于评估基准日账面值如下表所示（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76,270,750.45 其他应收款 8,970,918.19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减：坏账准备 3,588,494.30 

应收票据 - 其他应收账款净额 5,382,423.89 

应收账款 230,775.00 存货 - 

减：坏账准备 26,972.93 减：存货跌价准备 - 

应收账款净额 203,802.07 存货净额 - 

预付账款 75,438.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应收股利 - 流动资产合计 81,932,414.41 

(一)货币资金评估说明 

货币资金以经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其中现金（存放于财务部保险柜）以盘点数

为基础来核实评估基准日的现金存量，并以核实值作为评估值。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

在核实账面值、银行对账单余额及余额调节表的基础上，以核实值作为评估值。 

货币资金账面值 76,270,750.45 元，评估值 76,270,750.45 元，评估增值 0.00 元，

增值率 0.00%。 

(二)应收类款项评估说明 

「正直二手车」列报评估的应收类款项包括预付账款、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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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付账款评估说明 

预付账款包括预付的装修款、备付金、保证金等。根据本公司抽查的有关原始凭证显

示，预付账款能够形成相应的资产权利或权益，故评估值按核实后的账面值确认。 

2、应收及其他应收账款评估说明 

应收款总额为 230,775.00元，企业计提坏账准备 26,972.93元，账面净额 203,802.07

元，主要为应收的维修欠款；其他应收款总额为 8,970,918.19 元，企业计提坏账准备

3,588,494.30 元，账面净额 5,382,423.89 元，主要是借款、二手车销售款等。 

应收类账款的评估，我们根据被评估企业简称的有关会计记录进行抽查核实（包括核

对有关会计凭证和会计记录）。其中：对应收及其他应收款项分析了其发生时间、发生原

因，并对较大金额及账龄较长的项目进行了函证。其账龄分析如下表所示（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账龄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账面值 占总额的％ 账面值 占总额的％ 

1 年以内 112,103.50 48.58 4,965,234.35 55.35 

1 至 2 年 65,363.00 28.32 1,358,129.72 15.14 

2 至 3 年 28,044.00 12.15 20,188.54 0.23 

3 年以上 25,264.50 10.95 2,627,365.58 29.29 

合计 230,775.00 100.00 8,970,918.19 100.00 

欠款数额较大的如下表所示（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应收款中前五位欠款情况 其他应收款中前五位欠款情况 

欠款单位名称 金额 账龄 欠款单位名称 金额 账龄 

临沂市正直驾驶员培训有限公

司 
69,814.00 1 年内 郭冰 3,700,000.00 1年内 

临沂市兰山区正直之美洗车美

容店 
24,731.00 2 至 3年 

济南瑞昕二手车经

销有限公司 
2,524,200.00 3年以上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临沂中心支公司 
24,570.00 1 至 2年 

青岛卓越车世界有

限公司 
694,343.00 1年内 

临沂市正直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18,769.00 1 至 2年 
临沂市正直驾驶员

培训有限公司 
500,000.00 1年内 

临沂市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6,329.50 1 年内 

临沂市正直驾驶员

培训有限公司 
487,400.00 1至 2年 

各项应收款项评估方法参照本部评估说明。 

3、应收类款项评估结果 

预付账款账面值75,438.00元，评估值75,438.00元，评估增值0.00元，增值率0.00%； 

应收账款净额账面值 203,802.07 元，评估值 203,802.07 元，评估增值 0.00 元，增

值率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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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收款净额账面值 5,382,423.89 元，评估值 5,382,423.89 元，评估增值 0.00

元，增值率 0.00%。 

(三)流动资产评估结果 

「正直二手车」流动资产账面值 81,932,414.41 元，评估值 81,932,414.41 元，评估

增值 0.00 元，增值率 0.00%。 

三、长期股权投资评估说明 

(一)长期股权投资概况 

「正直二手车」申报评估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净值 5,000,000.00 元，共 1项，具体

情况见下表：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账面值(元) 

1 山东正直汽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1,000.00 100% 5,000,000.00 

