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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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规定及本资产

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违

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

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

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和使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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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坚持独

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四、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

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人不存在偏

见。 

五、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评估报告

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关注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

假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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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下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

结论，应当认真阅读评估报告正文。 

一、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及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本次资产评估的委托人为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晖智能股

份公司)，本次资产评估的被评估单位为浙江春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晖仪

表公司)。 

根据《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其他使用人为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的评估报告使用人。 

二、评估目的 

春晖智能股份公司拟收购春晖仪表公司股权，为此需要对春晖仪表公司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该经济行为提供春晖仪表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涉及上述经济行为的春晖仪表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范围为春晖仪表公司申报的并经过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的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春晖仪表公司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按照春晖仪表公司提供

的 2021年 8月 31日业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反映，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分

别为 110,077,699.18 元、25,198,681.30元和 84,879,017.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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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五、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8月 31日。 

六、评估方法 

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本次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

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七、评估结论 

经综合分析，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论作为春晖仪表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的评估值，春晖仪表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133,000,000.00 元（大写为人民

币壹亿叁仟叁佰万元整），与账面价值 84,879,017.88元相比，评估增值 48,120,982.12

元，增值率为 56.69%。 

八、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 

本评估结论仅对春晖智能股份公司拟进行收购股权之经济行为有效。本评估结论

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自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8月 31日起至 2022 年 8月 30日止。 

九、对评估结论有重大影响的特别事项 

本次评估对象为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部分股东权益价值并不必然等于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和股权比例的乘积，可能存在控制权溢价或缺乏控制权的折价。 

 

资产评估报告的特别事项说明和使用限制说明请参阅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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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

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按

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贵公司拟实施收购股权涉及的浙江春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在 2021年 8月 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

下： 

一、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及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本次资产评估的委托人为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资产评估的被

评估单位为浙江春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一) 委托人概况 

1. 名称：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晖智能股份公司) 

2. 住所：浙江省上虞市经济开发区 

3. 法定代表人：杨广宇 

4. 注册资本：壹亿叁仟伍佰捌拾捌万元整 

5.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609671736A  

7. 登记机关：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8.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

备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物联网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货物进出口(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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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 

(二) 被评估单位概况 

一) 企业名称、类型与组织形式 

1. 名称：浙江春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晖仪表公司) 

2.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工业区明月路 

3. 法定代表人：邹华 

4. 注册资本：叁仟玖佰肆拾玖万伍仟壹佰零玖元整 

5.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4609670696C  

7. 登记机关：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8. 经营范围：自动化仪器仪表、模具、热工成套检定装置及控制装置、电加热

器及其成套系统的开发、制造、销售；进出口业务。 

注：上述 1-8项内容摘自春晖仪表公司 2021 年 9月 15 日获颁的《营业执照》。 

9. 历史沿革：春晖仪表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5 月 8 日（设立时名称为绍兴春晖

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初始注册资本 50 万美元，由浙江春晖集团有限公司和自然

人周海振共同出资设立，其中浙江春晖集团有限公司以厂房、设备及辅助设施出资

30 万美元，周海振以美元现汇、原辅材料及专有技术出资 20 万美元。股权结构如

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周海振 20.00 40.00% 

浙江春晖集团有限公司 30.00 60.00% 

合  计 50.00 100.00% 

历经多次增资和股权变更，截至评估基准日，春晖仪表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39,495,109.00元，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邹华 11,976,539.00 30.3241% 

邹子涵 10,690,701.00 27.0684% 

杨广宇 6,541,119.00 16.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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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杨晨广 6,457,105.00 16.3491% 

杨言荣 2,625,042.00 6.6465% 

顾柏良 197,477.00 0.5000% 

金兴芬 197,475.00 0.5000% 

秦明 197,475.00 0.5000% 

金根芬 197,475.00 0.5000% 

龚永忠 197,475.00 0.5000% 

叶建军 197,475.00 0.5000% 

任根 19,751.00 0.0500% 

合计  39,495,109.00 100.00% 

二) 被评估单位前 1年及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业绩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基准日 

资产 96,070,322.44    110,077,699.18 

负债 17,407,762.04  25,198,681.30 

股东权益 78,662,560.40  84,879,017.88  

项目名称 2020 年度 2021 年 1-8 月 

营业收入 44,878,187.41  34,814,175.38  

营业成本 21,106,869.73  18,270,457.62  

利润总额 11,723,967.53  6,859,267.85  

净利润 10,105,656.88  6,216,457.48  

上述年度及基准日的财务报表均已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且均出具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三) 被评估单位经营情况 

春晖仪表公司成立于 1994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制造、销售、技术咨询及售

后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化企业。公司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工业功能区，占地

面积 44余亩，主要研发生产铠装测温热电偶材料及测温元器件，微型铠装电加热材

料及微型铠装电加热元器件，产品广泛应用于我国的工业等领域，并出口欧、美等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 

浙江春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7 

地区。 

(三) 委托人与被评估单位的关系 

委托人拟收购被评估单位的股权。 

（四）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根据《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其他使用人为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的评估报告使用人。 

