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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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

评估结论，应当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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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康

恩贝”)，本次资产评估的被评估单位为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耳药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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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二、评估目的

根据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8 日出具的浙国贸经发〔2021〕

31 号《省国贸集团关于同意金华康恩贝转让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 25%股权项目立

项的批复》，金华康恩贝拟转让其持有的迪耳药业 25%的股权，为此需要对迪耳药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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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耳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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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耳药业的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范围为迪耳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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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迪耳药业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按照迪耳药业提供的经审

计的 2020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反映，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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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604,197.95 元、36,594,198.38 元和 59,009,999.5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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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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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测算结果作为迪耳药业股东全

部权益的评估值，迪耳药业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158,988,914.30 元（大写为

人民币壹亿伍仟捌佰玖拾捌万捌仟玖佰壹拾肆元叁角整），与账面价值

59,009,999.57 元相比，评估增值 99,978,914.73 元，增值率 169.43%。

八、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

本评估结论仅对金华康恩贝股权转让之经济行为有效。本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

期为一年，即自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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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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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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贵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事宜涉及的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在 2020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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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委托人概况

1. 名称：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康恩贝”)

2. 住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金衢路 288 号

3. 法定代表人：余斌

4.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亿贰仟万元整

5.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011472897859

7. 发照机关：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8. 经营范围：片剂（含外用）、硬胶囊剂（含青霉素类）、粉针剂（含青霉素

类）、冻干粉针剂（含青霉素类）、颗粒剂、原料药、无菌原料药生产；兽药：非

无菌原料药（盐酸大观霉素、硫酸大观霉素）的生产；回收丙酮、甲醇、二氯甲烷、

硅醚；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仅限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且无需前置审批的经营项目）、

医药化工中间体（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监控化学品）制造、销售、医药实业

投资、生物技术开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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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评估单位概况

一) 企业名称、类型与组织形式

1. 名称：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耳药业”或公司)

2. 住所：浙江省金华市金衢路 128 号

3. 法定代表人：楼金

4.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5.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01147288897Y

7. 发照机关：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8.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具体项目详见《药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生产；食

品经营（以上范围凭有效许可证件经营）；药用辅料、化学试剂、医药化工中间体

（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监控化学品）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仅限国家

法律法规允许的且无需前置审批的经营项目）。

二) 企业历史沿革

迪耳药业(原名金华第二制药厂)，原为街道集体企业，1994年改制为股份合作

制企业，并更名为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1998年6月按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登记。公

司于1996年4月5日改制成立，初始注册资本2,336.4456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金华第二制药厂集体资产 14,500,000.00 62.06%
本公司职工 8,864,456.00 37.94%

合计 23,364,456.00 100%

2008年12月31日，公司进行第一次投资人股权变更，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海南亚东南工贸有限公司 12,320,818.00 52.73%
张永高 2,543,931.00 10.89%
胡丰 1,437,198.00 6.15%
楼金 1,177,903.00 5.04%
姜国平 981,378.00 4.20%
楼晓峰 818,390.00 3.50%
舒和平 793,055.00 3.39%
郑美口 560,787.00 2.40%
何天立 453,626.00 1.94%
李国鑫 409,375.00 1.75%
谢汝娟 405,374.00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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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王善庆 367,316.00 1.57%
钱金玲 366,087.00 1.57%
刘淑英 364,706.00 1.56%
陶致德 364,512.00 1.56%

合计 23,364,456.00 100%

2009年7月7日，公司进行减资，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万元，变更后股权结构如

下：

股东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海南亚东南工贸有限公司 5,273,317.00 52.73%
张永高 1,088,804.00 10.89%
胡丰 615,122.00 6.15%
楼金 504,143.00 5.04%
姜国平 420,030.00 4.20%
楼晓峰 350,272.00 3.50%
舒和平 339,428.00 3.39%
郑美口 240,017.00 2.40%
何天立 194,152.00 1.94%
李国鑫 175,213.00 1.75%
谢汝娟 173,500.00 1.74%
王善庆 157,211.00 1.57%
钱金玲 156,686.00 1.57%
刘淑英 156,094.00 1.56%
陶致德 156,011.00 1.56%