  小计     5,000,000.00 

  减：减值准备      

净值合计     5,000,000.00 

(二)评估方法 

参照本“长期股权投资说明第 1章之二、长期投资的评估方法”介绍。 

(三)评估过程 

具体评估过程详见本“长期投资评估说明第 5 章”内容，此处不再赘述。 

(四)股权投资评估结果 

于评估基准日，「正直保险」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净值 5,000,000.00 元，评估值

9,188,237.77 元，评估增值 4,188,237.77 元，增值率 83.76%。具体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该单位 

净资产值 

该单位净资

产评估值 
占股比例 

该项长期投资

帐面值 

该项长期投资 

评估值 

1 山东正直汽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894.24 918.82 100% 500.00 918.82 

合计 894.24 918.82 100% 500.00 9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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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备评估说明 

(一)设备概况 

「正直二手车」申报评估的设备类资产均为电子设备。简要情况如下表所示：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原值 净值 

电子设备 242,423.19 169,190.57 

合计 242,423.19 169,190.57 

本次评估的设备类资产均为电子设备，包括电脑、打印机、空调、桌椅等常规设备，

购置于 2014 年至 2019 年间。设备主要分布在各办公室，平时维护保养良好，使用正常。 

(二)现场查勘情况说明 

根据被评估企业提供的资产清查评估明细表，对主要设备逐项进行现场查勘。首先进

行设备利用率、设备负荷状况、设备维护保养状态、设备大修理状况、设备故障率、设备

工作环境情况的总体调查；然后逐台观察重大设备的外部成新状况、设备运行的状况及运

行纪录；最后会同被评估企业设备管理技术人员对重要设备进行分部观察、检测、分析和

分部成新情况评分。 

(三)评估方法及示例 

评估方法及示例可参考「临沂正直」设备评估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四)设备评估结果 

各类设备账面净值 169,190.57 元，评估值 165,473.00 元，评估增值-3,717.57 元，

增值率-2.20%，增减值变化较小。 

五、长期待摊费用评估说明 

「正直二手车」长期待摊费用账面值为 905,801.95 元，主要为集装箱购置费及装修、

改造费，交通设施工程费，停车场地坪工程费和业务大厅装修费等。本公司抽查了待摊费

用的原始凭证及相关文件、资料，了解费用支出和摊销方法，并对待摊费用的受益期进行

了分析。将长期待摊费用中的停车场地坪工程费和业务大厅装修费分别并入相应的房屋建

筑物中评估，对其他长期待摊费用按核实后的值作为评估值。 

「正直二手车」长期待摊费用账面值 905,801.95 元，本次评估值合计 708,608.48

元，评估减值 197,193.47 元。评估减值原因为将部分长期待摊费用并入固定资产科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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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资产中评估。 

六、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说明 

「正直二手车」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值为 1,039,658.47 元，为计提坏账准备及递

延收益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经核实结果无误，按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七、流动负债评估说明 

「正直二手车」申报评估的流动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

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和其他应付款。上述负债在评估基准日账面值如下表所列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短期借款 15,000,000.00 应付利息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应付股利（应付利润） - 

应付票据 70,000,000.00 其他应付款 2,434,909.04 

应付账款 156,657.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预收款项 355,413.62 其他流动负债 - 

应付职工薪酬 135,494.08     

应交税费 8,170,891.70 流动负债合计 96,253,365.44 

(一)短期借款评估说明 

「正直二手车」的短期借款简要情况如下表所示： 

编号 放款银行或机构名称 发生日期 到期日 年利率% 币种 
账面 
价值 

1 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河支行 2019/08/08 2020/08/06 5.655% 人民币 15,000,000.00 

合计  15,000,000.00 

对短期银行借款，评估人员查阅了借款合同和贷款信息，对重要的银行借款进行函证。

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期后，该项借款于 2020 年 5月 8 日已偿还。 

(二)应付票据评估说明 

「正直二手车」列报评估的应付票据为 16 张不带息银行承兑汇票。该等票据产生的

贴现费用本次审计已在 2019 年度全额计提。 

本次评估查阅了有关票据存根及付款依据，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三)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和其他应付款评估说明 

应付账款主要是应付配件款等；预收账款是预收的维修欠款等；其他应付款主要是应

付保证金、续保押金、借款等。 

本次评估查阅了应付、预收及其他应付款项的凭证，对重要的项目进行了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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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四)应付职工薪酬评估说明 