二、评估目的 

春晖智能股份公司拟收购春晖仪表公司股权，为此需要对该经济行为涉及的春

晖仪表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该经济行为提供春晖仪表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涉及上述经济行为的春晖仪表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范围为春晖仪表公司申报的并经过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的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春晖仪表公司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非

流动资产及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按照春晖仪表公司提供的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截至 2021 年 8月 31日财务报表反映，资产、负债及股

东权益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110,077,699.18 元、25,198,681.30 元和 84,879,017.88 

元。具体内容如下： 

项      目 账面原值 账面价值 

 一、流动资产  62,069,267.23 

 二、非流动资产  48,008,431.95 

其中：  固定资产 38,342,545.44 18,861,039.18 

        在建工程  15,695,093.83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12,554,201.27   

        递延所得税资产  714,216.17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3,881.50 

    资产总计  110,077,699.18 

三、流动负债  25,198,6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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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账面原值 账面价值 

    负债合计  25,198,681.30 

    股东权益合计  84,879,017.88 

1.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上述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2. 主要资产基本情况如下： 

(1)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账面价值 7,689,886.17 元，包括库存现金 44,145.34 元、银行存款

4,145,740.83元和其他货币资金 3,500,000.00 元。 

(2)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 11,218,770.25 元，系被评估单位从中国工商银行购

入的“法人添利宝”净值型理财产品。 

(3)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22,339,916.87 元，其中账面余额 25,648,581.54 元，坏账

准备 3,308,664.67元，均系应收的货款。 

(4) 存货和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账面价值 15,605,476.10 元，其中账面余额 16,870,614.43 元，存货跌价

准备 1,265,138.33元，包括原材料、库存商品和在产品。 

(5) 房屋建筑物类固定资产 

建筑物类固定资产共计 14 项，合计账面原值 24,919,636.32 元，账面净值

14,049,473.49元，减值准备 0.00 元。房屋建筑物 6项，合计建筑面积 13,102.15

平方米，主要为研发办公楼、厂房等，建于 2012 年，均为钢混结构；构筑物及其他

附属设施 8项，系厂区道路、池塘等附属工程。 

(6) 设备类固定资产 

设备类固定资产共计 421台（套/辆），合计账面原值 13,422,909.12 元，账面

净值 4,811,565.69 元，减值准备 0.00 元。委估设备主要为拉丝机、检测设备、电

力设备等，除主要设备外，还包括电脑、空调等办公电子设备和车辆。 

(7)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账面价值 15,695,093.83 元，主体为飞机发动机测温组件研发和生产

项目的新生产车间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工程，截至评估报告日，主体建安工程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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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完成。预计新生产车间工程将于 2022年下半年投入生产。 

上述设备类固定资产、建筑物类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均位于绍兴市上虞区曹娥

工业区春晖仪表公司厂区内。 

3. 企业申报的账面记录或未记录的无形资产 

(1)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账面无形资产为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 12,554,201.27 元，为 1 宗出让工业用

地，土地面积 29,589.32 平方米，位于绍兴市上虞区曹娥工业区，已取得浙(2019)

绍兴市上虞区不动产权第 0012365 号《不动产权证书》。 

（2）企业申报的账面未记录的无形资产 

截至评估基准日，春晖仪表公司申报的账面未记录的无形资产包括 18项专利和

3项商标，具体如下表： 

序号 无形资产名称和内容 类型 专利号/商标注册号 申请日期 

1 一种测温铠装热电偶的加工工艺 发明 ZL 2020 1 0442389.0 2020-5-22 

2 一种铠装电缆的生产设备 发明 ZL 2020 1 0442395.6 2020-5-22 

3 一种用于航空飞行器的耐高温电缆生产设备 实用新型 ZL 2020 2 0964025.4 2020-5-29 

4 
一种对电磁屏蔽效果好且耐高温高压的电缆

防波套加工装置 
实用新型 ZL 2020 2 1025602.X 2020-6-5 

5 
一种具有防潮绝缘功能的铠装电加热器用电

缆线生产设备 
实用新型 ZL 2020 2 0962111.1 2020-5-29 

6 一种航空飞行器用的合金丝的卷绕设备 实用新型 ZL 2020 2 0964254.6 2020-5-29 

7 一种高灵敏度的船用振动电缆周界报警装置 实用新型 ZL 2020 2 1974814.2 2020-9-10 

8 一种铠装冷热端封装头 实用新型 ZL 2019 2 1693227.3 2019-9-26 

9 一种插拔式四点铠装高温热电偶 实用新型 ZL 2019 2 1693228.8 2019-9-26 

10 一种五点环形组合式铠装高温热电偶 实用新型 ZL 2019 2 1693229.2 2019-9-26 

11 一种多段分布环形电热管 实用新型 ZL 2019 2 1693890.3 2019-9-26 

12 一种铠装加热器 实用新型 ZL 2019 2 1693180.0 2019-9-26 

13 一种铠装发热体冷端与电缆的接线头 实用新型 ZL 2019 2 1702635.0 2019-9-26 

14 一种六点环形铠装高温热电偶绕制成型模具 实用新型 ZL 2019 2 1693226.9 2019-9-26 

15 一种接线组合式电缆 实用新型 ZL 2019 2 1693177.9 2019-9-26 

16 一种集束热电偶 实用新型 ZL 2018 2 0675153.X 2018-4-25 

17 一种针式铠装绝缘热电偶 实用新型 ZL 2018 2 0675154.4 201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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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一种采暖铠装加热电缆 实用新型 ZL 2018 2 0675152.5 2018-4-25 

