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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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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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评估

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

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和资产评估准则，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六、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

限定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关注评估结论成立的假

设前提、资产评估报告特别事项说明和使用限制。 

七、执业过程中，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通过核查财务记录、权属

证明文件及资料等方式对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进行了必要的、独立

的关注，但并不表示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对评估对

象法律权属进行了确认或发表了意见。 

八、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清单等申报资料由委托人及产权持有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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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产权持有人应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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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的

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遵循独立、客

观、公正的原则，采用市场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沈阳远大

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的 4 处房产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报告摘要如

下： 

一、 评估目的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拥有的 4 处房产(部分带租

约)，需要了解上述 4 处房产(部分带租约)不考虑租约影响的市场价

值。 

本次评估目的是对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的 4 处房产

(部分带租约)不考虑租约影响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沈阳远大铝业

集团有限公司拟进行上述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二、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的 4 处房产(部分带

租约)不考虑租约影响的市场价值。 

评估范围为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的4处房产，房屋所

有权人均为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基准日账面原值为

12,585,020.12元，账面净值为11,261,213.28元。房屋建筑物基本情况

如下： 

序

号 
权证编号 建筑物名称 位置 结构 

总层

数 

所在

层数 

建成 

年月 

建筑          

面积(m
2)

 
用途 

1 
辽(2018)沈阳市不动产

权第 0289978 号 
鑫丰又一城 

沈阳市铁西区兴工

北街 47 号(1 门) 
钢混 27 1-2 2008 年 318.32  网点 

2 
辽(2018)沈阳市不动产

权第 0259964 号                   
鑫丰又一城 

沈阳市铁西区兴工

北街 47 号(5 门) 
钢混 27 1-2 2008 年 312.89  网点 

3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N060134706 号 
华阳大厦 

沈阳市和平区青年

大街 386 号(1552 

1553) 

钢混 30 15 2009 年 170.14  办公 

4 
辽(2017)沈阳市不动产

权第 0200446 号 

远大城市立

方 

沈阳市大东区沈铁

路 37-4 号(8 门) 
钢混 18 1-2 2009 年 176.69  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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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评估基准日，序号1、2、3号房屋均处于在租使用状态，序

号 4 号房屋处于闲置状态。截至评估基准日以上房屋均无他项权利登

记。根据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本次评估不考虑合同租约对评估价值

的影响。 

经委托人(产权持有人)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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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3 月 31 日。 

四、 价值类型 

市场价值。 

五、 评估方法 

市场法。 

六、 评估结论及其使用有效期 

在评估假设条件成立前提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原

值为 12,585,020.12 元，账面净值为 11,261,213.28 元，评估原值

17,039,100.00元，评估净值17,039,100.00元，评估原值与账面原值比

较增值 4,454,079.88元，增值率为 35.39%，评估净值与账面净值比较

增值 5,777,886.72 元，增值率 51.31%。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自 2020 年 3 月 3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0 日)。 

七、 可能会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的主要特别事项 

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关注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假设条件、特

别事项说明、使用限制说明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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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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行为 

涉及的 4 处房产价值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众华评报字(2020)第 82 号 

一、 绪言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的

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遵循独立、客

观、公正的原则，采用市场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沈阳远大

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的 4处房产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

告如下： 

二、 委托人、产权持有人及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

评估报告使用人概况 

(一)委托人概况 

企业名称：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6410718023F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十三号街 20 号 

法定代表人：康宝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贰佰伍拾万元 

成立日期：1993 年 02 月 17 日 

营业期限：自 1993 年 02 月 17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铝门窗、屋顶、幕墙、不锈钢制品；室内外装修、

机电装修；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机电产品加工、制造；经营本

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生

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

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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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电机、风力发电设备、工业风机、

气体压缩机、泵类、石油人工机械设备、轨道交通设备制造；海洋

石油设备制造及工程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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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产权持有人概况 