评估人员对「正直二手车」应付职工薪酬的计提、发放或使用进行了核实。经核实结

果无误。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五)应交税费评估说明 

应交税费主要为应交的城建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教育附加税、地

方教育附加、水利建设等。 

应交税费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六)流动负债评估结果 

「正直二手车」流动负债账面值 96,253,365.44 元，评估值 96,253,365.44 元，评估

增值 0.00 元，增值率 0.00%。 

八、非流动负债评估说明 

「正直二手车」申报评估的非流动负债包括其他非流动负债。上述负债在评估基准日

账面值如下表所列（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应付债券 - 其他非流动负债 543,166.66 

预计负债 - 非流动负债合计 543,166.66 

(一)其他非流动负债评估说明 

「正直二手车」的其他非流动负债为递延收益——集装箱租金收入。 

经核实结果无误。按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二)非流动负债评估结果 

「正直二手车」非流动负债账面值 543,166.66 元，评估值 543,166.66 元，评估增值

0.00 元，增值率 0.00%。 

九、在建工程评估说明 

(一)资产概况 

「正直二手车」申报评估的在建工程为加建二手车业务大厅及违章大厅，账面价值

243,061.65 元，主要为加建二手车业务大厅及违章大厅相关的工程款项及集装箱装饰手

绘服务费。其中加建二手车业务大厅及违章大厅账面值 180,980.10 元，集装箱装饰手绘

项目 62,081.5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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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建二手车业务大厅及违章大厅于 2018 年 9月开工，截至评估基准日项目已完工并

投入使用。 

集装箱装饰手绘项目于 2019 年 6月开始，截至评估基准日项目已完工。 

(二)评估方法 

基于加建二手车业务大厅及违章大厅为原交易大厅加建部分，且评估基准日已完工并

投入使用，项目款项已全部入账（基准日后已按该在建工程账面值转固），故将其并入固

定资产二手车业务大厅及违章大厅评估。 

集装箱装饰手绘项目开始时间距离评估基准日较近，项目正常进行且款项正常支付，

经查其实际支付项目款项中不存在不合理费用，故评估值按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 

(三)在建工程评估结果 

「正直二手车」在建工程账面值 243,061.65 元，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0元，在建

工程账面净额 243,061.65 元，本次评估值合计 62,081.55 元，评估减值 180,980.10 元。

评估减值原因为将加建二手车业务大厅及违章大厅并入固定资产科目相关资产中评估。 

十、房屋建筑物评估说明 

(一)资产概况 

「正直二手车」本次列报评估的房屋建筑物位于临沂市河东九曲街道孟家于埠村东夷

大街与温泉路交汇处西 200 米路南，包括二手车业务大厅及违章大厅及配套的道路、停车

场，账面原值合计 949,233.83 元，账面净值合计 855,299.23 元。 

二手车业务大厅及违章大厅建筑面积 448.11 平方米（包含在建工程中的加建部分），

为单层钢结构；道路、停车场为混凝土地坪，面积为 3,539 平方米。 

上述面积是企业根据测量的情况进行的专项申报，本次评估时我们进行了相应复核，

未发现有明显偏差。 

(二)产权状况 

二手车业务大厅及违章大厅未办理产权证。房屋建筑物用地为租赁临沂市河东区东佳二手

车交易有限公司土地，租赁面积 14,428.00平方米，租赁期限自 2020年 1月 1日起 15年。 

(三)现场查勘情况 

房屋建筑物位于临沂市河东九曲街道孟家于埠村东夷大街与温泉路交汇处西 200米路南。 

二手车业务大厅及违章大厅为单层钢结构，建筑面积 448.11 平米，檐高约 6 米。工字

钢梁、柱；围护结构部分墙体（北侧）为砖墙，其他墙面围护结构为夹芯板外金属波纹板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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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天面为彩色压型钢板；天面铝塑板集成吊顶，地面为地砖，铝合金地弹门、铝合金窗；

水、电、卫等设施齐全，使用正常。建成于 2017年 11月（加建部分建成于 2019 年）。 

配套道路、停车场面积 3,539 平方米，为混凝土面，建成于 2017 年 11月。 

(四)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根据各物业的产权状况、使用状况、所收集的市场资料等情况，采用成本