19 CH 商标 第 21495662 号 2017-11-28 

20 CH 商标 第 21495712 号 2017-11-28 

21 CH 商标 第 22810822 号 2018-2-21 

4. 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 

除上述无形资产外，企业未申报其他表外资产。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上述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本次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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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评估选择该价值类型，主要是基于本次评估目的、市场条件、评估假设及

评估对象自身条件等因素。需要说明的是，同一资产在不同市场的价值可能存在差

异。 

五、评估基准日 

为使得评估基准日与拟进行的经济行为和评估工作日接近，由委托人确定本次

评估基准日为 2021年 8月 31日，并在评估委托合同中作了相应约定。 

六、评估依据 

（一）法律法规依据 

1. 《资产评估法》； 

2. 《公司法》《民法典》等； 

3.《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镇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 

4．其他与资产评估有关的法律、法规等。 

（二）评估准则依据 

1. 《资产评估基本准则》； 

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 

浙江春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1 

3.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 

4.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 

5.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 

6.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7.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 

8.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 

9.《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 

10.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无形资产》； 

11.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 

12.《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 

13.《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14. 《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 

15. 《商标资产评估指导意见》。 

（三）权属依据 

1. 春晖仪表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和验资报告； 

2. 与资产及权利的取得及使用有关的经济合同、协议、资金拨付证明(凭证)、

会计报表及其他会计资料； 

3．不动产权证、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发票等权属证明； 

4．设备合同、车辆行驶证、发票等权属证明； 

5. 专利证书、商标注册证； 

6. 其他产权证明文件。 

（四）取价依据 

1．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 

2．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审计报告以及相关会计报表； 

3. 有关工程的原始资料、工程承包合同、业务合同、询价记录等； 

4．绍兴市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调查资料； 

5．《机电产品报价手册》及其他市场价格资料、询价记录； 

6. 大型设备的购货合同、发票、付款凭证；有关设备的技术档案、检测报告、

运行记录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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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等评估参数取值参考资料； 

8. 主要原材料市场价格信息、库存商品市场销价情况调查资料； 

9.《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其他税收相关法规； 

10．浙江省人民政府及相关政府部门颁布的有关政策、规定、实施办法等法规

文件； 

11. 被评估单位的历史生产经营资料、经营规划和收益预测资料； 

12. 行业统计资料、相关行业分析资料、定价策略及未来营销方式、类似业务

公司的相关资料； 

13. 从“同花顺金融数据库”查询的相关数据； 

14.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评估基准日存款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和外汇汇价

表； 

15. 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会计法规和制度、部门规章等； 

16. 评估专业人员对资产核实、勘察、检测、分析等所搜集的佐证资料； 

17. 其他资料。 

七、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现行资产评估准则及有关规定，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有资产基础法、

市场法和收益法。 

根据本次评估的企业特性，评估人员难以在公开市场上收集到与被评估单位相

类似的可比上市公司，也难以收集并获得在公开市场上相同或者相似的交易案例，

不适合采用市场法。 

春晖仪表公司业务模式成熟，在延续现有的业务内容和范围的情况下，未来收

益能够合理预测，与企业未来收益的风险程度相对应的折现率也能合理估算，故本

次评估宜采用收益法。 

由于被评估单位各项资产、负债能够根据会计政策、企业经营等情况合理加以

识别，评估中有条件针对各项资产、负债的特点选择适当、具体的评估方法，并具

备实施这些评估方法的操作条件，故本次评估适宜采用资产基础法。 

结合本次资产评估的对象、评估目的和评估师所收集的资料，确定分别采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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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委托评估的春晖仪表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在上述评估基础上，对形成的各种初步价值结论依据实际状况充分、全面分析，

综合考虑不同评估方法和初步价值结论的合理性后，确定采用收益法的结论作为评

估对象的评估结论。 

(二)资产基础法简介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评估表内及可

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它是以重置各项

生产要素为假设前提，根据委托评估的分项资产的具体情况选用适宜的方法分别评

定估算各分项资产的价值并累加求和，再扣减相关负债评估值，得出股东全部权益

的评估价值。计算公式为：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各分项资产的评估价值-相关负债 

主要资产的评估方法如下： 

一)流动资产 

1．货币资金 

对于人民币现金和存款，以核实后账面值为评估值；对于外币存款，按核实后

的外币存款数和基准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币汇率折合人民币金额作为评估值。 

2．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为理财产品，系浮动收益产品，未来收益难以合理预测，但投