产权持有人与委托人为同一企业。 

(三)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人概况 

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为法律规定与本评估目的相关的政府

职能部门及相关当事人。 

三、 评估目的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拥有的 4 处房产(部分带租

约)，需要了解上述 4 处房产(部分带租约)不考虑租约影响的市场价

值。 

本次评估目的是对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的 4 处房产

(部分带租约)不考虑租约影响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沈阳远大铝业

集团有限公司拟进行上述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四、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评估对象 

本项目评估对象为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的 4 处房产

(部分带租约)不考虑租约影响的市场价值。 

(二)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为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的4处房产，房屋所

有权人均为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基准日账面原值为

12,585,020.12 元，账面净值为 11,261,213.28 元。房屋基本情况如

下： 

序

号 
权证编号 建筑物名称 

位置 

 结构 
总层

数 

所在

层数 

建成 

年月 

建筑          

面积(m
2) 

权利

性质 

1 
辽(2018)沈阳市不动产

权第 0289978 号 
鑫丰又一城 

沈阳市铁西区兴工

北街 47 号(1 门) 
钢混 27 1-2 2008 年 318.32  网点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行为涉及的 4 处房产价值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评估机构：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电话:0411-82739271  传真0411-82739002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鲁迅路 35 号盛世大厦 14 层           7               邮箱：ss0708@vip.sina.com 

2 
辽(2018)沈阳市不动产

权第 0259964 号                   
鑫丰又一城 

沈阳市铁西区兴工

北街 47 号(5 门) 
钢混 27 1-2 2008 年 312.89  网点 

3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N060134706 号 
华阳大厦 

沈阳市和平区青年

大街 386 号(1552 

1553) 

钢混 30 15 2009 年 170.14  办公 

4 
辽(2017)沈阳市不动产

权第 0200446 号 

远大城市立

方 

沈阳市大东区沈铁

路 37-4 号(8 门) 
钢混 18 1-2 2009 年 176.69  网点 

 

截至评估基准日，序号1、2、3号房屋均处于在租使用状态，序

号 4号房屋处于闲置状态。截至评估基准日以上房屋均无他项权利登

记。根据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本次评估不考虑合同租约对评估价值

的影响。 

经委托人(产权持有人)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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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价值类型 

根据评估目的及委托约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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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3 月 31 日。 

此评估基准日是距评估目的计划实现日较接近的基准时间，由委

托人确定。 

七、 评估依据 

本次评估工作中所遵循的经济行为依据、法律法规依据、评估准

则依据、权属依据和取价依据如下： 

(一)行为依据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沈阳

分公司签订的《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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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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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2020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2 号，

2007 年 3 月 16 日颁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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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年 5 月 19 日国务院令第 55 号)； 

6.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56 号)； 

7.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6 号)； 

8.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通知文件等。 

(三)评估准则依据 

1. 《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 号； 

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 号)； 

3.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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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6.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 号)； 

7.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38 号)； 

8.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 号)； 

9.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中评协〔2017〕4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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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13.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四)权属依据 

《不动产权证书》及《房屋所有权证》、《土地证》。 

(五)取价依据 

评估人员现场勘察、市场调查获得的有关资料。 

八、 评估方法 

(一) 评估方法适用性分析 

资产评估的基本方法有成本法、市场法、收益法等方法。 

成本法是指按照重建或者重置资产的思路，将评估对象的重建

或者重置成本作为确定资产价值的基础，扣除相关贬值，以此确定

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的总称。选择和使用成本法时应当考虑的应用

前提条件一般包括：评估对象处于继续使用状态或能被假定处于继

续使用状态；能够确认评估对象具有预期获利能力；具有可利用的

财务、资产管理及市场价格数据；能够合理量化相关资产重置成本

以及需要考虑的相关贬值。 

市场法是指依据替代原理，将评估对象与相同或类似资产的近

期交易价格进行对照比较，通过对交易情况、交易日期、资产状况

等因素进行修正，得出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的一种估价方

法。选择和使用市场法时应当考虑的应用前提条件一般包括：评估

对象或者可比参照物具有公开的市场，以及相对活跃的交易；交易

及交易标的的必要信息是可以获得的。 

收益法是指通过估算评估对象预期收益，采用适当的折现率折

算成现值，得出评估对象价值的一种估价方法。选择和使用收益法

时应当考虑的应用前提条件一般包括：评估对象的未来收益可以单

独预计并用货币计量；收益所对应的风险能够度量；收益期限能够

确定或者合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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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本项目的尽调表明，评估对象中房屋建筑物用途为网点、