法进行评估。 

采用成本法评估时，评估值不包含房屋建筑物所占用的土地使用权价值。 

成本法基于替代原理，即作为购买某特定资产的替代选择，人们可以去建造一个与该

资产相同的或具有相同功能的资产。即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一个全新状态的被评估资产

所需的全部成本，减去被评估资产已经发生的实体性陈旧贬值、功能性陈旧贬值和经济性

陈旧贬值，所得的差额作为被评估房屋评估值的评估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评估值＝重置价值×成新率 

重置价值＝前期费用＋综合造价＋其他费用＋资金成本 

1、重置价值的确定 

（1）前期费用的计算 

前期费用以建筑工程建安造价为基准，按一定费率确定。费用内容结合本次被评估资

产的具体情况，主要包括可行性研究费、勘察设计费、环境影响咨询费、招投标费、施工

图预算编制费、审查费和临时设施费等专业费用。 

前期费用主要根据发改价格〔2015〕299 号《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

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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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34 号，同时参考国家相关部门颁布的各项费用的相关文件及建设项目市场

各项前期费用状况测算。 

本次评估前期费用取建安工程造价的 2.90%。 

（2）综合造价的计算 

包括土建工程造价和安装工程造价等。 

根据被评估房屋建筑物的账面内涵及房屋建筑物的结构类型、建筑特点及装饰标准，

考虑其建设技术比较成熟且存在类似工程的概算指标，本次评估主要采用概算指标估算

法。即根据类似工程的投资估算指标(用元/平方米、元/立方米或元/米等单位表示)，乘

以单项工程的工程量，如长度、面积或体积等，计算各单项工程的综合造价。 

（3）其他费用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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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费用，是指工程从筹建起到工程竣工交付使用的整个建设期内，除建筑安装工程

费用及前期费用以外的，为保证工程建设顺利完成和交付使用后能够正常发挥效用而发生

的各项费用，包括工程建设监理费、建设单位管理费、竣工图编制费、白蚁防治费等。 

其他费用参考《建设工程概算预算编制规定》及财政部令第 81 号《基本建设财务规

则》、财建[2016]504 号《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等文件，同时考虑建设项目

市场各项其他费用状况测算。 

本次评估其他费用取综合造价的 3.20%。 

（4）资金成本的计算 

根据被评估资产所处地区的地质、建设环境、资源状况及项目建设规模，确定工期为

6 个月，利率按照评估基准日执行的中国人民银行 1年期贷款利率 4.35%计取，资金平均

投入计算，则： 

资金成本＝前期费用×利率×整个工期＋(综合造价＋其他费用)×利率×1/2 工期。 

2、成新率的确定： 

主要采用耐用年限法和打分法，分别对建筑物进行测定，然后综合考虑后估算成新率；

对价值低的辅助性建筑物仅采用耐用年限法估算成新率。 

1）年限法：评估人员通过现场勘察，结合建筑物的结构特征和建筑质量，考虑实际

已使用年限，以及被评估企业对建筑物的使用维修情况，估测其尚可使用年限，按以下公

式计算成新率： 

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100％ 

2）打分法：根据评估人员现场勘察的情况，按照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颁发的《房

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规定的打分评定标准，分别对房屋的结构部份、装修部分和设备部

分进行评分，然后按下式计算成新率： 

成新率＝结构部分合计得分×G＋装修部分合计得分×S＋设备部分合计得分×B 

式中：G 为结构部分的评分修正系数； 

S为装修部分的评分修正系数； 

B为设备部分的评分修正系数。 

3）综合成新率＝按年限法求得的成新率×40％＋按打分法求得的成新率×60％。 

4）对于难以使用打分法的构筑物，则在耐用年限法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构筑物的施

工年月、施工单位等级、使用效果等情况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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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估示例—二手车业务大厅及违章大厅 