资成本收回应有保障，故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3. 应收票据和相应坏账准备 

评估人员认为银行承兑汇票的信用度较高，可确认上述票据到期后的可收回性。

除信用度较高的银行承兑汇票外，对于公司收到的商业承兑汇票，评估人员了解到

集中在信用较高、长期合作关联公司之间，且以往未发生过到期遭拒付的现象，故

评估人员合理确信商业承兑汇票的可收回性。因基准日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

票均不计息，故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公司按规定计提的坏账准备评估为零。 

4. 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和相应坏账准备 

(1) 应收账款 

对于有充分证据表明可以全额收回的款项，系应收关联方的货款，估计发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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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的风险较小，以其核实后的账面余额为评估值；对于可能有部分不能收回或有收

回风险的款项，评估人员进行了分析计算，估计其坏账损失金额与相应计提的坏账

准备差异不大，故将相应的坏账准备金额确认为预估坏账损失，该部分应收账款的

评估值即为其账面余额扣减预估坏账损失后的净额。 

公司按规定计提的坏账准备评估为零。 

(2)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项包括应收的保证金、备用金等，估计发生坏账的风险较小，以其

核实后的账面余额为评估值。 

公司按规定计提的坏账准备评估为零。 

5. 应收款项融资 

应收款项融资均为无息的银行电子承兑汇票，由于银行承兑汇票的信用度较高，

可确认上述票据到期后的可收回性，因基准日银行承兑汇票不计息，故以核实后的

账面值为评估值。 

6．预付款项 

对系发票未到而挂账费用的款项，将其评估为零；其他款项经核实期后能形成

相应资产或权利，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7．存货 

存货包括原材料、库存商品和在产品，根据各类存货特点，分别采用适当的评

估方法进行评估。 

(1) 原材料 

对按库龄计提了跌价准备的原材料，因其可正常使用，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为

评估值；对其余原材料，由于其购入时间较短，周转较快，且材料成本核算比较合

理，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为评估值。 

(2) 库存商品 

1) 对部分铠装加热电缆等按库龄计提了跌价准备的半成品，因其可正常销售，

采用逆减法评估，即按不含增值税的售价扣减销售税金、尚需发生的销售费用、所

得税和部分税后利润后的余额为评估值； 

2) 对于其他半成品，采用逆减法评估，即按不含增值税的售价扣减销售税金、

尚需发生的销售费用、所得税和部分税后利润后的余额为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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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销售价格高于账面成本的库存商品，采用逆减法评估，即按不含增值税

的售价减去销售费用和销售税金以及所得税，再扣除适当的税后利润作为评估值； 

4) 对于已发出但尚未结算的产品，本次按合同约定的售价扣减销售税金、尚需

发生的销售费用、所得税和部分税后利润后的余额为评估值。 

(3) 在产品 

在产品可能的利润由于完工程度较低，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以核实后的账面

价值为评估值。 

公司按规定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评估为零。 

二) 非流动资产 

1.房屋建筑物类固定资产 

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建筑物类固定资产为工业厂房、综合楼及其附属工程等，

由于其类似交易和租赁市场不活跃，交易案例和收益情况难以获取，故本次采用成

本法进行评估。建筑物类固定资产的评估值中不包含相应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值。 

成本法是通过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待估建筑物所需的

全部成本，减去待估建筑物已经发生的各项贬值，得到的差额作为评估价值的评估

方法。本次评估采用成新折扣的方法来确定待估建筑物已经发生的各项贬值。计算

公式为： 

评估价值＝重置价值×成新率 

对于渣塘工程，为土地平整费用，在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评估时考虑。 

1) 重置价值的评估 

重置价值一般由建安工程费用、前期及其它费用、建筑规费、应计利息和开发

利润组成，结合评估对象具体情况的不同略有取舍。 

2) 成新率 

A. 复杂、大型、独特、高价的建筑物分别按年限法、完损等级打分法确定成新

率后，经加权平均，确定综合成新率。 

采用年限法计算成新率的计算公式为： 

成新率(K1)＝（经济耐用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00% 

采用完损等级打分法的计算公式为： 

成新率(K2)＝结构部分比重×结构部分完损系数＋装饰部分比重×装饰部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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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系数＋设备部分比重×设备部分完损系数 

将上述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取加权平均值确定综合成新率。计算公式为： 

K＝A1×K1＋A2×K2 

其中 A1、A2分别为加权系数。 

B. 其他建筑物的成新率以年限法为基础，结合其实际使用情况、维修保养情况

和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时的经验判断综合评定。 

2.设备类固定资产 

根据本次资产评估的特定目的、相关条件、委估设备的特点和资料收集等情况，

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成本法是指按照重建或者重置被评估资产的思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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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

济性贬值），以此确定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本次评估采用成新折扣的方法来确定

待估设备已经发生的实体性贬值，计算公式为： 

评估价值＝重置成本－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 

        ＝重置成本×成新率－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 

对于单列的给排水管道等生产厂房配套设施，将其评估为零，相关支出在厂房

评估时一并考虑。 

(1) 重置成本的确定 

重置成本是指资产的现行再取得成本，由设备现行购置价、运杂费、安装调试

费、建设期管理费、资金成本等若干项组成。 

(2) 成新率的确定 

根据委估设备特点、使用情况、重要性等因素，确定设备成新率。 

1) 对价值较大、重要的设备，采用综合分析系数调整法确定成新率。 

综合分析系数调整法，即以年限法为基础，先根据被评设备的构成、功能特性、

使用经济性等综合确定经济耐用年限 N，并据此初定该设备的尚可使用年限 n；再按

照现场调查时的设备技术状态，对其技术状况、利用率、工作负荷、工作环境、维

护保养情况等因素加以分析，确定各项成新率调整系数，综合评定该设备的成新率。 

2) 对于价值量较小的设备，以及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设备，主要以年限法为基

础，结合设备的维护保养情况和外观现状，确定成新率，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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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法成新率(K1)＝（经济耐用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00% 

