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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万锦商贸有限公司的股权可收回价值及其 

商业物业资产 2020 年度不存在减值 

暨相关评估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并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万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万锦商贸”）100%股权。截至 2020 年 8 月 11 日，万锦商贸完成了股权转让

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万锦商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公司交易时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自交割日在内的三个完整会

计年度（2020 年、2021 年、2022 年）结束后对包括标的资产所涉商业综合体、

酒店等商业物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具体方式为：公司应于 2020 年、2021 年、

2022 年年度报告出具后 20 个工作日内，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

对万锦商贸名下的商业综合体、酒店等商业物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分别出具

《减值测试评估报告》。如《减值测试评估报告》确认存在资产减值的，交易对

方应以现金方式补足差额，但公司股东大会另行审议同意以其他形式补足差额的

除外。 

基于上述约定，公司在 2020 年年度报告编制期间，聘请了资产评估机构银

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信评估”）为公司进行股权减值测试涉及的

万锦商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可收回价值进行了评估，并

已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出具了《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减值

测试涉及的万锦商贸有限公司股权可收回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

（2021）沪第 1232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本次股权减值测试，主要参数设置与收购时评估参数设置基本无差异。经减

值测试评估，银信评估出具了如下评估结论：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在《评估报告》所列假设和限定条件下，由于近年来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采用

公允价值—处置费用法确定万锦商贸的可收回价值与收购时交易价格相比，本次

股权可收回金额高于收购交易价，因此，万锦商贸的可收回价值与所涉商业物业

不存在减值的情况。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减值测试的评估方法的选择 

（一）万锦商贸的评估方法选择 

本次减值测试涉及到的主要资产是万锦商贸下属子公司绍兴上虞雷迪森万

锦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迪森酒店”）和绍兴上虞时代广场商贸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时代广场”）持有的两处商业房地产，在对母公司万锦商贸股权

可收回价值进行评估时，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

综合分析了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确定

仅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主要基于以下原因和考虑：本次评估对象母公司万锦商贸，除持有下属子公

司股权外，本部近三年未开展实际经营业务。母公司的资产构成较为简单，主要

为货币资金、其他应收款和长期股权投资等科目，母公司的最主要价值即体现为

其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而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方法为通过对被投资企业进行整

体资产评估，再根据母公司对被投资企业的投资比例确定评估值。本次减值测试

对下属经营实体子公司均以资产基础法的结果作为评估结论，然后按照股权投资

关系汇总到母公司进行评估。 

具体评估方法适用性分析如下： 

1、资产基础法适用性分析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第三十六条规定：“当企业的每项资

产和负债都可以被识别并单独评估时，可以使用考虑使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时，由于万锦商贸有完备的财务资料和资产管理资料可以利用，资产取

得成本的有关数据和信息来源较广，企业的各项资产和负债都可以被识别并单独

评估，因此本次评估时采用了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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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益法适用性分析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第十九条规定：“资产评估专业人员

应当结合被评估单位的历史经营情况、未来收益可预测情况、所获取评估资料的

充分性，恰当考虑收益法的适用性”。经分析，母公司万锦商贸历史年度 2017-2020

年 5 月未产生实质经营收入，未来收益难以预测，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持有 2 家长

期股权投资单位雷迪森酒店和时代广场，故本次评估不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3、市场法适用性分析 

根据《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的相关规定：“资

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根据所获取可比企业经营和财务数据的充分性和可靠性、可

收集到的可比企业数量，考虑市场法的适用性”。由于万锦商贸无实际经营业务，

无法通过相关比率乘数的修正测算万锦商贸的价值，不具备采用市场法评估的条

件，故本次评估不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二）子公司的评估方法选择 

1、资产基础法适用性分析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第三十六条规定：“当企业的每项资

产和负债都可以被识别并单独评估时，可以使用考虑使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时，由于雷迪森酒店和时代广场两家长期股权投资单位均有完备的财务

资料和资产管理资料可以利用，资产取得成本的有关数据和信息来源较广，企业

的各项资产和负债都可以被识别并单独评估，因此本次评估时采用了资产基础法

进行评估。 

2、收益法适用性分析 

对于长期股权投资企业雷迪森酒店和时代广场，由于其收入主要来源分别为

商业地产雷迪森酒店的酒店经营收入和时代广场商场的对外租赁收入，鉴于在资

产基础法评估时，已对其最主要资产和收入来源采用了收益法和市场法两种方法

进行测算，能够反映企业的整体价值，因此不再采用收益法进行整体评估。 

3、市场法适用性分析 

根据《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的相关规定：“资

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根据所获取可比企业经营和财务数据的充分性和可靠性、可

收集到的可比企业数量，考虑市场法的适用性”。由于在国内证券市场难以取得



一定数量规模的相似上市公司，无法通过相关比率乘数的修正测算企业价值，不

具备采用市场法评估的条件，故本次评估不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三）评估方法选择总结 

综上所述，虽然对万锦商贸仅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但鉴于对收购的主

要资产（即对下属经营实体子公司持有的雷迪森酒店和时代广场 2 项商业房地

产），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采用了市场法和收益法两

种方法进行评估，已从不同角度合理的反映了本次减值测试目的下主要资产的市

场价值，符合相关准则规定。 

二、相关商业房地产的评估 

（一）雷迪森酒店的评估 

1、评估方法 

评估对象房地产系 2009 年建成的房地产，而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或

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的估价，故不适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 

评估对象房地产系商业房地产，成本法虽能够直接测算评估对象的房地产价

值，却不能反映评估对象商业价值，故不适宜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对评估对象房地产采用市场比较法和收益法。 

2、市场法评估过程及评估结果 

由于委托评估资产可以从房地产销售市场获得与评估对象具有可比性的交

易案例，适用于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因此本次将采用市场比较法对纳入评估范

围的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9 幢及凤鸣路营业用房面积为 60,214.85 平方米的商业房

地产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市场法是选择市场上与评估对象房地产相类似、同区域的近期销售的房地产

作为参照物，从时间因素、交易因素、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等方面将评估对象房

地产与可比参照物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通过对可比参照物进行综合分析、调整

交易价格，确定评估对象房地产评估值。 

计算公式如下： 

评估值=建筑面积×评估对象房地产单价 



评估对象房地产单价=参照物交易价格×正常交易情况/参照物交易情况 

×评估对象房地产区域因素值/参照物房地产区域因素值 

×评估对象房地产个别因素值/参照物房地产个别因素值 

×评估对象房地产评估基准日价格指数/参照物房地产交易日价格指数 

（1）确定可比交易实例 

其中根据评估对象状况，选取与评估对象在同一供求圈、用途与结构相同、

于近期正常成交的三个交易案例，其具体案例市场价格情况如下： 

1）确定可比交易实例 

其中根据评估对象状况，选取与评估对象在同一供求圈、用途与结构相同、

于近期正常成交的三个交易案例，其具体情况如下： 

评估对象比较因素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 1 案例 2 案例 3 

名称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9 幢 
市民大道 

商铺 
凤鸣路商铺 时代潮城商铺 

交易价格（元/平方

米） 
/ 47,929.00 41,000.00 48,837.00 

交易时间 2020 年 12 月 2019 年 11 月 2020 年 5 月 2020 年 6 月 

交易情况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有一定优惠

折扣 

正常交易，有一定优

惠折扣 

房地产用途 商铺 商铺 商铺 商铺 

区                    

域                            

因                       

素 

地段位置 

附近分布食肆、银行、

商场、办公楼等，地段

位置好 

附近分布食肆、银

行、商场、办公楼

等，地段位置好 

附近分布食肆、银行、

商场、办公楼等，地段

位置较好 

附近分布食肆、银

行、商场、办公楼等，

地段位置好 

商服繁华程

度 

周边分布商场、超市，

商店、商服繁华程度较

高 

周边分布商场、超

市，商店、商服繁

华程度高 

周边分布商场、超市，

商店、商服繁华程度较

高 

周边分布商场、超

市，商店、商服繁华

程度高 

交通状况 
多条公交线以上，交通

便利 

多条公交线以上，

交通较便利 

多条公交线以上，交通

便利 

多条公交线以上，交

通便利 

公共配套设

施状况 

附近有大型商场、购物

中心、银行，设施状况

完善 

附近有大型商

场、购物中心、商

店、银行，设施状

况较完善 

附近有大型商场、购物

中心、银行，设施状况

较完善 

附近有大型商场、购

物中心、商店、银行，

设施状况较完善 

环境状况 环境状况较好 环境状况较好 环境状况较好 环境状况较好 

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较好 城市规划较好 城市规划较好 城市规划较好 

个
别
因
素 

面积 
出售面积大，大宗房地

产交易出售较困难 

出售面积小，出售

方便 
出售面积小，出售方便 

出售面积小，出售方

便 

临街状况 街角地，两面临街 一面临街 一面临街 一面临街 



停车便捷度 停车方便 停车较方便 停车较方便 停车较方便 

通风采光 朝南，通风采光好 朝南，通风采光好 朝东，通风采光好 朝南，通风采光好 

景观 景观较好 景观较好 景观较好 景观较好 

结构质量 混合 混合 混合 混合 

所在楼层 一层 一层 一层 一层 

装修情况 豪装 毛坯 中装 中装 

新旧程度 6 成新 9 成新 9 成新 9 成新 

房屋类型 商铺，房屋类型较好 
商铺，房屋类型较

好 
商铺，房屋类型较好 商铺，房屋类型较好 

2）编制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说明表 

根据评估对象与交易案例实际情况，选用影响评估对象房地产价值的比较因 

素，主要包括：交易时间、交易情况、房地产用途、区域因素（地段位置、商服

繁华程度、交通状况、公共配套设施状况、环境状况、城市规划）和个别因素（面

积、临街状况、停车便捷度、通风采光、景观、结构质量、所在楼层、装修情况、

新旧程度、房屋类型）。 

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一层）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 1 案例 2 案例 3 