合计 10,000,000.00 100%

2014年12月10日，公司进行第三次投资人股权变更，股权变更后，公司股权结

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273,317.00 52.73%
张永高 4,133,531.00 41.34%
何天立 194,152.00 1.94%
楼晓峰 150,000.00 1.50%
姜国平 84,000.00 0.84%
王善庆 65,000.00 0.65%
舒和平 50,000.00 0.50%
陶致德 50,000.00 0.50%

合计 10,000,000.00 100%

2015年6月1日，公司进行第四次投资人股权变更，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出资250万元，变更后股东和出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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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273,317.00 52.73%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500,000.00 25.00%
张永高 1,633,531.00 16.34%
何天立 194,152.00 1.94%
楼晓峰 150,000.00 1.50%
姜国平 84,000.00 0.84%
王善庆 65,000.00 0.65%
舒和平 50,000.00 0.50%
陶致德 50,000.00 0.50%

合计 10,000,000.00 100%

2020年9月30日，公司再次进行投资人股权变更，变更后股东和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273,317.00 52.73%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500,000.00 25.00%
张永高 1,633,531.00 16.34%
何天立 194,152.00 1.94%
楼晓峰 150,000.00 1.50%
姜国平 84,000.00 0.84%
王莉岚 65,000.00 0.65%
舒和平 50,000.00 0.50%
陶致德 50,000.00 0.50%

合计 10,000,000.00 100%

截至评估基准日，上述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动。

三) 被评估单位前 3年及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业绩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03,525,509.15 117,443,333.61 114,521,542.82 95,604,197.95

总负债 60,490,559.11 63,864,286.24 57,725,575.67 36,594,198.38

股东权益 43,034,950.04 53,579,047.37 56,795,967.15 59,009,999.57

项目名称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65,120,503.90 114,618,570.56 105,779,647.38 91,592,191.63

营业成本 37,472,174.99 52,744,111.19 45,846,620.94 44,635,767.94

利润总额 3,025,789.91 13,384,198.33 14,414,669.60 9,043,586.86

净利润 2,491,096.73 10,544,097.33 11,216,919.78 8,214,032.42

上述 2017 至 2019 年度的财务报表已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且出具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评估基准日财务报表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注册会

计师审计，并出具天健审[2021]9941 号的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

四) 被评估单位经营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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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概况

迪耳药业创建于 1962 年（原名：金华第二制药厂），后经产权体制改革变更为

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位于金华经济开发区金衢路 128 号，占地 60 余亩，主要从

事中西药制剂和原料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现有职工 200 余人，拥有多条符合现行 GMP 要求的现代化的制剂和原料药

生产线，主要产品有盐酸金刚烷胺、双氯芬酸钠缓释片、愈美甲麻敏糖浆、赖氨肌

醇维 B12 口服溶液、续断壮骨胶囊、西洛他唑片等。

2. 组织机构

公司的组织架构图如下：

3. 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 生产模式

公司的生产模式是根据公司的销售计划、产能情况、生产人员排班等制定生产

计划。根据当月销售计划及库存情况组织生产安排。生产部生产计划负责人向生产

车间下发具体的指令，生产车间向仓库领取原辅料和包装材料进行生产，整个生产

过程的各环节按照 GMP 标准进行。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公司相关部门制定各项内

控标准、生产操作规范及检验操作规范等，确保产品质量合格。

(2) 销售模式

对于非原料药产品，公司主要由浙江金康医药有限公司、武汉兵兵医药有限公

司等代理商进行全国代理销售，由代理商承包某类药品的全国销售权，公司按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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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商的指示将货物发送至代理商指定的商业单位。另外，公司销售团队在浙江省范

围内直接向商业单位进行销售，通过对一级经销商供货，再由一级经销商覆盖二级

经销商或终端。对于原料药产品，公司主要采用直销模式，即公司直接向化学药制

剂制造商销售。

4. 公司的竞争优势及劣势

(1) 竞争优势

1）丰富的产品品类

公司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多元的产品体系，能够为客户提供较为丰富的产

品品类。从医药种类来看，公司具备化学药品原料药、化学药品制剂和中成药等药

品的生产能力，且目前主要产品均涵盖上述药品种类，满足不同客户对不同类型药

品的需求；从产品剂型来看，公司产品包含涵盖片剂、胶囊剂、栓剂、原料药、中

药提取等多个品种和诸多剂型，可根据产品特性及市场需求分别提供不同的产品类

别。在医药产品精细化发展的趋势下，公司多元的应用领域覆盖能够迎合各个市场

的快速发展，从而带动公司业务增长。

2）公司质量体系不断完善

公司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质量管理政策，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公司通过