3) 对于车辆，首先按年限法和行驶里程法分别计算理论成新率，采用孰低法确

定其理论成新率，以此为基础，结合车辆的维护保养情况和外观现状，确定成新率。 

4) 对于已使用年限超过经济耐用年限的设备，按其预计的尚可使用年限确定其

年限法成新率，计算公式为： 

年限法成新率（K1）＝尚可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00% 

(3) 功能性贬值的确定 

本次对于委估的设备采用更新重置成本，故不考虑功能性贬值。 

(4) 经济性贬值的确定 

经了解，委估设备利用率正常，不存在因外部经济因素影响引起的产量下降、

使用寿命缩短等情况，故不考虑经济性贬值。 

3.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各项投入距基准日较近，以核实后账面值为评估值。 

4.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1) 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内涵 

本次对委估宗地的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定义为：土地用途设定为工业用地、土

地开发程度设定为宗地红线外“五通”（即通路、供电、供水、排水、通讯）、红线

内“一平”（场地平整）条件下，于评估基准日为 2021年 8月 31日，土地剩余使用

年限的土地使用权价值。 

(2) 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及《城镇土地估价规程》，通行的评估方法有成

本法、市场法、收益法、假设开发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等。因待估宗地所在区

域交易案例比较容易取得，本次评估选用市场法。 

(3) 选用的评估方法简介及参数的选取路线 

市场法是在求取一宗待评估土地的价格时，根据替代原则，将待估土地与在较

近时期内已经发生交易的类似土地交易实例进行对照比较，并依据后者已知的价格，

参照该土地的交易情况、期日、区域、个别因素、使用年期、容积率等差别，修正

得出待估土地的评估基准日地价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V=VB×A×B×C×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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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待估宗地使用权价值； 

VB—比较案例价格； 

A—待估宗地交易情况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情况指数 

B—待估宗地期日地价指数/比较案例期日地价指数 

C—待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案例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案例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待估宗地使用年期指数/比较案例使用年期指数 

F—待估宗地容积率指数/比较案例容积率指数 

本次委估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值按市场法下得出的不含契税的土地使用权价值

并加计相应契税确定。计算公式为： 

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不含契税的土地使用权价值×（1+契税税率） 

5．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均为账外资产，包括 18项专利权和 3项商标，具体组

成详见上文“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之“3. 企业申报的账面记录或未记录的无

形资产”。 

由于其在春晖仪表公司内协同、合并产生作用，因此，本次评估将这些专利和

商标等视为对公司整体收益作出贡献的无形资产组合，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评估人员选用收入分成法来确定委

评无形资产的预期收益。收入分成法系基于无形资产对收入的贡献率，以收入为基

数及适当的分成比率确定被评估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的方法。在未来每年预期收益

的基准上以一定的折现率，将收益折算为现值并累加确定评估价值。其基本公式为： 

n

i

i

i 1

A
V

(1+ r)

   

式中：V—待估无形资产价值； 

Ai—第 i 年无形资产纯收益； 

r—折现率； 

      n—收益年限。 

6．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包括被评估单位计提应收票据坏账准备、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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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跌价准备等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而形成的所得税资产。由于资产基础法评

估时，难以全面准确地对各项资产评估增减额考虑相关的税收影响，故对上述所得

税资产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为评估值。 

7. 其他非流动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系预付设备款。因各项资产期后存在对应的价值或权利，故以

核实后的账面价值为评估价值。 

三)负债 

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合同负债、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

费、其他应付款和其他流动负债等流动负债。通过核对明细账与总账的一致性、对

金额较大的发放函证、查阅原始凭证等相关资料进行核实。经核实，流动负债均为

实际应承担的债务，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三) 收益法简介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单位的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

评估方法。 

一）收益法的应用前提 

1．投资者在投资某个企业时所支付的价格不会超过该企业(或与该企业相当且

具有同等风险程度的同类企业)未来预期收益折算成的现值。 

2．能够对企业未来收益进行合理预测。 

3．能够对与企业未来收益的风险程度相对应的折现率进行合理估算。 

二）收益法的模型 

结合本次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确定企业自由现

金流价值，并分析公司溢余资产、非经营性资产（负债）的价值，确定公司的整体

价值，并扣除公司的付息债务确定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计算公式为：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企业整体价值－付息债务 