名称 / 
市民大道 

商铺 
凤鸣路商铺 时代潮城商铺 

交易价格（元/平方

米） 
/ 47,929.00 41,000.00 48,837.00 

交易时间 2020 年 12 月 2019 年 11 月 2020 年 5 月 2020 年 6 月 

交易情况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有一定

优惠 

正常交易，有一

定优惠 

房地产用途 商铺 商铺 商铺 商铺 

区 

域                            

因                       

素 

地段位置 

附近分布食肆、银行、

商场、办公楼等，地段

位置好 

附近分布食肆、

银行、商场、办

公楼等，地段位

置好 

附近分布食肆、银

行、商场、办公楼

等，地段位置较好 

附近分布食肆、

银行、商场、办

公楼等，地段位

置好 

商服繁华

程度 

周边分布商场、超市，

商店、商服繁华程度较

高 

周边分布商场、

超市，商店、商

服繁华程度高 

周边分布商场、超

市，商店、商服繁

华程度较高 

周边分布商场、

超市，商店、商

服繁华程度高 

交通状况 
多条公交线以上，交通

便利 

多条公交线以

上，交通较便利 

多条公交线以上，

交通便利 

多条公交线以

上，交通便利 

公共配套

设施状况 

附近有大型商场、购物

中心、银行，设施状况

完善 

附近有大型商

场、购物中心、

商店、银行，设

施状况较完善 

附近有大型商场、

购物中心、银行，

设施状况较完善 

附近有大型商

场、购物中心、

商店、银行，设

施状况较完善 



环境状况 环境状况较好 环境状况较好 环境状况较好 环境状况较好 

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较好 城市规划较好 城市规划较好 城市规划较好 

个
别
因
素 

面积 
出售面积大，大宗房地

产交易出售较困难 

出售面积小，出

售方便 

出售面积小，出售

方便 

出售面积小，出

售方便 

临街状况 街角地，两面临街 一面临街 一面临街 一面临街 

停车便捷

度 
停车方便 停车较方便 停车较方便 停车较方便 

通风采光 朝南，通风采光好 
朝南，通风采光

好 
朝东，通风采光好 

朝南，通风采光

好 

景观 景观较好 景观较好 景观较好 景观较好 

结构质量 混合 混合 混合 混合 

所在楼层 一层 一层 一层 一层 

装修情况 豪装 毛坯 中装 中装 

新旧程度 6 成新 9 成新 9 成新 9 成新 

房屋类型 商铺，房屋类型较好 
商铺，房屋类型

较好 

商铺，房屋类型较

好 

商铺，房屋类型

较好 

3）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将交易案例与评估对象进行比较，从房产用途、交易情况、交易时间、区域

因素（地段位置、商服繁华程度、交通状况、公共配套设施状况、环境状况、停

车便捷度、城市规划）和个别因素（面积、通风采光、物业管理、结构质量、建

成时间、设备设施、装修情况、房屋类型）等方面进行系数修正，得出评估对象

的比准价格。 

① 建立价格可比基础 

选取可比实例后，应对可比实例的成交价格进行换算处理，建立价格可比基

础，统一其表达方式和内涵，包括统一付款方式，统一采用单价，统一币种和货

币单位，统一面积内涵和面积单位，本次评估所选的可比实例成交价格的表达方

式和内涵与评估对象口径一致，互相可比。 

② 进行交易情况修正 



进行交易情况修正，应排除交易行为中的特殊因素所造成的可比实例成交价

格偏差，将可比实例的成交价格调整为正常价格。 

由于本次选取的可比实例交易情况均为公开市场交易价格，案例 2、案例 3

有交易折扣，故以评估对象此项修正系数为 100%，则可比案例 1、2、3 此项因

素修正系数分别为 100%、105%、105%。 

③ 进行交易日期修正 

进行交易日期修正，应将可比实例在其成交日期时的价格调整为估价时点的

价格。 

由于目前绍兴市此类房地产销售水平状况较为稳定，本次按照相关房地产网

站的房产指数进行适当地修正，故以评估对象此项修正系数为 100%，则可比案

例 1、2、3 此项因素修正系数分别为 104.06 %、100.28 %、100.28 %。 

④ 进行房地产状况修正 

进行房地产状况修正，是将可比实例在其房地产状况下的价格，修正为在评

估对象房地产状况下的价格。房地产状况修正分为区域因素修正和个别因素修

正。 

将交易案例与评估对象进行比较，从区域因素（地段位置、商服繁华度、交

通条件、公共配套设施状况、环境设施状况、环境状况、城市规划）和个别因素

（面积、临街状况、停车便捷度、通风采光、景观、结构质量、所在楼层、装修

情况、成新率、房屋类型）等方面进行系数修正，得出评估对象的比准价格。 

⑤ 确定比较因素修正系数及试算比准价格 

采用百分率下的直接比较修正、调整系数连乘公式，得到下表： 

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一层）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 1 案例 2 案例 3 

交易价格（元/平方米） 待估 47,929 41,000 48,837 

交易时间 100 104.06 100.28 100.28 

交易情况 100 100 105 105 

房地产用途 100 100 100 100 

区         

域                            

地段位置 100 100 95 100 

商服繁华程度 100 100 95 100 



因                       

素 

交通状况 100 98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100 98 98 98 

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城市规划 100 100 100 100 

个
别
因
素 

面积（平方米） 100 110 110 110 

临街状况 100 90 90 90 

停车便捷度 100 98 98 98 

通风采光 100 100 95 100 

景观 100 100 100 100 

结构质量 100 100 100 100 

所在楼层 100 100 100 100 

装修情况 100 80 85 85 

成新率 100 120 120 120 

房屋类型 100 100 100 100 

4）编制房地产比较因素修正系数表 

根据房地产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编制房地产比较因素修正系数，并根据该

修正系数表计算比准价格，详见下表： 

比较因素修正系数表（一层） 

比较因素 案例 1 案例 2 案例 3 

交易价格（元/平方米） 47,929 41,000 48,837 

交易时间 100/104.06 100/100.28 100/100.28 

交易情况 100/100 100/105 100/105 

房地产用途 100/100 100/100 100/100 

区                        

域                            

因                       

素 

地段位置 100/100 100/95 100/100 

商服繁华程度 100/100 100/95 100/100 

交通状况 100/98 100/100 100/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

况 

100/98 100/98 100/98 

环境状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城市规划 100/100 100/100 100/100 

个
别
因
素 

面积（平方米） 100/110 100/110 100/110 

临街状况 100/90 100/90 100/90 

停车便捷度 100/98 100/98 100/98 

通风采光 100/100 100/95 100/100 

景观 100/100 100/100 100/100 

结构质量 100/100 100/100 100/100 



所在楼层 100/100 100/100 100/100 

装修情况 100/80 100/85 100/85 

成新率 100/120 100/120 100/120 

房屋类型 100/100 100/100 100/100 

综合因素修正系数 1.0743 1.1422 0.9793 

修正后案例单价（元/平方

米） 
51,490.00 46,830.00 47,826.00 

5）一层评估单价的确定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9 幢一层商业单价=（案例 1 比准价+案例 2 比准价+案例

3 比准价）÷3 

= 48700.00 元/平方米（取整） 

6）房地产评估单价的确定 

同理，评估人员根据现场调查的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对比待估对象实际情况，

同时通过市场调查了解，采用比较法确定待估房产周边酒店单价为 14,400.00 元/

平方米，地下车位单价为 198,000.00 元/个（地下 133 个车位），地上车位单价

为 120,000.00 元/个（地上 244 个车位），则基准日房地产评估单价如下表： 

名称 所在层数 比例 单价 

商业 1 层 100.00 48,700.00  

商业 2 层 65.00 31,700.00  

商业 3 层 55.00 26,800.00  

商业 4 层 40.00 19,500.00  

酒店 4-21 层 / 14,400.00 

地下车位 -1 层 / 198,000.00 

地上车位 1 层 / 120,000.00 

7）市场法评估结果 

通过上述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委估房地产评估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名称 用途 房产楼层 
面积（㎡）/

个数 

评估单价

（元/平方

米） 

评估值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9 幢

19-21 层营业房 
酒店 19-21 层 4,604.95 14,400.00 66,311,000.00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9 幢

16-18 层营业房 
酒店 16-18 层 4,474.35 14,400.00 64,431,000.00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9 幢

13-15 层营业房 
酒店 13-15 层 4,474.35 14,400.00 64,431,000.00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9 幢

10-12 层营业房 
酒店 10-12 层 4,474.35 14,400.00 64,431,000.00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9幢7-9

层营业房 
酒店 7-9 层 4,474.35 14,400.00 64,431,000.00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9幢4-6

层营业房 
酒店 4-6 层 4,400.73 14,400.00 63,371,000.00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9 幢 3

层营业房 
商业 3 层 1,941.00 26,800.00  52,019,000.00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9 幢 2

层营业房 
商业 2 层 1,627.37 31,700.00  51,588,000.00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9 幢 1

层营业房 
商业 1 层 2,095.22 48,700.00  102,037,000.00  

小计 / / 32,566.67 / 593,050,000.00 

综上所述，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9 幢的房地产评估值为 59,305.00 万元，同上

可得凤鸣路营业房的房地产评估值为 36,392.90 万元，车位的评估值为 5,561.40

万元，则房屋建筑物的评估值合计为 101,259.30 万元。 

3、收益法评估过程及评估结果 

收益法评估说明： 

收益法是预计评估对象未来的正常净收益，选用适当的报酬率将其折现到评

估基准日后累加，以此估算评估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评估对象的

租金可根据同区域类似房地产租金通过市场调查取得。 

评估人员搜集评估对象收入和费用的资料估算预期收益，然后扣除相关税

费、物业管理费，得到年净收益，选用适当的报酬率及适宜的计算公式，求出评

估对象的房地产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P 为房产的价值 

A 为年纯租金收益 

r 为资本化率 

s 为年增长率 



m 为评估基准日到土地使用年限终止的房产收益年限 

为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时点建筑物剩余价值的折现价值 

预期收益根据委估房地产周边市场上与委估房地产相类似、同区域的近期租

金收益，扣除相关税费后的净收益确定 

资产状况：评估对象房地产一处房产位于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9 幢，为总层数

-1-21 层的独栋商业房地产，-1 层为地下室，实际用途是地下停车场，1-3 层实际

用途是商铺，4-21 层实际用途为酒店，另一处位于百官街道凤鸣路商用营业房的

3-4 层，实际用途为商铺，两处房产位置较近，该两处房地产一面临市民大道、

一面临凤鸣路、为商业、住宅密集区，旁边有上百·万和城、时代潮城、大通购

物中心等；评估对象房地产西侧，南临近上百·万和城，西侧临近时代潮城，东

侧紧临上虞市人民医院，旁边的公交车站有多条公交线路，交通便利。 

本次评估选用收益法进行评估测算，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本次预测未来净收益所使用的租金采用周边房地