实施药品 GMP 管理，建立了完善的质量检验和质量保证体系，多条生产线通过 GMP

认证。从原材料购进、生产过程控制、产品放行、市场反馈信息等，所涉及到的人

员、厂房及设施、设备、物料、卫生、文件等均按照 GMP 要求进行规范，从而保证

公司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有效、稳定。

(2) 竞争劣势

1）经营规模较小，资金实力受限

相较医药行业的主要上市公司，公司资产规模、经营规模均存在一定差距。受

制于资金以及营销网络建设的滞后，公司具备一定市场优势品种的市场潜力不能得

到及时、有效的挖掘，核心产品的市场规模偏小。同时，尽管公司研发投入保持着

占销售额的一定比重，但由于销售总规模仍不够大，研发投入规模不足以支持重大

创新产品的持续高额投入，可能影响公司经营与发展的可持续性。

2）高端人才资源不足

公司现阶段所拥有的管理团队、研发团队、销售团队以及车间、班组等基层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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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与目前公司的发展规模基本适应。但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家对医药生

产的监管要求日趋严格，公司研发、生产、销售的管控要求也越来越高，对高层次

人才的需求较大，公司存在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高级专业技术及营销人才的需求

缺口。

5. 公司面临的发展机遇

2009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公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后，各部

门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医药行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5 年重点工作任务》等医疗体系改革政策，为全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做出了具

体规划，我国逐步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立和完善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从而全面提高了我国居民的健康及医疗水平。

医药行业是“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大力推动发展的行业，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医药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通过建成药品安全现代

化治理体系，提高科学监管水平，鼓励研制创新，全面提升质量，增加有效供给，

从而推动我国由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迈进。“十四五”规划提出继续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推进国家组织药品和耗材集中采购使用改革等发展目标，为医药行业未

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因此，在国家层面的重视及政策的支持下，医药行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市

场有望迸发出新的活力。

6. 公司面临的风险因素

（1）产业政策风险

医药产业是我国重点发展的行业之一，医药产品是关系人民生命健康和安全的

特殊消费品；医药产业又是一个受监管程度较高的行业，其监管部门包括国家及各

级地方药品监管部门，它们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制订相关的政策法规，对整个行

业实施监管。同时，我国医疗体制正处在变革阶段，相关的政策法规体系正在逐步

制订和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将进一步促进我国医药行业有序、健康地发

展，但也有可能不同程度地增加医药企业的运营成本，并将对企业的经营产生影响，

如果公司在经营策略上不能及时调整，顺应国家有关医药改革政策的变化，将会对

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药品价格调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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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政府定价办法》规定，国家对药品价格进行政府管制，并将药品区

分为原研制与仿制药品、新药和名优药品与普通药品进行定价，实行优质优价。对

纳入《医保目录》的药品、少数生产经营具有垄断性和特殊性的药品实行政府指导

价或政府定价。自 2000 年以来，国家连续多次政策性下调药品价格，药价呈下降趋

势，因此存在国家继续出台降价政策影响公司产品价格从而降低盈利水平的风险。

（三）委托人与被评估单位的关系

委托人为被评估单位的参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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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8 日出具的浙国贸经发〔2021〕

31 号《省国贸集团关于同意金华康恩贝转让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 25%股权项目立

项的批复》，金华康恩贝拟转让其持有的迪耳药业 25%的股权，为此需要对迪耳药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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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耳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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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耳药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为迪耳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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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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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迪耳药业提供的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的 2020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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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04,197.95 元、36,594,198.38 元和 59,009,999.57 元。具体内容如下：

金额单位：元

项目 账面原值 账面价值

一、流动资产 39,169,508.26
二、非流动资产 56,434,689.69
其中：固定资产 98,215,350.25 50,724,341.07

无形资产 4,598,835.47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4,598,8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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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账面原值 账面价值