企业整体价值＝企业自由现金流评估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非经营性负债价值 

本次评估采用分段法对企业的收益进行预测，即将企业未来收益分为明确的预

测期期间的收益和明确的预测期之后的收益。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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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明确的预测年限； 

t
C F F ——第 t年的企业现金流； 

r——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t——未来的第 t年； 

n
P ——第 n年以后的连续价值。 

三）收益期与预测期的确定 

本次评估假设公司的存续期间为永续期，收益期为无限期。采用分段法对公司

的收益进行预测，即将公司未来收益分为明确的预测期间的收益和明确的预测期之

后的收益，其中对于明确的预测期的确定综合考虑了行业和公司自身发展的情况，

根据评估人员的市场调查和预测，取约 5年（即至 2026年末）作为分割点较为适宜。 

四）收益额—现金流的确定 

本次评估中预期收益口径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计算公式如下： 

企业自由现金流＝息前税后利润＋折旧及摊销－资本性支出－营运资金增加额 

息前税后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

务费用（不含利息支出）＋资产（信用）减值损失＋投资收益＋资产处置收益＋其

他收益＋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所得税费用 

五）折现率的确定 

1. 折现率计算模型 

企业自由现金流评估值对应的是企业所有者的权益价值和债权人的权益价值，

对应的折现率是企业资本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式中：WACC——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Ke——权益资本成本； 

   Kd——债务资本成本； 

   T——所得税率； 

   D/E——目标资本结构。 

 1
e d

E D
W A C C K K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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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资本成本 d
K 采用基准日适用的一年期 LPR，权数采用企业同行业上市公司

平均资本结构计算取得。 

权益资本成本按国际通常使用的 CAPM模型求取，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权益资本成本； 

   —目前的无风险利率； 

   —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 

   —市场的风险溢价； 

   —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2. 模型中有关参数的计算过程 

(1) 无风险报酬率的确定 

国债收益率通常被认为是无风险的，评估人员查阅了中评协网站公布的由中央

国债登记结算公司(CCDC)提供的截至评估基准日的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取得国债

市场上剩余年限为10年和30年国债的到期年收益率，将其平均后作为无风险报酬率。 

(2) 资本结构 

沪、深两市同行业上市公司至评估基准日的资本结构通过“同花顺 iFind 金融

资讯终端”查询。 

春晖仪表公司的目标资本结构参考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资本结构确定。 

(3) 企业风险系数 Beta 

考虑到可比公司数量、可比性、上市年限等因素，选取以周为计算周期，截至

评估基准日前 36 个月调整后的贝塔数据。通过同花顺 iFinD 金融数据终端查询沪、

深两市同行业上市公司含财务杠杆的 Beta系数（相对于沪深 300指数）后，通过“同

花顺iFinD金融数据终端”查询沪、深两地行业上市公司含财务杠杆的Beta系数后，

通过公式 u
β = l

β ÷[1+(1-T)×(D÷E)](公式中，T为税率， l
β 为含财务杠杆的 Beta系

数， u
β 为剔除财务杠杆因素的 Beta 系数，D÷E 为资本结构)对各项 beta 调整为剔

除财务杠杆因素后的 Beta系数。再通过公式  
'

l u
β =β × 1+ 1-t D /E  

，计算被评估单位

带财务杠杆系数的 Beta 系数。 

(4) 计算市场的风险溢价 

衡量股市 ERP 指数的选取：估算股票市场的投资回报率首先需要确定一个衡量

e f c
K R B e ta E R P R   

e
K

f
R

B eta

ERP

c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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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波动变化的指数，中国目前沪、深两市有许多指数，评估人员选用沪深 300 指

数为 A 股市场投资收益的指标。本次对具体指数的时间区间选择为 2010 年到 2020

年。经计算得到各年的算术平均及几何平均收益率后再与各年无风险收益率比较，

得到股票市场各年的 ERP。由于几何平均收益率能更好地反映股市收益率的长期趋

势，故采用几何平均收益率而估算的 ERP 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目前国内股市的风险收

益率。 

(5) Rc—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的确定 

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表示非系统性风险，是由于被评估单位特定的因素而要

求的风险回报。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综合考虑被评估单位的风险特征、所处经

营阶段、核心竞争力，以及其对应的经营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以及财务风险

等，分析确定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3. 加权平均成本的计算 

(1) 权益资本成本 e
K

的计算 

 

(2) 债务资本成本 d
K

计算 

债务资本成本
d

K 采用基准日适用的一年期 LPR利率。 

(3) 加权资本成本计算 

 1
e d

E D
W A C C K K T

E D E D
     

 
 

六) 非经营性资产和溢余资产的价值 

非经营性资产是指与企业经营收益无关的资产。 

溢余资产是指超过企业正常经营需要的资产规模的那部分经营性资产，包括多

余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有价证券等。 

经分析，截至评估基准日，春晖仪表公司存在 1 项溢余资产和 3 项非经营性资

产，不存在非经营性负债。按资产基础法中相应资产（负债）的评估价值确定其价

值。 

七) 付息债务价值 

截至评估基准日，春晖仪表公司的付息债务为银行短期借款及相应利息，按资

产基础法中相应的评估价值确定其价值。 

e f c
K R B e ta E R P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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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项资产评估工作于2021年10月14日开始，评估报告日为2021年11月10日。整

个评估工作分五个阶段进行： 

(一) 接受委托阶段 

1．项目调查与风险评估，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确定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