产的市场客观租金。 

（1）求取房地产收益 

1）年有效毛收入的确定 

市场租金的确定：在委托方相关人员陪同下，选取区域内同类型商业、办公

可比案例进行市场调查，具体调查结果如下 

ⅰ 市场调查 

评估人员通过网络、市房地产管理相关机构等渠道，了解并搜集了委估资产

所在地与委估资产相类似的可比参照物资料，对委估资产与参照物之间的共性与

差异进行了分析，判断委估房地产租金价格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整。 

ⅱ 评定估算 

将选取的参照物与委估资产按时间因素、交易因素、区域因素、个别因素进

行分析，比较共性与个性，分别予以修正综合确定租金结果。 

（2）具体评估过程 

1）确定可比交易实例 



估价对象比较因素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 1 案例 2 案例 3 

百官街道时代广

场 9 幢 
颖泰大厦 五洲大厦 金城大厦 

用途 酒店 商业综合体 商业综合体 商业综合体 

租赁价格（元/平方米•

月） 
/ 50 57 53 

租赁时间 2020/12/31 2020/12/31 2020/12/31 2020/12/31 

租赁情况 
公开市价、正常交

易 

公开市价、正常交

易 

公开市价、正常交

易 

公开市价、正常交

易 

座落地点、名称 市民大道 555 号 王充路 568 号 市民大道 588 号 王充路 578 号 

区域内繁华程度 

周边分布商店、超

市，商店、商服繁

华程度高 

周边分布商店、超

市，商店、商服繁

华程度较高 

周边分布商店、超

市，商店、商服繁

华程度较高 

周边分布商店、超

市，商店、商服繁

华程度较高 

临近道路类型 
临近道路类型较

好 

临近道路类型较

好 

临近道路类型较

好 

临近道路类型较

好 

临街道路交通管制 无交通管制情况 无交通管制情况 无交通管制情况 无交通管制情况 

公交便捷度 

多条公交路线，临

近地铁线路，交通

便利 

多条公交路线，临

近地铁线路，交通

便利 

多条公交路线，临

近地铁线路，交通

便利 

多条公交路线，临

近地铁线路，交通

较便利 

规划限制 现状利用，无限制 现状利用，无限制 现状利用，无限制 现状利用，无限制 

基础、公共配套设施 

附近有学校、医

院、多家超市、多

个银行，设施状况

完善 

附近有学校、医

院、多家超市、多

个银行，设施状况

较完善 

附近有学校、医

院、多家超市、多

个银行，设施状况

较完善 

附近有学校、医

院、多家超市、多

个银行，设施状况

较完善 

面积（平方米） / 20 70 80 

所在楼层 中区 中区 中区 中区 

房屋类型 房屋类型较好 房屋类型较好 房屋类型较好 房屋类型较好 

装修状况 豪华装修 普通装修 豪华装修 精装修 

注：上表中的租赁价格为平均租赁价格。 

2）编制租金价格影响因素说明表 

根据评估对象与交易案例实际情况，选用影响评估对象租金的比较因素，主

要包括：交易时间、交易情况、区域因素（地段位置、商服繁华程度、交通状况、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环境状况、城市规划）和个别因素（面积、临街状况、停车

便捷度、通风采光、景观、结构质量、所在楼层、装修情况、新旧程度、房屋类

型）等。 

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 1 案例 2 案例 3 

租赁价格（元/平方米•月） / 50 57 53 



租赁时间 2020 年 12 月 2020 年 12 月 2020 年 12 月 2020 年 12 月 

租赁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房地产用途 酒店 商业综合体 商业综合体 商业综合体 

区                        

域                            

因                       

素 

地段位置 

附近分布食肆、银

行、商场、办公楼

等，商服繁华程度

高 

附近分布食肆、银

行、商场、办公楼

等，商服繁华程度

较高 

附近分布食肆、银

行、商场、办公楼

等，商服繁华程度

较高 

附近分布食肆、银

行、商场、办公楼

等，商服繁华程度

较高 

商服繁华程度 

周边分布商场、超

市，商店、商服繁

华程度高 

周边分布商场、超

市，商店、商服繁

华程度较高 

周边分布商场、超

市，商店、商服繁

华程度较高 

周边分布商场、超

市，商店、商服繁

华程度较高 

交通状况 
多条公交线以上，

交通便利 

多条公交线以上，

交通便利 

多条公交线以上，

交通便利 

多条公交线以上，

交通便利 

公共配套设施

状况 

附近有学校、医

院、多家超市、多

个银行，设施状况

完善 

附近有学校、医

院、多家超市、多

个银行，设施状况

较完善 

附近有学校、医

院、多家超市、多

个银行，设施状况

较完善 

附近有学校、医

院、多家超市、多

个银行，设施状况

较完善 

环境状况 环境状况较好 环境状况较好 环境状况较好 环境状况较好 

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较好 城市规划较好 城市规划较好 城市规划较好 

个
别
因
素 

面积 
出租面积适中，出

租使用效率较高 

出租面积适中，出

租使用效率较高 

出租面积适中，出

租使用效率较高 

出租面积适中，出

租使用效率较高 

通风采光 通风采光较好 通风采光较好 通风采光较好 通风采光好 

景观 景观较好 景观较好 景观较好 景观较好 

结构质量 钢混 钢混 钢混 钢混 

所在楼层 中区 中区 中区 中区 

装修情况 豪装 普装 豪装 精装 

房屋类型 房屋类型较好 房屋类型较好 房屋类型较好 房屋类型较好 

注：上表中的租赁价格为平均租赁价格。 

3）租金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将交易案例与评估对象进行比较，从房产用途、租赁情况、租赁时间、区域

因素（地段位置、商服繁华程度、交通状况、公用配套设施状况、环境状况、城

市规划）和个别因素（面积、通风采光、景观、结构质量、所在楼层、装修情况、

房屋类型）等方面进行系数修正，得出评估对象的比准价格。 

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 1 案例 2 案例 3 

租赁价格（元/平方米•月） 待估 50 57 53 

租赁时间 100 100 100 100 

租赁情况 100 100 100 100 

房地产用途 100 100 100 100 



区                        

域                            

因                       

素 

地段位置 100 95 95 95 

商服繁华程度 100 95 95 95 

交通状况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100 95 95 95 

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城市规划 100 100 100 100 

个
别
因
素 

面积（平方米） 100 100 100 100 

通风采光 100 100 100 100 

景观 100 100 100 100 

结构质量 100 100 100 100 

所在楼层 100 100 100 100 

装修情况 100 90 100 95 

房屋类型 100 100 100 100 

注：上表中的租赁价格为平均租赁价格。 

4）编制租金比较因素修正系数表 

根据租金因素条件指数表，编制租金比较因素修正系数，并根据该修正系数

表计算比准价格，详见下表： 

比较因素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 1 案例 2 案例 3 

租赁价格（元/平方米•月） 50 57 53 

租赁时间 100/100 100/100 100/100 

租赁情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房地产用途 100/100 100/100 100/100 

区                        

域                            

因                       

素 

地段位置 100/95 100/95 100/95 

商服繁华程度 100/95 100/95 100/95 

交通状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100/95 100/95 100/95 

环境状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城市规划 100/100 100/100 100/100 

个
别
因
素 

面积（平方米） 100/100 100/100 100/100 

通风采光 100/100 100/100 100/100 

景观 100/100 100/100 100/100 

结构质量 100/100 100/100 100/100 

所在楼层 100/100 100/100 100/100 

装修情况 100/90 100/100 100/95 



房屋类型 100/100 100/100 100/100 

综合因素修正系数 1.2959 1.1664 1.2277 

修正后案例租金单价（元/平

方米•月） 
64.80 66.48 65.07 

注：上表中的租赁价格为平均租赁价格。 

5）酒店租金单价的确定 

酒店租金单价=（案例 1 比准价+案例 2 比准价+案例 3 比准价）÷3 

= 65.00 元/平方米·月 

同理，评估人员根据现场调查的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对比待估对象实际情况，

同时通过市场调查了解，采用比较法确定待估房产周边商铺 1 层租金为 330.00

元/平方米•月，则基准日年租金收入具体情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名称 用途 房产楼层 面积（㎡） 市场租金 年租金收入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9 幢

19-21 层营业房 
酒店 19-21 层 4,604.95  65.00  3,591,900.00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9 幢

16-18 层营业房 
酒店 16-18 层 4,474.35  65.00  3,490,000.00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9 幢

13-15 层营业房 
酒店 13-15 层 4,474.35  65.00  3,490,000.00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9 幢

10-12 层营业房 
酒店 10-12 层 4,474.35  65.00  3,490,000.00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9幢7-9

层营业房 
酒店 7-9 层 4,474.35  65.00  3,490,000.00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9幢4-6

层营业房 
酒店 4-6 层 4,400.73  65.00  3,432,600.00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9 幢 3

层营业房 
商铺 3 层 1,941.00  172.00  4,006,200.00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9 幢 2

层营业房 
商铺 2 层 1,627.37  218.00  4,257,200.00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9 幢 1