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11,513.15

资产总计 95,604,197.95
三、流动负债 34,084,499.05
四、非流动负债 2,509,699.33

负债合计 36,594,198.38
股东权益合计 59,009,999.57

除货币资金和往来款外，公司账面列示的主要资产为存货、建筑物类固定资产、

设备类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和其他无形资产。具体如下：

1．存货

存货包括原材料、库存商品、发出商品及在产品。原材料主要包括环拉酸钠、

枸橼酸、硬脂酸镁、羟丙甲纤维素、乙醇、马来酸氯苯那敏、甲磺酸培氟沙星等化

学原料及纸盒、标签、卷膜等包装材料，存放于材料仓库；库存商品主要包括复方

氨酚烷胺胶囊、双氯芬酸钠缓释片、氨咖黄敏胶囊、硫酸锌口服溶液（快克）、赖

氨肌醇维 B12 口服溶液等产品，存放于成品仓库；发出商品主要包括发往客户的五

维他口服溶液、愈美甲麻敏糖浆、赖氨肌醇维 B12 口服溶液、氨咖黄敏胶囊等产品；

在产品系正处于生产过程中的产品。部分库存商品存在积压时间较长或存在品质瑕

疵情况。

2．建筑物类固定资产

建（构）筑物共 95 项，其中房屋建筑物共 37 项，主要为工业厂房、办公楼、

附属建筑以及商品房、房改房等，主要建于 1987-2016 年，主要结构为钢混结构、

钢结构和混合结构等，建筑面积合计 27,488.59 平方米。构筑物共 58 项，主要为道

路、围墙和附属工程等，建于 1989-2016 年，主要结构为砼和砖砌结构等。上述建

（构）筑物分布于浙江省金华市金衢路 128 号、金华市秋涛街秋涛小区、金华市人

民东路华明巷以及金华市旌孝街等。

3．设备类固定资产

设备类固定资产共计 1,871 项，主要包括搪玻璃反应釜、接收釜、蒸馏塔、冷

却塔、摇摆颗粒机、双锥回转真空干燥机、热熔混合制粒机、沸腾干燥机等化学原

料药生产专用设备；微生物自动检测分析仪、智能溶出试验仪、自动数显电位滴定

仪、红外分光仪、片剂脆碎度检测仪、液相色谱仪等实验检测设备；空调机组、废

气处理设备系统、药品监管码系统、GMP 工程、胺化蒸馏工程、冷水机组、除尘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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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组等生产配套设备；模具、电缆、风口、不锈钢制品等配品配件设备；电脑、

打印机、空调等办公设备和车辆等。除在外车辆，所有设备均分布于被评估单位厂

区内。

4．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列入评估范围的土地使用权共 3宗，土地面积合计 42,733.18 平方米，分布于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金衢路 128 号、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东路华明巷 42 号，截

至评估基准日土地款项均已支付并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书》。

5．账面记录或未记录的可辨认无形资产

账面记录的可辨认无形资产主要为外购软件和续断胶囊专利等；账面未记录的

可辨认无形资产主要为专利、商标、药品注册批件。

专利、商标、药品注册批件的具体情况如下：

（1）专利（共 3项）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权人 专利号 申请日 有效期 取得方式

1
一种续断总皂苷的提取方

法
发明专利 迪耳药业 ZL 2011101401335 2011/05/27 20年 原始取得

2
木通皂苷D在制备防治骨

病药物中的应用
发明专利 迪耳药业 ZL 031582338 2003/09/16 20年 原始取得

3
尼莫地平缓释胶囊及其制

备方法
发明专利 迪耳药业 ZL 031036589 2003/02/01 20年 原始取得

（2）商标（共 30 项）

序号 商标名称 注册号 类号 使用范围 有效期 备注

1 52018274 32

乳清饮料; 无酒精饮料; 纯净水（饮

料）; 果汁饮料; 豆类饮料; 茶味非

酒精饮料; 能量饮料; 果子晶; 啤

酒; 制作饮料用无酒精原汁;

等待实

质审查

2 34590601 5
人用药; 医药制剂; 原料药; 水剂;

片剂; 膏剂; 护肤药剂; 酊剂; 栓

剂; 医用营养品;

2029/06/27

3
34568126

5
原料药; 水剂; 片剂; 膏剂; 护肤

药剂; 酊剂; 栓剂; 医用营养品;

人用药; 医药制剂;

2029/06/27

4 15809735 5
医药制剂; 人用药; 片剂; 水剂;

膏剂; 护肤药剂; 栓剂; 酊剂; 原

料药; 医用营养品;

2026/01/20

5 15809705 5
医药制剂; 人用药; 片剂; 水剂;