范围、评估基准日； 

2．接受委托人委托，签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3．编制资产评估计划； 

4．组成项目小组，并对项目组成员进行培训。 

(二) 资产核实阶段 

1．评估机构根据资产评估工作的需要，向被评估单位提供资产评估申报表表样，

并协助其进行资产清查工作； 

2．了解被评估单位基本情况及委估资产状况，并收集相关资料； 

3．审查核对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表和有关测算资料； 

4．根据资产评估申报表的内容进行现场核实和勘察，收集整理资产购建、运行、

维修等相关资料，并对资产状况进行勘查、记录； 

5．收集整理委估资产的产权证、合同、发票等产权证明资料，核实资产权属情

况； 

6．收集整理行业资料，了解被评估单位的竞争优势和风险；  

7．获取被评估单位的历史收入、成本以及费用等资料，了解其现有的生产能力

和发展规划； 

8．收集并查验资产评估所需的其他相关资料。 

(三) 评定估算阶段 

1．根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和特点，制订各类资产的具体评估方法； 

2．收集市场信息； 

3．对委估资产进行评估，测算其评估价值； 

4．在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未来收益预测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被评估单位的实际情

况，查阅有关资料，合理确定评估假设，形成未来收益预测。然后分析、比较各项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 

浙江春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4 

参数，选择具体计算方法，确定评估结果。 

(四) 结果汇总阶段 

1．分析并汇总分项资产的评估结果，形成评估结论； 

2．对各种方法评估形成的测算结果进行分析比较，确定评估结论；  

3．编制初步评估报告； 

4．对初步评估报告进行内部审核； 

5．征求有关各方意见。 

(五) 出具报告阶段 

征求意见后，正式出具评估报告。 

九、评估假设 

1. 基本假设 

(1) 本次评估以委估资产的产权利益主体变动为前提，产权利益主体变动包括

利益主体的全部改变和部分改变。 

(2) 本次评估以公开市场交易为假设前提。 

(3) 本次评估以被评估单位按预定的经营目标持续经营为前提，即被评估单位

的所有资产仍然按照目前的用途和方式使用，不考虑变更目前的用途或用途不变而

变更规划和使用方式。 

(4) 本次评估以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法律性文件、各种会计凭证、账簿和其

他资料真实、完整、合法、可靠为前提。 

(5) 本次评估以宏观环境相对稳定为假设前提，即国家现有的宏观经济、政治、

政策及被评估单位所处行业的产业政策无重大变化，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

展；国家货币金融政策保持现行状态，不会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大波动；国家税收保

持现行规定，税种及税率无较大变化；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等无重大变化。 

(6) 本次评估以被评估单位经营环境相对稳定为假设前提，即被评估单位主要

经营场所及业务所涉及地区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等经营环境无重大改变；被

评估单位能在既定的经营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不存在任何政策、法律或人为障碍。 

2. 具体假设 

(1) 假设被评估单位管理层勤勉尽责，具有足够的管理才能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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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合规地开展各项业务，被评估单位的管理层及主营业务等保持相对稳定。 

(2) 假设被评估单位每一年度的营业收入、成本费用、更新及改造等的支出，

均在年度内均匀发生。 

(3) 假设被评估单位在收益预测期内采用的会计政策与评估基准日时采用的会

计政策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4) 假设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被评估单位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 

3. 特殊假设 

根据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浙江省 2018年高新

技术企业备案的复函》国科火字〔2019〕70号文，春晖仪表公司于 2018 年 11月通

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效期三年，企业所得税优惠期为 2018年至 2020 年。目前，

春晖仪表公司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已到期，公司正在申请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

定，按照现行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春晖仪表公司符合相关要求，故假设本期

春晖仪表公司能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且未来均能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并享受 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评估人员根据资产评估的要求，认定这些前提条件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以

上评估前提和假设条件发生变化，评估结论将失效。 

十、评估结论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春晖仪表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

果为： 

资产账面价值 110,077,699.18 元，评估价值 137,034,277.05 元，评估增值

26,956,577.87元，增值率为 24.49%； 

负债账面价值 25,198,681.30 元，评估价值 25,198,681.30元；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84,879,017.88元，评估价值 111,835,595.75元，评估

增值 26,956,577.87 元，增值率为 31.76%。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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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62,069,267.23   66,158,065.55  4,088,798.32  6.59  

 二、非流动资产 48,008,431.95  70,876,211.50  22,867,779.55  47.63  

其中：固定资产 18,861,039.18  26,174,130.00  7,313,090.82  38.77  

      在建工程 15,695,093.83  15,695,093.83        

      无形资产 12,554,201.27  28,108,890.00  15,554,688.73  123.90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

用权形资产 
12,554,201.27  25,448,290.00  12,894,088.73  102.71  

其中：无形资产——其他无形

资产 
0.00  2,660,600.00  2,660,60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714,216.17  714,216.17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3,881.50  183,881.50        

    资产总计 110,077,699.18  137,034,277.05  26,956,577.87  24.49  

 三、流动负债 25,198,681.30  25,198,681.30        

    负债合计 25,198,681.30  25,198,681.30        

    股东权益合计 84,879,017.88  111,835,595.75  26,956,577.87  31.76  

评估结论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2．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春晖仪表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收益