层营业房 
商铺 1 层 2,095.22  330.00  3,358,900.00  

百官街道凤鸣路 338-6、

338-7 号营业房 
商铺 4 层 6,860.43  135.00  11,113,900.00  

百官街道凤鸣路 338-5 号

营业房 
商铺 3 层 3,720.01  172.00  7,678,100.00  

百官街道凤鸣路 338-4 号

营业房 
商铺 3 层 4,806.13  172.00  9,919,900.00  

小计 / / 48,014.85 / 61,318,700.00 



备注：地下车位面积为 12,200.00 平方米，房屋建筑物合计面积为 60,214.85

平方米。 

则委估房地产不含税租金收入= 61,318,700.00/1.05= 58,398,800.00 元 

整体出租优惠折扣：本次评估采用房产整体出租方式进行测算，考虑房产面

积较大，本次评估考虑整体出租优惠折扣，取不含税租金收入的 2.0%，即： 

整体出租优惠折扣金额= 58,398,800.00×2.0% 

=1,168,000.00 元 

闲置损失：根据对上虞市周边房地产租赁市场的调查和结合本次待估房地产

的现实状况、考虑出租方式、检修时间长短，闲置率约为 2%，即： 

闲置损失金额= 58,398,800.00 ×2%= 1,168,000.00 元 

则：年有效毛收入=不含税市场租金-优惠折扣金额-闲置损失金额  

=58,398,800.00-1,168,000.00 - 1,168,000.00 

=56,062,800.00 元 

6）求取年运营费用 

年运营费用亦即租赁经营总成本，包括房地产税、房屋保险费、物业管理费、

管理费用、维修费、水电费等，由于评估对象周边及案例的物业费及水电费通常

由承租方负担，故年运营费用包含：①维修费；②管理费；③保险费；④税金。 

年运营费用＝房产税＋附加税费＋保险费＋维修费＋管理费，具体计算公式

见下表： 

年运营费用 取费比例 计算公式 

附加税费 0.60% 年租金收入×取费比例 

房产税 12.00% 年租金收入×取费比例 

印花税 0.10% 年租金收入×取费比例 

管理费 2.00% 年租金收入×取费比例 

维修费 1.50% 房屋重置成本×取费比例 

保险费 0.20% 房屋重置成本×取费比例 

保险费指房产所有人为使自己的房产避免意外损失而向保险公司支付的费

用。保险费与维修费按房屋重置成本为基础计算，则： 

A、建筑物重置价的确定 



i、建安综合造价 

① 选取类似典型工程作参照物 

根据现场勘察资料，评估人员结合评估对象类似的典型工程造价指标，通过

将委估对象与作为参照物的类似建筑物或典型工程进行对比分析，对典型工程在

结构形式、构件、跨度、功能、装修等方面进行修正调整，从而得到评估对象的

建安工程单方造价。 

经查询广联达指标网，同类型的办公房地产建安工程单方造价为 6,905.70

元/平方米。 

② 日期修正：可比实例建成日期为 2017 年 07 月，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的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指数，计算出可比实

例日期修正指数为 1.190。 

③ 典型工程案例所处城市西安市人均工资为 6,045.90 元/月，评估标的所处

城市绍兴市人均工资为 6,824.38 元/月，根据《建筑工程的一般概念性经济指标》，

土建工程造价人工工资占：8-12%，在此我们取人工工资占比 10%对典型工程案

例的工程造价进行修正，故： 

人工修正比例=（6,824.38-6,045.90）÷6,045.90×10%=1.29% 

④ 分析评估对象与作为参照物在结构形式、 构件、 跨度及功能等方面的

差异，确定差异系数，计算出待估房屋单方造价。计算明细如下： 

 参照办公 评估标的物 
差异系数调整

比例（%） 

基础部分 桩基础 桩基础 0 

结构部分 钢混结构 钢混结构 0 

屋面部分 保温、防水屋面 保温、防水屋面 0 

地面部分 块料地砖，耐磨地坪 块料地砖，耐磨地坪 0 

门窗部分 钢门、铝合金组合窗 钢门、铝合金组合窗 0 

装饰部分 玻璃幕墙、面砖、涂料 玻璃幕墙、面砖、涂料 0 

层高 4.2 3.8 -0.80% 

合计 / / -0.80% 

层高调整系数说明：住宅、非住宅用房（不包括厂房及仓储用房）每增减 1

米，重置价格相应增减 2%。 

评估对象房屋的建安单方造价=6,905.70÷1.09×1.190×（1+1.29%）×(1-0.8%) 



=7,576.00 元/平方米（取整） 

ii、前期及其他费用 

序号 名称 计费基础 费率 参考依据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工程造价 1.24% 财建[2016]504 号 

2 勘查设计费 工程造价 3.50% 国家计委、建设部:计价格(2002)10 号 

3 工程监理费 工程造价 2.00% 发改价格（2007）670 号 

4 招投标费 工程造价 0.20% 计价格(2002)1980 号文 

5 环境评价费 工程造价 0.13% 计价格(2002)125 号文 

6 可行性研究费 工程造价 0.40% 计价格（1999）1283 号 

小计 / 7.47% / 

估价对象房屋建筑物建筑前期费用计算如下： 

建筑前期费用= 7,576.00 ×((7.47%-1.24%)/1.06+1.24%) 

= 539.00 元/平方米（取整） 

iii、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为估价对象正常建设工期内占用资金（包括前期及其他费用、综合

造价）的筹资成本，即利息。假定前期费资金为一次性投入，假定综合造价资金

在建设期内均匀投入，按估价基准日正常利率计算利息。依据 2000 年《全国统

一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中规定，工程建设期为 2 年，假定资金均匀投入。 

估价对象房屋建筑物资金成本为： 

资金成本=(539.00×2/2+7,576.00×2)×4.35% 

=376.00 元/平方米（取整） 

iv、重置价格 

单位：元/平方米 

序号 项目 费率 金额 

一 单方造价 / 7,576.00 

二 前期及其他费用 7.47% 539.00 

三 资金成本 4.35% 376.00 

四 重置价格 / 8,491.00 

重置单方造价=建安综合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 

=7,576.00 +539.00+376.00 



=8,491.00 元/平方米 

    则：年运营费用如下： 

附加税费=56,062,800.00×0.60%=336,380.00 元 

房产税=56,062,800.00×12%=6,727,540.00 元 

印花税=56,062,800.00×0.10%=56,060.00 元 

管理费=56,062,800.00×2%=1,121,260.00 元 

根据上述计算评估对象房屋的建安单方造价为 8,491.00 元，则 

维修费=8,491.00×48,014.85×1.50%=6,115,410.00 元 

保险费=8,491.00×48,014.85×0.20%=815,390.00 元 

即：年运营费用=附加税费+房产税+印花税+管理费+维修费+保险费 

= 15,172,040.00 元 

7）年租赁净收益的确定 

年净收益=年有效毛收入-年运营费用 

             =56,062,800.00 - 15,172,040.00 

             =40,890,760.00 元 

8）房地产还原利率的确定 

由于委估房地产的收益较为稳定，故资本化率采用安全利率加上风险调整值

法确定。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相关规定，安全利率可

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国债年利率或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

风险调整值应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本报告安全利率取

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5 年 10 月 24 日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 1.50%，风险调

整值取 3.8%，则资本化率为 5.3%，通过上述数据本次评估确定委估房地产资本

化率综合确定为 5.3%。 

9）收益年限的确定 

委估房产的所在宗地的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出让，证载土地终止日期为 2044

年 5 月 16 日，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则收益年限为 23.00 年。房屋

建成年份为 2009 年 02 月，钢混结构房屋耐用年限为 60 年，已使用 12.00 年，



房屋剩余使用年限为 48.00 年，根据孰短原则，则收益年限为土地剩余年限 23.00

年。 

10）根据上述取费标准和计算思路，房地产结果计算表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房地产价值 

一：年有效毛收入 A  56,062,800.00  

1、委估房地产出租收入  58,398,800.00  

2、整体出租优惠  1,168,000.00  

3、闲置损失  1,168,000.00  

二：年运营费用 B  15,172,040.00  

1、附加税费  336,380.00  

2、房产税  6,727,540.00  

3、印花税 56,060.00 

4、管理费 1,121,260.00 

5、维修费 6,115,410.00 

6、保险费 815,390.00 

三：年租金纯收益 C 40,890,760.00 

四：折现系数 K 17.3160 

1、资本化率 r 5.30% 

2、增长率 3% 

3、累计收益年限 N 23.00 

五：租金折现值 708,063,100.00 

11）评估对象持有期收益价值 

结合前文的计算结果，测算得出评估对象在持有期的租金收入价值如下： 

房地产收益法计算表 

建筑物座落 建筑面积 持有期收益价值（万元）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9 幢及凤鸣路营业房 48,014.85 70,806.31 

12）确定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剩余价值 

根据《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土地使用权期满的，土地使用者提出

续期申请，根据法律规定没有批准续期的（即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的），

土地使用权国家无偿收回，但对于地上房产，根据收回时的残余价值给与相应补

偿。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4.3.16 条规定“对建筑物剩余

经济寿命超过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且出让合同未约定土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无



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的房地产，收益价值应为按收益期计算的价值，

加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 

根据前述，评估对象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为 48.00 年，超过土地使用权剩余

期限 25.00 年，则应计算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成本价值。 

①确定建筑物造价指数增长率 

根据前部分描述，确定建筑物造价指数年增长率为 3.02%。 

②建筑物在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时的重置全价 

根据上述计算评估对象房屋的建安单方造价为 8,491.00 元，建筑物造价指数

年增长率为 3.02%，建筑物在土地使用年限终止前年限为 23.00 年，则： 

名称 参数 

前十年综合指数 1.302 

年均增长率 3.02% 

至基准日土地剩余使用年限 23.00 

日期修正 1.98 

建筑物在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时的单方造价 16,823.00 

日期修正系数=（1+3.02%）^23= 1.98 

建筑物重置全价=8,491.00×1.98=16,823.00 元/平方米 

③建筑物在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时理论成新率 

根据前述，评估对象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为 48.00 年，超过土地使用权剩余

期限 25.00 年，建筑物在土地使用年限终止前年限为 23.00 年，钢混结构非生产

用房建筑物的耐用年限为 60 年，则： 

名称 参数 

评估基准日 2020/12/31 

建筑物建成时间 2009/2/28 

建筑物经济年限 60.00  

至基准日建筑物使用年限 12.00  

土地使用期满后的建筑物剩余使用年限 25.00  

至基准日土地剩余使用年限 23.00  

建筑物理论成新率 42.00% 

建筑物在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时单价(元/平方米) 7,066.00  

建筑物理论成新率=25.00/60.00×100%= 42.00% 



评估单价=重置全价×成新率 

= 16,823.00 ×42.00% 

= 7,066.00 元/平方米 

④确定建筑物在价值时点于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 

评估对象为钢混结构，根据国家建设部的部颁标准，钢混结构非生产用房建

筑物的耐用年限为 60 年，评估对象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为 48.00 年，土地使用

权剩余期限 23.00 年，折现率采用安全利率加上风险调整值确定为 5.3%。则： 

名称 参数 

建筑物在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时单价（元/平方米） 7,066.00  

折现率 5.30% 

至基准日土地剩余使用年限 2,154.00 

评估单价（元/平方米） 103,440,000.00 

建筑物在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时剩余价值的折现值（元） 10,344.00 

建筑物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时剩余价值的折现值 

=建筑物重置单价/[（1+折现率）n]×建筑面积 

= 7,066.00/ [（1+5.30%）^23]× 48,014.85  

= 103,440,000.00 元=10,344.00 万元 

13）确定房地产收益价值 

收益法总价=收益期价值+建筑物在价值时点于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 

评估对象房地产收益价值 

建筑物 
收益期价值 

（万元） 

土地使用权期满后建

筑物剩余价值 

收益法总价

（万元） 

收益法单价

（元/㎡）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9 幢 70,806.30 10,344.00 81,150.30 16,900.00 