办公，周边与之用途相同或类似的房屋建筑物交易案例较多，因此

适合采用市场法评估。评估对象房屋建筑物建成时间均较早，建筑

成本难以取得，没有可利用的财务、资产管理及市场价格数据；无

法合理量化相关资产重置成本以及需要考虑的相关贬值，不宜采用

成本法。由于疫情期间，评估对象相同用途房地产租赁市场交易较

少，难以调查其客观租金水平，从而现状条件下的收益水平难以测

算，不宜采用收益法。 

综合以上分析，本次评估对象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二) 评估方法的技术路线 

根据确定的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情况，本次选取市

场法评估所采用的计算公式为： 

评估价值=比准价格×建筑面积； 

比准价格为根据实际情况综合分析，对各可比实例修正价格采

用简单算术平均法或加权平均法测算求得，其中： 

可比实例修正价格=可比实例价格×交易日期性质修正系数×交

易情况修正系数×区位因素修正系数×实物状况修正系数×权益状

况修正系数 

九、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主要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如下： 

(一) 接受委托 

委托人与我公司就评估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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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等达成协议，订立

业务委托合同。 

(二) 前期准备 

1.拟定评估方案，编制资产评估计划。 

2.组建评估团队，组织内部培训。 

3.实施前期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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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场调查 

评估人员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对评估对象进行了必要的勘察和核

查，对资产利用及权益状况等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1.资产核查 

(1)初步审查完善评估申报表和其他申报材料 

评估人员通过现场掌握的信息和了解的情况初步审查产权持有

人填报的评估申报表内容和查阅其他申报资料，对于发现存在不完

整、遗漏及错误的情形的，要求并指导企业进行完善。 

(2)现场实地勘察 

依据产权持有人提供的评估申报表及其他申报材料，按照资产

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各项资产实施勘察和核查。根据勘察和核

查结果与产权持有人沟通，要求并指导企业进一步完善评估申报表

及其他申报材料。 

(3)查验产权证明文件资料 

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涉及的产权证明文件资料进行查验，对发

现权属不明晰、权属资料不完善情况的，提请企业核实并明确意

见。 

2.尽职调查 

评估人员所进行的尽职调查工作内容主要如下： 

(1) 调查了解资产取得情况。 

(2) 调查了解资产利用状况。 

(3) 调查了解资产发挥效用状况。 

(4) 调查了解资产是否存在抵押、质押、诉讼的情况。 

(5) 调查了解资产是否存在他项权利情况。 

(6) 调查了解经济行为及其与资产关系。 

(7) 调查了解其他相关信息。 

(四) 收集整理评估资料 

评估人员根据工作计划及资产评估业务具体情况收集评估业务

所需资料。资料包括直接从市场等渠道独立获取的资料，从委托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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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持有人等相关当事方获取的资料，从政府部门、各类专业机构和

其他相关部门等渠道获取的其他资料。在此基础上，对收集的评估资

料进行了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和编制资产评估报告

的依据。 

(五) 评定估算 

在收集整理的评估资料支持下，评估人员根据所确定采用的评估

方法，选取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汇总和判断，形成测

算结果。项目负责人对形成的测算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形成初步评估

结论，进而编制初步资产评估报告。 

(六) 内部审核 

评估机构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资产评估准则和资产评估机构内

部质量控制制度，对初步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内部审核，形成正式资产

评估报告。在形成正式资产评估报告前，在不影响对评估结论进行独

立判断的前提下，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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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出具评估报告 