法评估的结果为 133,000,000.00 元。 

3．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比较分析和评估价值的确定 

春晖仪表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111,835,595.75

元，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133,000,000.00元，两者相差 21,164,404.25 元，差异率

为 15.91%。 

经分析，评估人员认为上述两种评估方法的实施情况正常，参数选取合理。资

产基础法是在持续经营基础上，以重置各项生产要素为假设前提，根据要素资产的

具体情况采用适宜的方法分别评定估算企业各项要素资产的价值并累加求和，再扣

减相关负债评估价值，得出资产基础法下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反映的是企业

基于现有资产的重置价值。由于资产基础法固有的特性，采用该方法是通过对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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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单位申报的资产及负债进行评估来确定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而对于企业未

申报的客户资源、人力资源、商誉等无形资产或资源，由于难以对上述各项无形资

产或资源对未来收益的贡献进行分割，故未对其单独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评估结

果未能涵盖企业的全部资产的价值，由此导致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两种方法下的评

估结果产生差异。 

收益法是从企业未来发展的角度，通过合理预测企业未来收益及其对应的风险，

综合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估时，不仅考虑了各项资产是否在企业中得

到合理和充分利用、组合在一起时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贡献等因素对企业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的影响，也考虑了企业客户资源、人力资源、商誉等资产基础法无法考虑

的因素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采用收益法评估得到的价值是企业整体资产获

利能力的量化，运用收益法评估能够真实反映企业整体资产的价值。收益法能够弥

补资产基础法仅从各单项资产价值加和的角度进行评估而未能充分考虑企业整体资

产所产生的整体获利能力的缺陷，避免了资产基础法对效益好或有良好发展前景的

企业价值被低估、对效益差或企业发展前景较差的企业价值高估的不足。以收益法

得出的评估值更能科学合理地反映企业股东全部权益的价值。 

因此，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133,000,000.00元（大写为人民币壹

亿叁仟叁佰万元整）作为春晖仪表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1．在对春晖仪表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中，评估人员对其提供的评估对象

和相关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及其来源进行了必要的查验，经核实，截至评估基准日，

列入评估范围的门卫室、厂房西侧辅房等 2 项房屋建筑物(合计建筑面积 240.00 平

方米)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春晖仪表公司已提供相关资料，承诺上述资产属于

春晖仪表公司所有。除上述事项外，未发现其他评估对象和相关资产的权属资料存

在瑕疵情况。提供有关资产真实、合法、完整的法律权属资料是被评估单位的责任，

评估人员的责任是对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料作必要的查验，资产评估报告不能作为

对评估对象和相关资产的法律权属的确认和保证。若被评估单位不拥有前述资产的

所有权，或对前述资产的所有权存在部分限制，则前述资产的评估结论和被评估单

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论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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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春晖仪表公司承诺，截至评估基准日，春晖仪表公司不存在资产抵押、质

押、对外担保、未决诉讼、重大财务承诺等或有事项及租赁事项。 

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在全球多国蔓延，已经对宏观经济以及资本市场

信息产生重大影响。目前该疫情后续变化对经济形势的影响难以准确估计，因此本

次评估未考虑未来该疫情后续变化对基准日评估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 

4. 本次评估中，评估师未对各种设备在评估基准日时的技术参数和性能做技

术检测，评估师在假定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技术资料和运行记录是真实有效的前

提下，通过实地勘察作出的判断。 

本次评估中，评估人员未对各种建筑物的隐蔽工程及内部结构（非肉眼所能观

察的部分）做技术检测，评估人员在假定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工程资料是真实有

效的前提下，在未借助任何检测仪器的条件下，通过实地勘察作出的判断。 

5. 在资产基础法评估时，除库存商品外，未对其他各项资产评估增减额考虑

相关的税收影响。 

6．本评估结果是依据本次评估目的、以报告中揭示的假设前提而确定的股东

全部权益的现时市场价值，没有考虑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或减少付出的价格等

对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它不可抗

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7．本次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时，评估人员依据现时的实际情况作了评估人

员认为必要、合理的假设，在资产评估报告中列示。这些假设是评估人员进行资产

评估的前提条件。当未来经济环境和以上假设发生较大变化时，评估人员将不承担

由于前提条件的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资产评估结论的责任。 

8．本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对资产评估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经济

行为批文、营业执照、验资报告、审计报告、权证、会计凭证等证据资料本身的合

法性、完整性、真实性负责。 

9．本次评估对被评估单位可能存在的其他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进行

资产评估时被评估单位未作特别说明而评估师根据其执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

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注意上述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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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本资产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2．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估

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3．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

告的使用人。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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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的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5．本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自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8 月 31 日起至

2022 年 8 月 30 日止。当评估目的在评估基准日后的一年内实现时，可以以评估结

论作为交易价格的参考依据，超过一年，需重新确定评估结论。 

6．如果存在资产评估报告日后、有效期以内的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

结论。若资产数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价值额进行相应调整；若资

产价格标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资产评估价值已经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人应及时

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结果。 

7．当政策调整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时，应当重新确定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 

十三、资产评估报告日 

本资产评估报告日为 2021年 11月 10日。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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