备注：上述评估结果未包含车位价值，车位采用市场法评估结果。 

4、评估结果的选取 

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

38 号），结合《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及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

对评估对象分别采用了市场比较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经对这两种不同方法得出

的结果进行检验，并经评估人员在附近区域进行的市场调查，市场法能够客观反



映资产目前的市场情况，其评估的参数、指标直接从市场取得，评估值更能反映

市场现实价格，更能反映市场价格变动趋势。收益法根据评估对象的不同假设条

件对其未来现金流/收益进行折现，其原理为理性投资者愿意支付的购置或投资

成本不会高于资产在未来能给其带来的回报。租金收益的计算是建立在假设未来

房地产市场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得出的，资本化率、收益年限等关键参数均建立在

一定假设基础上。因此我们认为采用市场比较法作为评估对象的房地产价格较为

合理，在本报告中采用市场比较法计算结果作为评估对象的最终评估结果。 

5、雷迪森酒店租金收入与收购时预测数据差异原因 

（1）收购时租金收入预测参考条件 

公司本次对雷迪森酒店物业资产的评估与收购时的评估，均采用了市场比较

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其中，采用收益法评估过程中涉及租金收益的计算是在考

虑区域因素（参考周边案例、地段位置、商服繁华程度、交通状况、公共配套设

施状况、环境状况、城市规划）和个别因素（面积、临街状况、停车便捷度、通

风采光、景观、结构质量、所在楼层、装修情况、新旧程度、房屋类型）等情况，

并建立在假设未来房地产市场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得出的，资本化率、收益年限等

关键参数均建立在一定假设基础上。雷迪森酒店物业资产实际租金收入的确定受

疫情与市场经营环境、项目改造的具体规划、租赁双方谈判等诸多因素影响。在

对雷迪森酒店物业资产进行收益法评估时，并不以评估标的资产实际成交租金收

入为依据。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本次预测未来净收益所使用的租金采用周

边房地产的市场客观租金。 

有鉴于此，市场比较法能够客观反映资产目前的市场情况，其评估的参数、

指标直接从市场取得，评估值更能反映市场现实价格，更能反映市场价格变动趋

势。采用市场比较法作为评估对象的房地产价格较为合理，在本报告中采用市场

比较法计算结果作为评估对象的最终评估结果。 

（2）雷迪森酒店当前租金定价依据 

自收购完成后，为降低管理成本，提升经营效益，自 2020 年 10 月起，公司

将雷迪森酒店资产整体出租给酒店管理团队，为期三年。综合考虑当前新冠疫情

环境下、公司按照“边经营边改造”的原则推进主题酒店项目改造对酒店日常经

营的影响，以及出租期限较短等因素，公司以雷迪森酒店 2017-2019 年三年 GOP

（即营业毛利，为：营业总收入减去成本、人工费、直接费用、间接费用后等相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0%A5%E4%B8%9A%E6%AF%9B%E5%88%A9/6058257


关费用后的余额，但不包括房租、固定资产折旧、贷款利息）平均值为参考，并

在不低于前述三年 GOP 平均值的前提下与承租方协商后最终确定租金。 

（3）雷迪森酒店 2020 年度经营指标情况 

受 2020 年度国内外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及“会说话的汤姆猫”主题酒店项目

改造实施的影响，将雷迪森酒店 2020 年第四季度模拟调整回原经营模式下，其

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8617.4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约 11.78%。 

（二）时代广场的评估 

1、评估方法 

评估对象房地产系已建成的房地产，而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或再开发

潜力的房地产的估价，故不适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 

评估对象房地产系商业房地产，成本法虽能够直接测算评估对象的房地产价

值，却不能反映评估对象商业价值，故不适宜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对评估对象房地产采用市场比较法和收益法。 

2、市场法评估过程及评估结果 

由于委托评估资产可以从房地产销售市场获得与评估对象具有可比性的交

易案例，适用于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因此本次将采用市场比较法对纳入评估范

围的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8 幢等面积为 42,210.72 平方米的商业房地产市场价值进

行评估。 

市场法是选择市场上与评估对象房地产相类似、同区域的近期销售的房地产

作为参照物，从时间因素、交易因素、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等方面将评估对象房

地产与可比参照物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通过对可比参照物进行综合分析、调整

交易价格，确定评估对象房地产评估值。 

计算公式如下： 

评估值=建筑面积×评估对象房地产单价 

评估对象房地产单价=参照物交易价格×正常交易情况/参照物交易情况 

×评估对象房地产区域因素值/参照物房地产区域因素值 

×评估对象房地产个别因素值/参照物房地产个别因素值 



×评估对象房地产评估基准日价格指数/参照物房地产交易日价格指数 

1）确定可比交易实例 

其中根据评估对象状况，选取与评估对象在同一供求圈、用途与结构相同、

于近期正常成交的三个交易案例，其具体情况如下： 

评估对象比较因素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 1 案例 2 案例 3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8

幢 
百官广场 时代潮城商铺 大通购物中心 

交易价格（元/平方米） / 47,929.00 41,000.00 48,837.00 

交易时间 2020 年 12 月 2019 年 11 月 2020 年 5 月 2020 年 6 月 

交易情况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有一定

优惠折扣 

正常交易，有一

定优惠折扣 

房地产用途 商铺 商铺 商铺 商铺 

区                        

域                            

因                       

素 

地段位置 

附近分布食肆、银

行、商场、办公楼等，

地段位置好 

附近分布食肆、

银行、商场、办

公楼等，地段位

置好 

附近分布食肆、银

行、商场、办公楼

等，地段位置较好 

附近分布食肆、

银行、商场、办

公楼等，地段位

置较好 

商服繁华程

度 

周边分布商场、超

市，商店、商服繁华

程度高 

周边分布商场、

超市，商店、商

服繁华程度高 

周边分布商场、超

市，商店、商服繁

华程度较高 

周边分布商场、

超市，商店、商

服繁华程度高 

交通状况 
多条公交线以上，交

通便利 

多条公交线以

上，交通较较便

利 

多条公交线以上，

交通较便利 

多条公交线以

上，交通较便利 

公共配套设

施状况 

附近有大型商场、购

物中心、商店、银行，

设施状况完善 

附近有大型商

场、购物中心、

商店、银行，设

施状况较完善 

附近有大型商场、

购物中心、商店、

银行，设施状况较

完善 

附近有大型商

场、购物中心、

商店、银行，设

施状况较完善 

环境状况 环境状况较好 环境状况好 环境状况较好 环境状况较好 

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较好 城市规划较好 城市规划较好 城市规划较好 

个
别
因
素 

面积 

出售面积大，大宗房

地产交易出售较困

难 

出售面积小，出

售方便 

出售面积小，出售

方便 

出售面积小，出

售方便 

临街状况 街角地，两面临街 两面临街 一面临街 两面临街 



停车便捷度 停车方便 停车较方便 停车较方便 停车较方便 

通风采光 朝南，通风采光好 
朝南，通风采光

好 

朝东，通风采光较

好 

朝南，通风采光

好 

景观 景观较好 景观较好 景观较好 景观较好 

结构质量 混合 混合 混合 混合 

所在楼层 一层 一层 一层 一层 

装修情况 精装 毛坯 中装 中装 

新旧程度 6 成新 9 成新 9 成新 9 成新 

房屋类型 
商铺，房屋类型

较好 

商铺，房屋类型

较好 

商铺，房屋类型较

好 

商铺，房屋类型

较好 

2）编制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说明表 

根据评估对象与交易案例实际情况，选用影响评估对象房地产价值的比较因 

素，主要包括：交易时间、交易情况、房地产用途、区域因素（地段位置、商服

繁华程度、交通状况、公共配套设施状况、环境状况、城市规划）和个别因素（面

积、临街状况、停车便捷度、通风采光、景观、结构质量、所在楼层、装修情况、

新旧程度、房屋类型）。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一层）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 1 案例 2 案例 3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8

幢 
百官广场 时代潮城商铺 大通购物中心 

交易价格（元/平方米） / 47,929.00 41,000.00 48,837.00 

交易时间 2020 年 12 月 2019 年 11 月 2020 年 5 月 2020 年 6 月 

交易情况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有一定

优惠折扣 

正常交易，有一

定优惠折扣 

房地产用途 商铺 商铺 商铺 商铺 

区                        

域                            

因                       

素 

地段位置 

附近分布食肆、银

行、商场、办公楼等，

地段位置好 

附近分布食肆、

银行、商场、办

公楼等，地段位

置好 

附近分布食肆、银

行、商场、办公楼

等，地段位置较好 

附近分布食肆、

银行、商场、办

公楼等，地段位

置较好 

商服繁华程

度 

周边分布商场、超

市，商店、商服繁华

程度高 

周边分布商场、

超市，商店、商

服繁华程度高 

周边分布商场、超

市，商店、商服繁

华程度较高 

周边分布商场、

超市，商店、商

服繁华程度高 

交通状况 
多条公交线以上，交

通便利 

多条公交线以

上，交通较较便

利 

多条公交线以上，

交通较便利 

多条公交线以

上，交通较便利 



公共配套设

施状况 

附近有大型商场、购

物中心、商店、银行，

设施状况完善 

附近有大型商

场、购物中心、

商店、银行，设

施状况较完善 

附近有大型商场、

购物中心、商店、

银行，设施状况较

完善 

附近有大型商

场、购物中心、

商店、银行，设

施状况较完善 

环境状况 环境状况较好 环境状况好 环境状况较好 环境状况较好 

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较好 城市规划较好 城市规划较好 城市规划较好 

个
别
因
素 

面积 

出售面积大，大宗房

地产交易出售较困

难 

出售面积小，出

售方便 

出售面积小，出售

方便 

出售面积小，出

售方便 

临街状况 街角地，两面临街 两面临街 一面临街 两面临街 

停车便捷度 停车方便 停车较方便 停车较方便 停车较方便 

通风采光 朝南，通风采光好 
朝南，通风采光

好 

朝东，通风采光较

好 

朝南，通风采光

好 

景观 景观较好 景观较好 景观较好 景观较好 

结构质量 混合 混合 混合 混合 

所在楼层 一层 一层 一层 一层 

装修情况 精装 毛坯 中装 中装 

新旧程度 6 成新 9 成新 9 成新 9 成新 

房屋类型 商铺，房屋类型较好 
商铺，房屋类型

较好 

商铺，房屋类型较

好 

商铺，房屋类型

较好 

3）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将交易案例与评估对象进行比较，从房产用途、交易情况、交易时间、区域