1、重置价值的确定 

（1）综合造价的计算 

根据企业账面成本构成，参考该地区同类房屋的工程成本指标，同时考虑该房屋建筑

物的建设特点确定二手车业务大厅及违章大厅造价如下表所示： 

序号 分部工程名称 合计（元/平方米） 

1 场地平整及土石方工程 20.00 

2 土建工程费 300.00 

3 钢结构工程 500.00 

4 水电安装 80.00 

5 二次装修 600.00 

6 配套工程 150.00 

 单位面积造价总计 1,650.00 

（2）前期费用的计算 

如前所述，前期费用取工程综合造价的 2.90%，则： 

前期费用＝1,650.00 元/平方米×2.90%＝48元/平方米。 

（3）其他费用的计算 

据前述中的评估方法，其他费用取综合造价的 3.20%，则： 

其他费用＝1,650.00 元/平方米×3.20%＝53元/平方米。 

（4）资金成本的计算 

资金成本＝前期费用×利率×工期＋（综合造价＋其他费用）×利率×1/2 工期 

＝20 元/平方米。 

（5）重置价值的计算 

重置单价＝前期费用＋综合造价＋其他费用＋资金成本 

＝1,960.00 元/平方米。 

重置价值＝重置单价×建筑面积＝878,000.00 元 

2、成新率的确定 

（1）年限法成新率 

根据被评估企业提供的有关资料，被评估房产于 2017 年 11 月竣工，至评估基准日已

使用 2.16 年，根据《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参考房屋的经济耐用年限，同时

考虑其重置价中包含装修，评估过程中按照 30 年测算其综合经济使用年限，则剩余经济

使用年限为 27.84 年；取剩余经济使用年限为 27.84 年为尚可使用年限，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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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率＝
尚可使用年限

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
 ×100%＝92.79% 

（2）打分法成新率 

评估人员在向有关工程技术人员了解被评估房产的使用情况，结合被评估房产的结构

布局、建造质量等情况，设定被评估房产的打分表如下表所示： 

分部 序号 项目 
鉴定分数 

评分依据 
标准 评定 

结
构
部
分 

1 地基基础 25 23 有足够承载能力 

2 承重构件 25 23 完好坚固 

3 非承重墙 15 13 墙体无腐蚀损坏，预制墙板节点牢固 

4 屋面 20 17 不渗漏，隔热、保温层完好，排水设施通畅 

5 楼地面 15 13 整体面层牢固，无空鼓起砂、下沉、裂缝 

6 小计 100 89   

装
修
部
分 

7 门窗 25 22 完好无损，开关灵活，玻璃五金齐全，油漆完好有光泽 

8 外粉饰 20 15 稍有空鼓、裂缝 

9 内粉饰 20 16 稍有空鼓、裂缝 

10 顶棚 20 16 稍有翘角、松动 

11 细木装修 15 12 稍有松动 

12 小计 100 81   

安
装
部
分 

13 电气 40 34 上下水通畅，无锈蚀，各种器具完好、零件齐备无损 

14 给排水 25 22 线路、装置完好、牢固、绝缘良好 

15 其他 35 26 基本完好，使用正常 

16 小计 100 82   

不同房屋结 

构类型及层数 

结构部分 

（G） 

装修部分 

（S） 

安装部分 

（B） 

修正 A 房屋结构 钢结构 
0.50 0.40 0.10 

系数 B 层数 1层 

打分法成新率 
H2=结构部分合计得分×G+装修部分 
合计得分×S+设备部分合计得分×B 

85.1% 

（3）综合成新率 

综合成新率＝年限法成新率×40%＋打分法成新率×60% 

＝92.79%×40%＋85.10%×60%＝88% 

3、评估值的计算 

评估值＝重置价值×成新率＝878,000.00×88%＝772,640.00 元 

(六)房屋建筑物评估结果 

「正直二手车」房屋建筑物账面原值 949,233.83 元，账面净值 855,299.23 元，本次

评估值合计 1,253,910.00 元，评估增值 398,610.77 元，增值率 4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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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原因主要系：将长期待摊费用中的道路停车场工程费、在建工程中的加建二手车

业务大厅及违章大厅并入相关资产中评估。 

(七)房屋建筑物评估有关事项说明 

「正直二手车」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二手车业务大厅及违章大厅无相关报建手续，未