完成内部审核工作后，由资产评估机构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并提交

委托人。 

十、 评估假设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涉及采用的假设条件如下： 

(一) 一般假设 

1.交易假设，即假设纳入评估对象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资产评

估专业人员根据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值。 

2.公开市场假设，即假设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

的资产所涉及的资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

信息的机会和时间，资产交易双方的交易行为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

而非强制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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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产持续经营假设，即假设评估对象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方

式、规模、频度、环境等情况继续使用，没有考虑资产用途转换或者

最佳利用条件，其评估结果的使用范围存在限制。 

4.假设委托人及产权持有人提供的与评估相关的资料真实准确、

客观完整、合法有效，不存在虚假、误导、或重大遗漏，有关重大事

项揭示充分。 

5.假设评估测算涉及的汇率、利率、物价水平在正常范围内波动，

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影响。 

(二) 特殊假设 

1.在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所能调查了解并披露情况之外，纳入评估

范围的资产不存在影响其权利、质量等事项。 

2.产权持有人已及时披露和告知评估基准日至评估报告完成日期

间所发生的能够影响评估结论的各类事项。 

3.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权属合法、清晰，能够按照设定用途和合

理使用的方式合法、有效地持续使用下去，并在可预见的使用期内，

不发生重大变化。 

4. 根据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本次评估不考虑合同租约对评估价

值的影响。 

资产评估报告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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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机构及签字资产评估

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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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评估结论 

在评估假设条件成立前提下，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

的账面原值为 12,585,020.12 元，账面净值为 11,261,213.28 元，评估

原值 17,039,100.00 元，评估净值 17,039,100.00 元，评估原值与账面

原值比较增值 4,454,079.88 元，增值率为 35.39%，评估净值与账面净

值比较增值 5,777,886.72 元，增值率 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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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

业水平和能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 

(一) 评估基准日存在的法律、经济等未决事项 

    评估基准日，未发现存在法律、经济等未决事项。 

(二)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评估人员和评估机构的法律责任是对本报告所述评估目的下的

资产价值做出专业判断，并不涉及对该项评估目的所对应的经济行

为做出任何判断。评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委托人(产权持有

人)提供的有关资料，本次评估以目前可以取得的资料做为评估依据

形成的评估结论。委托人(产权持有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应对其提供

的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2.对产权持有人存在的可能影响资产评估值的瑕疵事项，在委托

和评估时未作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或评估程序受限

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3.评估过程中，评估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屋建筑物进行勘察

时，因检测手段限制等原因，主要依赖于评估人员的外观观察和向

有关使用人员的询问情况等判断房屋建筑物状况。 

4.本报告所披露的评估价格为不含税价格。 

5.根据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本次评估结论不考虑合同租约对评估

价值的影响。本次评估的评估结论未考虑房产交易过程中等税负对

评估结果的影响。 

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注意以上特别事项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的影

响。 

十三、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 使用范围 

1.本资产评估报告只能由报告载明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 

2.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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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自 2020年 3月 31

日至 2021年 3月 30日)。在评估报告有效期内，评估基准日至评估目

的实现日，若资产数量及影响作价标准的因素发生变化，以及有证

据表明评估报告特别事项中披露的事项已对资产评估结论产生实质

影响时，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委托人应及时聘请资产评估机

构重新评估。 

4.未征得评估机构同意，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

或者披露与公开媒体，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除外。 

(二) 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人未按照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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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三) 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

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报告使用人外，其他任何

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四)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

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

现价格的保证。 

(五) 本评估报告经评估机构盖章、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签名后方可

使用。 

十四、 资产评估报告日 

本资产评估报告日为 2020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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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师： 张晶晶 

 

 

 

 

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公司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鲁迅路 35 号盛世大厦 14 楼 

传真：0411-82739271 

电话：0411-8273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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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附件 