因素（地段位置、商服繁华程度、交通状况、公共配套设施状况、环境状况、停

车便捷度、城市规划）和个别因素（面积、通风采光、物业管理、结构质量、建

成时间、设备设施、装修情况、房屋类型）等方面进行系数修正，得出评估对象

的比准价格。 

① 建立价格可比基础 

选取可比实例后，应对可比实例的成交价格进行换算处理，建立价格可比基

础，统一其表达方式和内涵，包括统一付款方式，统一采用单价，统一币种和货



币单位，统一面积内涵和面积单位，本次评估所选的可比实例成交价格的表达方

式和内涵与评估对象口径一致，互相可比。 

② 进行交易情况修正 

进行交易情况修正，应排除交易行为中的特殊因素所造成的可比实例成交价

格偏差，将可比实例的成交价格调整为正常价格。 

由于本次选取的可比实例交易情况均为正常的公开市场交易价格，案例 2、

案例 3 有交易折扣，故以评估对象此项修正系数为 100%，则可比实例 1、2、3

此项因素修正系数分别为 100%、105%、105%。 

③ 进行交易日期修正 

进行交易日期修正，应将可比实例在其成交日期时的价格调整为估价时点的

价格。 

由于目前绍兴市此类房地产销售水平状况较为稳定，本次按照相关房地产网

站的房产指数进行适当地修正，故以评估对象此项修正系数为 100%，则可比实

例 1、2、3 此项因素修正系数分别为 104.06 %、100.28 %、100.28 %。 

④ 进行房地产状况修正 

进行房地产状况修正，是将可比实例在其房地产状况下的价格，修正为在评

估对象房地产状况下的价格。房地产状况修正分为区域因素修正和个别因素修

正。 

将交易案例与评估对象进行比较，从区域因素（地段位置、商服繁华度、交

通条件、公共配套设施状况、环境设施状况、环境状况、城市规划）和个别因素

（面积、临街状况、停车便捷度、通风采光、景观、结构质量、所在楼层、装修

情况、成新率、房屋类型）等方面进行系数修正，得出评估对象的比准价格。 

⑤ 确定比较因素修正系数及试算比准价格 

采用百分率下的直接比较修正、调整系数连乘公式，得到下表： 

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一层）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 1 案例 2 案例 3 

百官街道时代

广场 8 幢 
百官广场 

时代潮城商

铺 

大通购物中

心 

交易价格（元/平方米） 待估 47,929 41,000 48,837 



交易时间 100 104.06 100.28 100.28 

交易情况 100 100 105 105 

房地产用途 100 100 100 100 

区                        

域                            

因                       

素 

地段位置 100 100 95 100 

商服繁华程度 100 100 95 100 

交通状况 100 98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100 98 98 98 

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城市规划 100 100 100 100 

个
别
因
素 

面积（平方米） 100 110 110 110 

临街状况 100 90 90 90 

停车便捷度 100 98 98 98 

通风采光 100 100 95 100 

景观 100 100 100 100 

结构质量 100 100 100 100 

所在楼层 100 100 100 100 

装修情况 100 80 85 85 

成新率 100 120 120 120 

房屋类型 100 100 100 100 

4）编制房地产比较因素修正系数表 

根据房地产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编制房地产比较因素修正系数，并根据该

修正系数表计算比准价格，详见下表： 

比较因素修正系数表（一层） 

比较因素 

案例 1 案例 2 案例 3 

百官广场 时代潮城商铺 大通购物中心 

交易价格（元/平方米） 47,929 41,000 48,837 

交易时间 100/104.06 100/100.28 100/100.28 

交易情况 100/100 100/105 100/105 

房地产用途 100/100 100/100 100/100 

区                        

域                            

因                       

素 

地段位置 100/100 100/95 100/100 

商服繁华程度 100/100 100/95 100/100 

交通状况 100/98 100/100 100/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100/98 100/98 100/98 



环境状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城市规划 100/100 100/100 100/100 

个
别
因
素 

面积（平方米） 100/110 100/110 100/110 

临街状况 100/90 100/90 100/90 

停车便捷度 100/98 100/98 100/98 

通风采光 100/100 100/95 100/100 

景观 100/100 100/100 100/100 

结构质量 100/100 100/100 100/100 

所在楼层 100/100 100/100 100/100 

装修情况 100/80 100/85 100/85 

成新率 100/120 100/120 100/120 

房屋类型 100/100 100/100 100/100 

综合因素修正系数 1.0743 1.1422 0.9793 

修正后案例单价（元/平方米） 51,490.00 46,830.00 47,826.00 

5）一层评估单价的确定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8 幢一层商业单价=（案例 1 比准价+案例 2 比准价+案例

3 比准价）÷3 

= 48700.00 元/平方米（取整） 

6）房地产评估单价的确定 

同理，评估人员根据现场调查的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对比待估对象实际情况，

同时通过市场调查了解，采用比较法确定待估房产周边地下车位单价为

198,000.00 元/个（地下车位个数为 110 个），地上车位单价为 120,000.00 元/

个（地上车位个数为 265 个），则基准日房地产评估单价如下表： 

名称 所在层数 比例 单价（元/平方米） 

商业 1 层 100.00 48,700.00 

商业 2 层 65.00 31,700.00 

商业 3 层 55.00 26,800.00 

商业 4 层 40.00 19,500.00 

商业 5 层 35.00 17,000.00 

车位 -1 层 / 198,000.00 



车位 1 层 / 120,000.00 

7）市场法评估结果 

通过上述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委估房地产评估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用途 房产楼层 面积（㎡） 

评估单价

（元/平方

米） 

评估值 

1 
百官街道市民大道 621 号（2

层-1 主房） 
商业 1 层 4,606.78 31,700.00 146,035,000.00 

2 
百官街道市民大道 621 号（2

层-2 主房） 
商业 2 层 3,821.85 31,700.00  121,153,000.00  

3 
百官街道市民大道 621 号（3

层-1 主房） 
商业 3 层 4,110.89 26,800.00  110,172,000.00  

4 百官街道市民大道 621 号 商业 3 层 3,849.24 26,800.00  103,160,000.00  

5 
百官街道市民大道 621 号（4

层-1 主房） 
商业 4 层 3,803.57 19,500.00  74,170,000.00  

6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8 幢 商业 4 层 3,861.72 19,500.00  75,304,000.00  

7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8 幢 5 层

-1 主房 
商业 5 层 3,729.82 17,000.00  63,407,000.00  

8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8 幢 5 层

-2 主房 
商业 5 层 3,941.31 17,000.00  67,002,000.00  

9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3 幢

301-314 
商业 3 层 647.07 26,800.00  17,341,000.00  

10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7 幢

301-312 
商业 3 层 535.10 26,800.00  14,341,000.00  

11 百官街道凤鸣路 326 号 商业 1 层 69.69 48,700.00  3,394,000.00  

12 
百官街道市民大道 557 号营

业房 
商业 1 层 63.68 48,700.00  3,101,000.00  

 小计 / / 33,040.72 / 798,580,000.00 

备注：地下车位的面积为 9,170.00 平方米，房屋建筑物面积合计 42,210.72 平方米。 

综上所述，委估投资性房地产评估值为 79,858.00 万元，车位的评估值为

5,358.00 万元，综上，房屋建筑物的评估价值合计为 85,216.00 万元。 

3、收益法评估过程及评估结果 

收益法评估说明： 



收益法是预计评估对象未来的正常净收益，选用适当的报酬率将其折现到评

估基准日后累加，以此估算评估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评估对象的

租金可根据同区域类似房地产租金通过市场调查取得。 

评估人员搜集评估对象收入和费用的资料估算预期收益，然后扣除相关税

费、物业管理费，得到年净收益，选用适当的报酬率及适宜的计算公式，求出评

估对象的房地产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P 为房产的价值 

A 为年纯租金收益 

r 为资本化率 

s 为年增长率 

m 为评估基准日到土地使用年限终止的房产收益年限 

为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时点建筑物剩余价值的折现价值 

资产状况：评估对象房地产位于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8 幢，为总层数-1-5 层的

独栋商业房地产，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3 幢第 3 层的商业房地产、百官街道时代广

场 7 幢第 3 层的商业房地产、百官街道凤鸣路 326 号商业房产、百官街道市民大

道 557 号营业房商业房地产，上述房地产一面临市民大道、一面临江扬路，为商

业、住宅密集区，旁边有上百·万和城、金科大酒店、大通购物中心等；评估对

象房地产北侧临近金科大酒店，南临近市民大道，西侧临近江扬路，东侧紧临国

际时代广场，旁边的公交车站有多条公交线路，交通便利。 

本次评估选用收益法进行评估测算，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本次预测未来净收益所使用的租金采用周边房地