取得相关产权证书，相关的建筑面积是企业根据测量的情况进行的专项申报，我们进行了

相应复核。评估过程中未考虑该等建筑物无相关报建手续对评估结果可能的影响。 

十一、评估结果 

「正直二手车」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244.61 万元。具体见下表 

（金额单位为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8,193.24 8,193.24 - - 

非流动资产 821.30 1,241.80 420.50 51.20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500.00 918.82 418.82 83.76 

固定资产 102.45 141.94 39.49 38.55 

在建工程 24.31 6.21 -18.10 -74.46 

长期待摊费用 90.58 70.86 -19.72 -21.77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3.97 103.97 - - 

资产总计 9,014.54 9,435.04 420.50 4.66 

流动负债 9,625.34 9,625.34 - - 

非流动负债 54.32 54.32 - - 

负债总计 9,679.65 9,679.65 - - 

净资产 -665.11 -244.61 420.50 63.22 

「临沂正直」持有的「正直二手车」100%股权的评估值为：-244.61×100%=-244.6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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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山东正直汽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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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概况 

(一)企业基本情况 

1、 注册情况 

企业名称：山东正直汽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直保险」）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12MA3D67M14R 

注册地址：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九曲街道东夷大街东段 

法定代表人：李强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经济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2017 年 2月 8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保险相关业务的损失勘察和理

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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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于 2017 年 2月 8日在临沂市河东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工商登记。 

2、 股东情况 

架构重组完成后，「正直保险」的各股东出资及持股比例如下： 

投资方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山东正直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1,000 100% 

合计 1,000 100% 

(二)企业历史沿革 

1、2017 年 2月，设立 

2017 年 2 月 6 日，临沂市河东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山东正直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

司出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鲁）登记私名预核字[2017]第 004094 号），同 

意预先核准正直保险的名称为“山东正直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该名称保留期至 2017

年 8 月 5 日。 

2017 年 2月 7日，山东正直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李强、杨玉亮共同签署了《山

东正直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章程》，根据该章程，「正直保险」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山东正直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为 5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50%；李强

认缴出资额为 3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30%；杨玉亮认缴出资额为 2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20%。

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31日前。 

2017 年 2月 8日，「正直保险」经临沂市河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成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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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保险」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投资方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山东正直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500 50% 

2 李强 300 30% 

3 杨玉亮 200 20% 

合计 1,000 100% 

2、2020 年 4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20 年 4 月 5 日，经「正直保险」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李强将其持有的正直保险

30%股权、杨玉亮将其持有的「正直保险」20%的股权转让给山东正直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

公司。2020 年 4 月 5 日，股东李强、杨玉亮与山东正直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就上述

股权转让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20 年 4月 10 日，「正直保险」就上述变更事项

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变更完成后，「正直保险」的股权结构如下： 

投资方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山东正直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1,000 100% 

合计 1,000 100% 

(三)企业历史财务资料 

「正直保险」评估基准日近三年简要资产负债表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年度 2017 年 12月 31 日 2018 年 12月 31 日 2019 年 12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603.93 878.08 1,144.94 

非流动资产 214.34 329.69 525.28 

其中:固定资产 171.03 210.08 450.90 

无形资产 - 12.07 9.48 

长期待摊费用 - - 29.75 

递延所得税资产 43.31 107.55 35.14 

资产合计 1,818.27 1,207.78 1,670.22 

流动负债 948.25 530.60 775.97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948.25 530.60 775.97 

股东权益合计 870.02 677.17 894.24 

「正直保险」截至评估基准日近三年损益表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一、营业收入 1,689.53 4,759.99 2,741.13 

减：营业成本 1,808.18 4,762.36 2,139.94 

  营业税金及附加 6.71 36.19 13.17 

  销售费用 0.84 54.20 48.38 

  管理费用 7.07 189.11 183.03 

  财务费用 -1.61 -1.55 -0.12 

  资产/信用减值损失 42.62 -19.23 2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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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加：资产处置收益 - - -41.18 

二、营业利润 -174.28 -261.09 285.69 

加：营业外收入     - 

减：营业外支出 - - 0.22 

三、利润总额 -174.28 -261.09 285.47 

减：所得税费用 -43.31 -64.24 72.40 

四、净利润 -130.98 -196.85 213.07 

注：上述财务数据摘自本次模拟合并审计报告的 TB 底稿。 

(四)企业主要服务介绍 

「正直保险」从事保险代理服务，可代理险种主要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机动车商业保险等。公司代理销售保险产品，并根据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相关保险的查