膏剂; 护肤药剂; 栓剂; 酊剂; 原

料药; 医用营养品;

2026/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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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商标名称 注册号 类号 使用范围 有效期 备注

6 7150209 5

净化剂; 救急包; 人用药; 生化药

品; 消毒剂; 消灭有害动物制剂;

医药制剂; 医用营养品; 原料药;

中药成药;

2030/08/13

7 5622371 5

净化剂; 救急包; 人用药; 生化药

品; 消毒剂; 消灭有害动物制剂;

医药制剂; 医用营养品; 原料药;

中药成药;

2029/11/13

8 4972179 5

人用药; 原料药; 生化药品; 医药

制剂; 医用营养品; 中药成药; 消

毒剂; 净化剂; 救急包; 消灭有害

动物制剂;

2029/4/13

9 4972178 5

人用药; 原料药; 生化药品; 医药

制剂; 医用营养品; 中药成药; 消

毒剂; 净化剂; 救急包; 消灭有害

动物制剂;

2029/4/13

10 4972175 5

人用药; 原料药; 生化药品; 医药

制剂; 医用营养品; 中药成药; 消

毒剂; 净化剂; 救急包; 消灭有害

动物制剂;

等待实

质审查

11 4322410 5

人用药; 原料药; 生化药品; 医药

制剂; 医用营养品; 中药成药; 消

毒剂; 净化剂; 救急包; 消灭有害

动物制剂;

2027/12/13

12 4068899 5

消毒剂; 净化剂; 救急包; 消灭有

害动物制剂; 人用药; 原料药; 生

化药品; 医药制剂; 医用营养品;

中药成药;

2027/01/13

13 4037912 5

原料药; 人用药; 生化药品; 医药

制剂; 医用营养品; 中药成药; 消

毒剂; 净化剂; 救急包; 消灭有害

动物制剂;

2026/12/13

14 4037911 5

人用药; 原料药; 生化药品; 医药

制剂; 医用营养品; 中药成药; 消

毒剂; 净化剂; 救急包; 消灭有害

动物制剂;

2029/01/27

15 4037910 5

人用药; 原料药; 生化药品; 医药

制剂; 医用营养品; 中药成药; 消

毒剂; 净化剂; 救急包; 消灭有害

动物制剂;

2026/12/13

16 4037909 5

人用药; 原料药; 生化药品; 医药

制剂; 医用营养品; 中药成药; 消

毒剂; 净化剂; 救急包; 消灭有害

动物制剂;

2026/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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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商标名称 注册号 类号 使用范围 有效期 备注

17 4037908 5

人用药; 原料药; 生化药品; 医药

制剂; 医用营养品; 中药成药; 消

毒剂; 净化剂; 救急包; 消灭有害

动物制剂;

2026/12/13

18 4037907 5

人用药; 原料药; 生化药品; 医药

制剂; 医用营养品; 中药成药; 消

毒剂; 净化剂; 救急包; 消灭有害

动物制剂;

2029/01/27

19 4037906 5

人用药; 原料药; 生化药品; 医药

制剂; 医用营养品; 中药成药; 消

毒剂; 净化剂; 救急包; 消灭有害

动物制剂;

2026/12/13

20 3765160 5

人用药; 原料药; 生化药品; 医药

制剂; 医用营养品; 中药成药; 消

毒剂; 净化剂; 救急包; 消灭有害

动物制剂;

2026/03/13

21 3102847 5
人用药; 医药制剂; 原料药; 水剂;

片剂; 膏剂; 护肤药剂; 酊剂; 栓

剂; 医用营养饮料;

2023/04/27

22 3102846 5
人用药; 医药制剂; 原料药; 水剂;

片剂; 膏剂; 护肤药剂; 酊剂; 栓

剂; 医用营养饮料;

2023/04/27

23 1545784 5
人用药; 化学医药制剂; 化学原料

药; 水剂; 片剂; 膏剂; 护肤药剂;

酊剂; 栓剂; 医用营养饮料;

2031/03/27

24 1214337 5
人用药; 化学医药制剂; 化学原料

药; 水剂; 片剂; 膏剂; 护肤药剂;

酊剂; 栓剂; 医用营养饮料;

2028/10/13

25 1093090 5
中药成药; 生化药品; 人用药; 化

学医药制; 医用制剂; 医用化学制

剂;