产的市场客观租金。 

（1）求取房地产收益 

1）年有效毛收入的确定 

市场租金的确定：在委托方相关人员陪同下，选取区域内同类型商业、办公

可比案例进行市场调查，具体调查结果如下 



ⅰ市场调查 

评估人员通过网络、市房地产管理相关机构等渠道，了解并搜集了委估资产

所在地与委估资产相类似的可比参照物资料，对委估资产与参照物之间的共性与

差异进行了分析，判断委估房地产租金价格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整。 

ⅱ评定估算 

将选取的参照物与委估资产按时间因素、交易因素、区域因素、个别因素进

行分析，比较共性与个性，分别予以修正综合确定租金结果。 

（2）具体评估过程 

1）确定可比交易实例 

估价对象比较因素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 1 案例 2 案例 3 

百官街道时代广

场 8 幢 
百官广场 时代潮城商铺 大通购物中心 

用途 商铺 商铺 商铺 商铺 

租赁价格（元/平方米•

天） 
/ 8.33 8.74 8.33 

租赁时间 2020年 12月 31日 2020 年 12 月 2020 年 12 月 2020 年 12 月 

租赁情况 
公开市价、正常交

易 

公开市价、正常交

易 

公开市价、正常交

易 

公开市价、正常交

易 

座落地点、名称 市民大道 621 号 江东北路 588 号 解放路 66-3 号 解放路 578 号 

区域内繁华程度 

周边分布商场、超

市，商店、商服繁

华程度较高 

周边分布商场、超

市，商店、商服繁

华程度较高 

周边分布商场、超

市，商店、商服繁

华程度较高 

周边分布商场、超

市，商店、商服繁

华程度较高 

临近道路类型 
临近道路类型较

好 

临近道路类型较

好 

临近道路类型较

好 

临近道路类型较

好 

临街道路交通管制 无交通管制情况 无交通管制情况 无交通管制情况 无交通管制情况 

公交便捷度 
多条公交线以上，

交通便利 

多条公交线以上，

交通便利 

多条公交线以上，

交通便利 

多条公交线以上，

交通便利 

规划限制 现状利用，无限制 现状利用，无限制 现状利用，无限制 现状利用，无限制 

基础、公共配套设施 

附近有学校、医

院、多家超市、多

个银行，设施状况

完善 

附近有学校、医

院、多家超市、多

个银行，设施状况

完善 

附近有学校、医

院、多家超市、多

个银行，设施状况

完善 

附近有学校、医

院、多家超市、多

个银行，设施状况

完善 

面积（平方米） / 20 14.5 20 

所在楼层 一层 一层 一层 一层 

房屋类型 房屋类型较好 房屋类型较好 房屋类型较好 房屋类型较好 

装修状况 精装 简装 简装 简装 

注：上表中的租赁价格为平均租赁价格。 



2）编制租金价格影响因素说明表 

根据评估对象与交易案例实际情况，选用影响评估对象租金的比较因素，主

要包括：交易时间、交易情况、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等。详见比较因素条件说明

表。 

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 1 案例 2 案例 3 

租赁价格（元/平方米•天） / 8.33 8.74 8.33 

租赁时间 2020 年 12 月 2020 年 12 月 2020 年 12 月 2020 年 12 月 

租赁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房地产用途 商铺 商铺 商铺 商铺 

区                        

域                            

因                       

素 

地段位置 

附近分布食肆、银

行、商场、办公楼

等，商服繁华程度

高 

附近分布食肆、银

行、商场、办公楼

等，商服繁华程度

高 

附近分布食肆、银

行、商场、办公楼

等，商服繁华程度

高 

附近分布食肆、银

行、商场、办公楼

等，商服繁华程度

高 

商服繁华程度 

周边分布商场、超

市，商店、商服繁

华程度较高 

周边分布商场、超

市，商店、商服繁

华程度较高 

周边分布商场、超

市，商店、商服繁

华程度较高 

周边分布商场、超

市，商店、商服繁

华程度较高 

交通状况 
多条公交线以上，

交通便利 

多条公交线以上，

交通便利 

多条公交线以上，

交通便利 

多条公交线以上，

交通便利 

公共配套设施

状况 

附近有学校、医

院、多家超市、多

个银行，设施状况

完善 

附近有学校、医

院、多家超市、多

个银行，设施状况

完善 

附近有学校、医

院、多家超市、多

个银行，设施状况

完善 

附近有学校、医

院、多家超市、多

个银行，设施状况

完善 

环境状况 环境状况较好 环境状况较好 环境状况较好 环境状况较好 

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较好 城市规划较好 城市规划较好 城市规划较好 

个
别
因
素 

面积 
出租面积适中，出

租使用效率较高 

出租面积适中，出

租使用效率较高 

出租面积适中，出

租使用效率较高 

出租面积适中，出

租使用效率较高 

通风采光 通风采光好 通风采光好 通风采光好 通风采光好 

景观 景观较好 景观较好 景观较好 景观较好 

结构质量 混合 混合 混合 混合 

所在楼层 一层 一层 一层 一层 

装修情况 精装 简装 简装 简装 

房屋类型 
商铺，房屋类型较

好 

商铺，房屋类型较

好 

商铺，房屋类型较

好 

商铺，房屋类型较

好 

注：上表中的租赁价格为平均租赁价格。 

3）租金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将交易案例与评估对象进行比较，从房产用途、租赁情况、租赁时间、区域

因素（地段位置、商服繁华程度、交通状况、公用配套设施状况、环境状况、城



市规划）和个别因素（面积、通风采光、景观、结构质量、所在楼层、装修情况、

房屋类型）等方面进行系数修正，得出评估对象的比准价格。 

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 1 案例 2 案例 3 

租赁价格（元/平方米•天） 待估 8.33 8.74 8.33 

租赁时间 100 100 100 100 

租赁情况 100 100 100 100 

房地产用途 100 100 100 100 

区                        

域                            

因                       

素 

地段位置 100 100 100 100 

商服繁华程度 100 100 100 100 

交通状况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城市规划 100 100 100 100 

个
别
因
素 

面积（平方米） 100 100 100 100 

通风采光 100 100 100 100 

景观 100 90 90 90 

结构质量 100 100 100 100 

所在楼层 100 100 100 100 

装修情况 100 100 100 100 

房屋类型 100 100 100 100 

注：上表中的租赁价格为平均租赁价格。 

4）编制租金比较因素修正系数表 

根据租金因素条件指数表，编制租金比较因素修正系数，并根据该修正系数

表计算比准价格，详见下表： 

比较因素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 1 案例 2 案例 3 

租赁价格（元/平方米•天） 8.33 8.74 8.33 

租赁时间 100/100 100/100 100/100 

租赁情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房地产用途 100/100 100/100 100/100 

区                        

域                            

因                       

素 

地段位置 100/100 100/100 100/100 

商服繁华程度 100/100 100/100 100/100 

交通状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环境状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城市规划 100/100 100/100 100/100 

个
别
因
素 

面积（平方米） 100/100 100/100 100/100 

通风采光 100/100 100/100 100/100 

景观 100/100 100/100 100/100 

结构质量 100/100 100/100 100/100 

所在楼层 100/100 100/100 100/100 

装修情况 100/90 100/90 100/90 

房屋类型 100/100 100/100 100/100 

注：上表中的租赁价格为平均租赁价格。 

5）商铺租金单价的确定 

商铺租金单价=（案例 1 比准价+案例 2 比准价+案例 3 比准价）÷3 

=9.00 元/平方米·天 

评估人员根据现场调查的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对比待估对象实际情况，同时

通过市场调查了解，采用比较法确定待估房产周边商铺 1 层租金为 270.00 元/平

方米•月，则基准日年租金收入具体情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用途 房产楼层 面积（㎡） 

市场月

租金（元

/平方

米） 

年租金收入 

1 
百官街道市民大道 621 号（2

层-1 主房） 
商业 2 层 4,606.78 178.00 9,851,100.00 

2 
百官街道市民大道 621 号（2

层-2 主房） 
商业 2 层 3,821.85 178.00 8,172,600.00 

3 
百官街道市民大道 621 号（3

层-1 主房） 
商业 3 层 4,110.89 140.00 6,926,000.00 

4 百官街道市民大道 621 号 商业 3 层 3,849.24 140.00 6,485,200.00 

5 
百官街道市民大道 621 号（4

层-1 主房） 
商业 4 层 3,803.57 111.00 5,052,700.00 

6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8 幢 商业 4 层 3,861.72 111.00 5,129,900.00 

7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8 幢 5 层

-1 主房 
商业 5 层 3,729.82 89.00 3,987,900.00 

8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8 幢 5 层

-2 主房 
商业 5 层 3,941.31 89.00 4,214,000.00 

9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3 幢

301-314 
商业 3 层 647.07 140.00 1,090,200.00 

10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7 幢 商业 3 层 535.10 140.00 901,500.00 



301-312 

11 百官街道凤鸣路 326 号 商业 1 层 69.69 270.00 225,800.00 

12 
百官街道市民大道 557 号营

业房 
商业 1 层 63.68 270.00 206,300.00 

 小计 / / 33,040.72 / 52,243,200.00 

则委估房地产不含税租金收入=52,243,200.00/1.05=49,755,400.00 元 

整体出租优惠折扣：本次评估采用房产整体出租方式进行测算，考虑房产面

积较大，本次评估考虑整体出租优惠折扣，取不含税租金收入的 2.0%，即： 

整体出租优惠折扣金额=49,755,400.00×2.0% 

=995,100.00 元 

闲置损失：根据对上虞市周边房地产租赁市场的调查和结合本次待估房地产

的现实状况、考虑出租方式、检修时间长短，闲置率约为 2%，即： 

闲置损失金额=49,755,400.00×2%=995,100.00 元 

则：年有效毛收入=不含税市场租金-优惠折扣金额-闲置损失金额  

=49,755,400.00 - 995,100.00 - 995,100.00 

=47,765,200.00 元 

6）求取年运营费用 

年运营费用亦即租赁经营总成本，包括房地产税、房屋保险费、物业管理费、

管理费用、维修费、水电费等，由于评估对象周边及案例的物业费及水电费通常

由承租方负担，故年运营费用包含：①维修费；②管理费；③保险费；④税金。 

年运营费用＝房产税＋附加税费＋保险费＋维修费＋管理费，具体计算公式

见下表： 

年运营费用 取费比例 计算公式 

附加税费 0.60% 年租金收入×取费比例 

房产税 12.00% 年租金收入×取费比例 

印花税 0.10% 年租金收入×取费比例 

管理费 2.00% 年租金收入×取费比例 

维修费 1.50% 房屋重置成本×取费比例 

保险费 0.20% 房屋重置成本×取费比例 



保险费指房产所有人为使自己的房产避免意外损失而向保险公司支付的费

用。保险费与维修费按房屋重置成本为基础计算，则： 

A、建筑物重置价的确定 

i、建安综合造价 

① 选取类似典型工程作参照物 

根据现场勘察资料，评估人员结合评估对象类似的典型工程造价指标，通过

将委估对象与作为参照物的类似建筑物或典型工程进行对比分析，对典型工程在

结构形式、构件、跨度、功能、装修等方面进行修正调整，从而得到评估对象的

建安工程单方造价。 

经查询广联达指标网，同类型的办公房地产建安工程单方造价为 6,905.70

元/平方米。 

② 日期修正：可比实例建成日期为 2017 年 07 月，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的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指数，计算出可比实