勘、定损等公估业务。 

二、流动资产评估说明 

「正直保险」申报评估的各项流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

应收款和其他流动资产。上述资产于评估基准日账面值如下表所示（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1,205,692.34 其他应收款 6,112,491.43 

应收账款 4,532,952.79 减：坏账准备 305,624.57 

减：坏账准备 226,647.64 其他应收账款净额 5,806,866.86 

应收账款净额 4,306,305.15 其他流动资产 2,883.75 

预付账款 127,624.00 流动资产合计 11,449,372.10 

(一)货币资金评估说明 

货币资金以经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其中现金（存放于财务部保险柜）以盘点数

为基础来核实评估基准日的现金存量，并以核实值作为评估值。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

在核实账面值、银行对账单余额及余额调节表的基础上，以核实值作为评估值。 

货币资金账面值 1,205,692.34 元，评估值 1,205,692.34 元，评估增值 0.00 元，增

值率 0.00%。 

(二)应收类款项评估说明 

「正直保险」列报评估的应收类款项包括预付账款、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1、预付账款评估说明 

预付账款包括汽车修理费、服务费等，账龄均为 1 年以内。根据本公司抽查的有关原

始凭证显示，预付账款能够形成相应的资产权利或权益，故评估值按核实后的账面值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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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收及其他应收账款评估说明 

应收款总额为 4,532,952.79 元，企业计提坏账准备 226,647.64 元，账面净额

4,306,305.15 元，主要为代理手续费和公估费；其他应收款总额为 6,112,491.43 元，企

业计提坏账准备 305,624.57 元，账面净额 5,806,866.86 元，主要是借款和职工保险。 

应收类账款的评估，我们根据「正直保险」的有关会计记录进行抽查核实（包括核对有

关会计凭证和会计记录）。其中：对应收及其他应收款项分析了其发生时间、发生原因，并

对较大金额及账龄较长的项目进行了函证。其账龄分析如下表所示（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龄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账面值 占总额的％ 账面值 占总额的％ 

1 年以内 4,532,952.79 100.00 6,112,491.43 100.00 

合计 4,532,952.79 100.00 6,112,491.43 100.00 

欠款数额较大的如下表所示（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应收款中前五位欠款情况 其他应收款中前五位欠款情况 

欠款单位名称 金额 账龄 欠款单位名称 金额 账龄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

沂中心支公司 
2,151,761.89 1年内 

临沂市正直驾驶员培

训有限公司 
5,000,000.00 1年内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临沂中心支公司 
954,986.07 1年内 

临沂市龙安汽车驾驶

员训练场 
1,100,000.00 1年内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

沂中心支公司 
334,670.16 1年内 职工 12,491.43 1年内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

沂中心支公司 
278,185.26 1年内   -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临沂市中心支公司 

226,022.26 1年内   - 
 

各种应收款项评估方法参照本部评估说明。 

3、应收类款项评估结果 

预付账款账面值 127,624.00 元，评估值 127,624.00 元，评估增值 0.00 元，增值率

0.00%；应收账款净额账面值 4,306,305.15 元，评估值 4,306,305.15 元，评估增值 0.00

元，增值率 0.00%；其他应收款净额账面值 5,806,866.86 元，评估值 5,806,866.86 元，

评估增值 0.00 元，增值率 0.00%。 

(三)其他流动资产评估说明 

「正直保险」申报评估的其他流动资产账面值 2,883.75 元，系指预交所得税，以核

实后的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四)流动资产评估结果 

「正直保险」流动资产账面值 11,449,372.10 元，评估值 11,449,372.10 元，评估增

值 0.00 元，增值率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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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备评估说明 