附件一、房屋建筑物权证复印件； 

附件二、委托人(产权持有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附件三、委托人(产权持有人)的承诺函； 

附件四、资产照片； 

附件五、签名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附件六、资产评估机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和《评估机构备案文

件》复印件； 

附件七、负责该评估业务的资产评估师资格证明文件； 

附件八、资产账面价值与评估结论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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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产权持有人：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房屋建筑物类合计 12,585,020.12            11,261,213.28            17,039,100.00            17,039,100.00            4,454,079.88            5,777,886.72            35.39        51.31        

4-6-1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12,585,020.12            11,261,213.28            17,039,100.00            17,039,100.00            4,454,079.88            5,777,886.72            35.39        51.31        

4-6-2 固定资产-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                              -                              -                              -                              -                            -                            

4-6-3 固定资产-管道及沟槽 -                              -                              -                              -                              -                            -                            

设备类合计 -                              -                              -                              -                              -                            -                            

4-6-4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                              -                              -                              -                              -                            -                            

4-6-5 固定资产-车辆 -                              -                              -                              -                              -                            -                            

4-6-6 固定资产-电子设备 -                              -                              -                              -                              -                            -                            

4-6-7 土地 -                              -                              -                              -                              -                            -                            

12,585,020.12            11,261,213.28            17,039,100.00            17,039,100.00            4,454,079.88            5,777,886.72            35.39        51.31        

-                              -                              -                            

12,585,020.12            11,261,213.28            17,039,100.00            17,039,100.00            4,454,079.88            5,777,886.72            35.39        51.31        

产权持有人填表人：彭安林

填表日期：2020年4月13日

固定资产评估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20年3月31日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固定资产合计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总计

编号 科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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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1

产权持有人：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原值 净值 原值 成新率% 净值

1
辽(2018)沈阳市不动产权

第0289978号
鑫丰又一城 钢混 2008年 2018年 m

2 318.32 15,306.64       4,872,408.85          4,580,064.25          7,098,500.00        7,098,500.00          2,518,435.75        54.99         22,300.00       

2
辽(2018)沈阳市不动产权

第0259964号
鑫丰又一城 钢混 2008年 2018年 m

2 312.89 15,306.64       4,789,293.81          4,501,936.11          6,977,400.00        6,977,400.00          2,475,463.89        54.99         22,300.00       

3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N060134706号
华阳大厦 钢混 2009年 2009年 m

2 170.14 5,972.29         1,016,125.81          523,770.68             1,054,900.00        1,054,900.00          531,129.32           101.40       6,200.00         

4
辽(2017)沈阳市不动产权

第0200446号
远大城市立方 钢混 2009年 2017年 m

2 176.69 10,794.00       1,907,191.65          1,655,442.24          1,908,300.00        1,908,300.00          252,857.76           15.27         10,800.00       

-                        

-                        

-                        

-                        

-                        

-                        

-                        

-                        

-                        

978.04 12,867.59       12,585,020.12        11,261,213.28        17,039,100.00      17,039,100.00        5,777,886.72        51.31         

-                        

12,585,020.12        11,261,213.28        17,039,100.00      17,039,100.00        5,777,886.72        51.31         

产权持有人填表人：彭安林

填表日期：2020年4月13日

建成
年月

计量
单位

建筑

面积

成本单价

(元/m
2
)

增减值 增值率%
购置
年月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评估明细表
评估基准日：2020年3月31日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评估单价

(元/m
2
)

备注

合计

减：房屋建筑物减值准备

合计

评估人员:张晶晶

序号
资产
编号

权证编号 建筑物名称 结构



 

 

 

资产账面价值与评估结论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房屋建筑物评估原值较账面原值有所增值，主要原因是由于近

年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导致的评估增值。 

评估净值较账面净值有所增值，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次评估房屋

建筑物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评估原值和评估净值都等于其市场价

值，账面净值考虑了房屋建筑物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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