例日期修正指数为 1.190。 

③ 典型工程案例所处城市西安市人均工资为 6,045.90 元/月，评估标的所处

城市绍兴市人均工资为 6,824.38 元/月，根据《建筑工程的一般概念性经济指标》，

土建工程造价人工工资占：8-12%，在此我们取人工工资占比 10%对典型工程案

例的工程造价进行修正，故： 

人工修正比例=（6,824.38 -6,045.90）÷6,045.90×10%=1.29% 

④ 分析评估对象与作为参照物在结构形式、构件、跨度及功能等方面的差

异，确定差异系数，计算出待估房屋单方造价。计算明细如下： 

 参照办公 评估标的物 
差异系数调整

比例（%） 

基础部分 桩基础 桩基础 0 

结构部分 钢混结构 钢混结构 0 

屋面部分 保温、防水屋面 保温、防水屋面 0 

地面部分 块料地砖，耐磨地坪 块料地砖，耐磨地坪 0 

门窗部分 钢门、铝合金组合窗 钢门、铝合金组合窗 0 

装饰部分 玻璃幕墙、面砖、涂料 玻璃幕墙、面砖、涂料 0 

层高 4.2 3.8 -0.80% 

合计 / / -0.80% 



层高调整系数说明：住宅、非住宅用房（不包括厂房及仓储用房）每增减 1

米，重置价格相应增减 2%。 

评估对象房屋的建安单方造价= 6,905.70÷1.09× 1.190×（1+1.29%）

×(1-0.8%) 

= 7,576.00 元/平方米（取整） 

ii、前期及其他费用 

序号 名称 计费基础 费率 参考依据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工程造价 1.31% 财建[2016]504 号 

2 勘查设计费 工程造价 3.50% 国家计委、建设部:计价格(2002)10 号 

3 工程监理费 工程造价 2.10% 发改价格（2007）670 号 

4 招投标费 工程造价 0.25% 计价格(2002)1980 号文 

5 环境评价费 工程造价 0.14% 计价格(2002)125 号文 

6 可行性研究费 工程造价 0.50% 计价格（1999）1283 号 

小计 / 7.80% / 

估价对象房屋建筑物建筑前期费用计算如下： 

建筑前期费用= 7,576.00 ×((7.80%-1.31%)/1.06+1.31%) 

= 563.00 元/平方米（取整） 

iii、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为估价对象正常建设工期内占用资金（包括前期及其他费用、综合

造价）的筹资成本，即利息。假定前期费资金为一次性投入，假定综合造价资金

在建设期内均匀投入，按估价基准日正常利率计算利息。依据 2000 年《全国统

一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中规定，工程建设期为 2 年，假定资金均匀投入。 

估价对象房屋建筑物资金成本为： 

资金成本=( 563.00×2/2+ 7,576.00 ×2 )×4.35% 

= 379.00 元/平方米（取整） 

iv、重置价格 

序号 项目 费率 金额 

一 单方造价 / 7,576.00 

二 前期及其他费用 7.80% 553.00 

三 资金成本 4.35% 379.00 



四 重置价格 / 8,518.00 

重置单价=建安综合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 

= 7,576.00 + 563.00 + 379.00  

= 8,518.00 元/平方米 

则：年运营费用如下： 

附加税费= 47,765,200.00 ×0.60%= 286,590.00 元 

房产税= 47,765,200.00×12%= 5,731,820.00 元 

印花税= 47,765,200.00×0.10%= 47,770.00 元 

管理费= 47,765,200.00×2%= 955,300.00 元 

根据上述计算评估对象房屋的建安单方造价为 8,518.00 元，则 

维修费=8,518.00× 33,040.72 ×1.50%= 4,221,610.00 元 

保险费=8,518.00× 33,040.72 ×0.20%= 562,880.00 元 

即：年运营费用=附加税费+房产税+印花税+管理费+维修费+保险费 

= 11,805,970.00 元 

7）年租赁净收益的确定 

年净收益=年有效毛收入-年运营费用 

             =  47,765,200.00 - 11,805,970.00       

             =  35,959,230.00 元 

8）房地产还原利率的确定 

由于委估房地产的收益较为稳定，故资本化率采用安全利率加上风险调整值

法确定。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相关规定，安全利率可

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国债年利率或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

风险调整值应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本报告安全利率取

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5 年 10 月 24 日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 1.50%，风险调

整值取 3.8%，则资本化率为 5.3%，通过上述数据本次评估确定委估房地产资本

化率综合确定为 5.3%。 



9）收益年限的确定 

委估房产的所在宗地的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出让，证载土地终止日期为 2044

年 5 月 16 日，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则收益年限为 23.00 年。房屋

建成年份为 2009 年 02 月，钢混结构房屋耐用年限为 60 年，已使用 12.00 年，

房屋剩余使用年限为 48.00 年，根据孰短原则，则收益年限为土地剩余年限 23.00

年。 

10）根据上述取费标准和计算思路，房地产结果计算表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房地产价值 

一：年有效毛收入 A 47,765,200.00 

1、委估房地产出租收入 49,755,400.00 

2、整体出租优惠 995,100.00 

3、闲置损失 995,100.00 

二：年运营费用 B 11,805,970.00 

1、附加税费 286,590.00 

2、房产税 5,731,820.00 

3、印花税 47,770.00 

4、管理费 955,300.00 

5、维修费 4,221,610.00 

6、保险费 562,880.00 

三：年租金纯收益 C 35,959,230.00 

四：折现系数 K 17.3160 

1、资本化率 r 5.30% 

2、增长率 3% 

3、累计收益年限 N 23.00 

五：租金折现值 622,668,900.00 

11）评估对象持有期收益价值 

结合前文的计算结果，测算得出评估对象在持有期的租金收入价值如下： 

房地产收益法计算表 

建筑物座落 建筑面积 持有期收益价值（万元）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8 幢等 33,040.72 62,266.90 

12）确定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成本价值 



根据《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土地使用权期满的，土地使用者提出

续期申请，根据法律规定没有批准续期的（即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的），

土地使用权国家无偿收回，但对于地上房产，根据收回时的残余价值给与相应补

偿。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4.3.16 条规定“对建筑物剩余

经济寿命超过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且出让合同未约定土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无

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的房地产，收益价值应为按收益期计算的价值，

加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 

根据前述，评估对象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为 48.00 年，超过土地使用权剩余

期限 25.00 年，则应计算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成本价值。 

① 确定建筑物造价指数增长率 

根据前部分描述，确定建筑物造价指数年增长率为 3.02%。 

② 建筑物在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时的重置全价 

根据上述计算评估对象房屋的建安单方造价为 8,518.00 元，建筑物造价指数

年增长率为 3.02%，建筑物在土地使用年限终止前年限为 23.00 年，则： 

名称 参数 

前十年综合指数 1.302  

年均增长率 3.02% 

至基准日土地剩余使用年限 23.00  

日期修正 1.98  

建筑物在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时的单方造价 16,877.00  

日期修正系数=（1+3.02%）^23= 1.98 

建筑物重置单价=8,518.00×1.98= 16,877.00 元/平方米 

③ 建筑物在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时理论成新率 

根据前述，评估对象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为 48.00 年，超过土地使用权剩余

期限 25.00 年，建筑物在土地使用年限终止前年限为 23.00 年，钢混结构非生产

用房建筑物的耐用年限为 60 年，则： 

名称 参数 

评估基准日 2020/12/31 

建筑物建成时间 2009/7/1 

建筑物经济年限 60.00  

至基准日建筑物使用年限 12.00  



名称 参数 

土地使用期满后的建筑物剩余使用年限 25.00  

至基准日土地剩余使用年限 23.00  

建筑物理论成新率 42.00% 

建筑物在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时评估值（元/平方米） 7,088.00  

建筑物理论成新率=25.00/60.00×100%= 42.00% 

评估单价=重置单价×成新率 

= 16,877.00×42.00% 

= 7,088.00 元/平方米 

④ 确定建筑物在土地使用年限终止价值时剩余价值的折现值 

评估对象为钢混结构，根据国家建设部的部颁标准，钢混结构非生产用房建

筑物的耐用年限为 60 年，评估对象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为 48.00 年，土地使用

权剩余期限 23.00 年，折现率采用安全利率加上风险调整值确定为 5.3%。则： 

名称 参数 

建筑物在收益期满时单方造价 7,088.00 

折现率 5.30% 

至基准日土地剩余使用年限 2,161.00 

评估单价（元/平方米） 71,400,000.00 

建筑物在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时评估值 7,140.00   

建筑物在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时剩余价值的折现值 

=建筑物重置单价/[（1+折现率）n]×建筑面积 

= 7,088.00/ [（1+5.30%）^23]× 33,040.72 

= 71,400,000.00 元=7,140.00 万元 

13）确定房地产收益价值 

收益法总价=收益期价值+建筑物在价值时点于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 

评估对象房地产收益价值 

建筑物 
收益期价值（万

元） 

土地使用权期满后

建筑物剩余价值 

收益法总价

（万元） 

收益法单价

（元/㎡） 

百官街道时代广场 9 幢 62,266.90 7,140.00 69,406.90 21,000.00 



4、评估结果的选取  

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

38 号），结合《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及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

对评估对象分别采用了市场比较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经对这两种不同方法得出

的结果进行检验，并经评估人员在附近区域进行的市场调查，市场法能够客观反

映资产目前的市场情况，其评估的参数、指标直接从市场取得，评估值更能反映

市场现实价格，更能反映市场价格变动趋势。收益法根据评估对象的不同假设条

件对其未来现金流/收益进行折现，其原理为理性投资者愿意支付的购置或投资

成本不会高于资产在未来能给其带来的回报。租金收益的计算是建立在假设未来

房地产市场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得出的，资本化率、收益年限等关键参数均建立在

一定假设基础上。因此我们认为采用市场比较法作为评估对象的房地产价格较为

合理，在本报告中采用市场比较法计算结果作为评估对象的最终评估结果。 

综上，本次减值测试主要资产是万锦商贸下属子公司雷迪森酒店和时代广场

持有的两处商业房地产，对万锦商贸旗下商业房地产资产的评估方法选取是根据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进行了评估，

已从不同角度合理的反映了本次减值测试下主要资产的公允价值，故对万锦商贸

整体采用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后的净值进行评估，具有合理性。 

本次股权减值测试，主要参数设置与收购时评估参数设置基本无差异。经减

值测试评估，银信评估出具了如下评估结论：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在《评估报告》所列假设和限定条件下，由于近年来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采用

公允价值—处置费用法确定万锦商贸的可收回价值与收购时交易价格相比，本次

股权可收回金额高于收购交易价，因此，万锦商贸的可收回价值与标的资产所涉

商业物业不存在减值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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