(一)设备概况 

「正直保险」本次列报评估的设备分为运输设备和电子设备，简要情况如下表所示（金

额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原值 净值 

车辆 5,387,869.51 4,326,972.87 

电子设备 267,371.70 182,062.35 

合计 5,655,241.21 4,509,035.22 

运输设备主要包括丰田轿车、东风标致轿车、粤海清障车、桑塔纳轿车等；电子设备

主要为日常办公用电脑、空调及办公家具等。各类设备购置于 2017-2019 年间，电子设备

主要分布在各办公室，平时维护保养良好，使用正常。 

(二)现场查勘情况说明 

根据被评估企业提供的资产清查评估明细表，对主要设备逐项进行现场查勘。首先进

行设备利用率、设备负荷状况、设备维护保养状态、设备大修理状况、设备故障率、设备

工作环境情况的总体调查；然后逐台观察重大设备的外部成新状况、设备运行的状况及运

行纪录；最后会同被评估企业设备管理技术人员对重要设备进行分部观察、检测、分析和

分部成新情况评分。 

(三)评估方法及示例 

评估方法及示例可参考「临沂正直」设备评估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四)设备评估结果 

各类设备账面净值 4,509,035.22 元，评估值 4,754,846.00 元，评估增值 245,810.78

元，增值率 5.45%，增值原因：评估考虑的经济年限长于会计折旧年限。 

四、其他无形资产评估说明 

「正直保险」申报评估的其他无形资产账面值 94,827.58 元，系指浪潮 GS 管理软件。

评估人员了解了资产的原始发生金额、摊销期、尚可使用年限及摊销办法，查核了账面记

录。按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五、长期待摊费用评估说明 

「正直保险」长期待摊费用账面值为 297,480.73 元，系指钢结构大棚。本公司抽查

了待摊费用的原始凭证及相关文件、资料，了解费用支出和摊销方法，并对待摊费用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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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期进行了分析。长期待摊费用按核实后的值作为评估值。 

六、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说明 

「正直保险」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值为 351,442.20 元，系为计提坏账准备、可弥

补亏损等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经核实结果无误，按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七、流动负债评估说明 

「正直保险」申报评估的流动负债包括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和其他应付款。上述

负债在评估基准日账面值如下表所列（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应付职工薪酬 6,951,182.10 其他应付款 368,084.08 

应交税费 440,464.66 流动负债合计 7,759,730.84 

其他应付款主要是应付代缴社保、业务宣传费、离职员工支取的工资等。 

应付职工薪酬的为应付的工资、奖金等。 

应交税费主要为应交的应交增值税、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应交个人所得税、教育费

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应交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等。 

各类负债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正直保险」流动负债账面值 7,759,730.84 元，评估值 7,759,730.84 元，评估增值

0.00 元，增值率 0.00%。 

八、评估结果 

「正直保险」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918.82 万元。具体见下表（金额单位：

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144.94 1,144.94 - - 

非流动资产 525.28 549.86 24.58 4.68 

其中：固定资产 450.90 475.48 24.58 5.45 

无形资产 9.48 9.48 - - 

长期待摊费用 29.75 29.75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35.14 35.14 - - 

资产总计 1,670.22 1,694.80 24.58 1.47 

流动负债 775.97 775.97 - - 

负债总计 775.97 775.97 - - 

净资产 894.24 918.82 24.58 2.75 

「正直二手车」持有的「正直保险」100%股权的评估值为：918.82×100%=918.8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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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评估基准日，「临沂正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净值 2,040,000.00 元，评估值

9,912,899.21元，评估增值 7,872,899.21 元，增值率 385.93 %。具体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该单位 

净资产值 

该单位净资产

评估值 

架构重组后 

占股比例 

该项长期投资帐

面值 

该项长期投资 

评估值 

1 
临沂市兰山区正直机动车

检测有限公司 
7,193,485.42 7,408,534.57 100% 1,020,000.00 7,408,534.57 

2 
临沂市河东区正直机动车

检测有限公司 4,559,263.89 4,950,513.06 100% 1,020,000.00 4,950,513.06 

3 
山东正直二手车交易市场

有限公司 -6,651,105.82 -2,446,148.42 100%  -2,446,148.42 

合      计 5,101,643.49 9,912,899.21  2,040,000.00 9,912,899.21 

 

注：本次审计未出具模拟架构重组后状态下的「临沂正直」母公司报表，上表中账面值来源于模

拟合并审计报告的 TB 底稿，该等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值系为原始状态下的投资账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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