2027/09/06

26 1081080 5
人用药; 中药成药; 生化药品; 西

药; 各种针; 片; 酊; 水; 膏; 油

剂;

2027/08/20

27 1008747 5 人用药胶囊剂; 2027/05/20

28 874050 5 医药制剂; 2026/09/27

29 686161 5 人用药; 2024/04/20

30 184746 5 西药; 2023/07/04

（3）药品注册批件（共 61 项）

http://wcjs.sbj.cnipa.gov.cn/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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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名 批准文号 批准日期 剂型

1 氧氟沙星栓 国药准字 H20073919 2017-09-15 栓剂

2 硫酸庆大霉素颗粒 国药准字 H33020314 2020-04-30 颗粒剂

3 盐酸金刚烷胺 国药准字 H33020317 2019-06-18 原料药

4 头孢拉定胶囊 国药准字 H33020554 2020-05-08 胶囊剂

5 甲硝唑胶囊 国药准字 H33020321 2020-04-30 胶囊剂

6 吲哚美辛栓 国药准字 H33020515 2020-05-08 栓剂

7 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国药准字 H33021446 2020-05-08 胶囊剂

8 头孢拉定胶囊 国药准字 H33020555 2020-05-08 胶囊剂

9 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国药准字 H20083921 2018-06-27 片剂

10 诺氟沙星胶囊 国药准字 H33020315 2020-04-30 胶囊剂

11 氨咖黄敏胶囊 国药准字 H33021796 2020-05-08 胶囊剂

12 萘普生胶囊 国药准字 H33020558 2020-04-30 胶囊剂

13 西洛他唑片 国药准字 H20058054 2020-04-30 片剂

14 盐酸阿莫罗芬搽剂 国药准字 H20065886 2016-05-26 搽剂

15 多维铁口服溶液 国药准字 H33022013 2020-04-30 口服溶液剂

16 赖氨肌醇维 B12 口服溶液 国药准字 H33021875 2020-05-08 口服溶液剂

17 复方桔梗麻黄碱糖浆 国药准字 H33022016 2020-05-08 糖浆剂

18 复方水杨酸溶液 国药准字 H33021798 2020-06-03 溶液剂

19 酮康唑乳膏 国药准字 H20003226 2020-04-30 乳膏剂

20 硝苯地平胶囊 国药准字 H33020323 2020-04-30 胶囊剂

21 替硝唑栓 国药准字 H20066491 2016-06-06 栓剂

22 养血当归糖浆 国药准字 Z33020421 2020-05-08 糖浆剂

23 续断总皂苷提取物 国药准字 Z20070053 2017-09-19 原料药

24 西咪替丁胶囊 国药准字 H33020322 2020-05-08 胶囊剂

25 枸橼酸铁铵维 B1 糖浆Ⅱ 国药准字 H33022019 2020-04-30 糖浆剂

26 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国药准字 H33020318 2020-05-08 胶囊剂

27 对乙酰氨基酚糖浆 国药准字 H33022117 2021-02-08 糖浆剂

28 吡拉西坦胶囊 国药准字 H33022356 2020-04-30 胶囊剂

29 牡蛎碳酸钙颗粒 国药准字 H33021799 2020-04-30 颗粒剂

30 甲磺酸培氟沙星胶囊 国药准字 H10800009 2020-04-30 胶囊剂

31 续断壮骨胶囊 国药准字 Z20070054 2017-09-19 胶囊剂

32 辅酶 Q10 胶囊 国药准字 H19993256 2020-04-30 胶囊剂

33 吡拉西坦胶囊 国药准字 H33022380 2020-04-30 胶囊剂

34 产后逐瘀片 国药准字 Z20063888 2016-05-13 片剂

35 维 U颠茄铝胶囊 国药准字 H33022014 2020-04-30 胶囊剂

36 尼莫地平缓释胶囊 国药准字 H19991171 2020-05-08 胶囊剂(缓释)

37 樟脑水合氯醛酊 国药准字 H33021803 2020-04-30 酊剂

38 西替伪麻缓释片 国药准字 H20080409 2018-05-30 片剂

39 愈美甲麻敏糖浆 国药准字 H33021802 2020-06-01 糖浆剂

40 复方水杨酸搽剂 国药准字 H33022452 2020-04-30 搽剂

41 复方倍氯米松樟脑乳膏 国药准字 H33021450 2020-05-08 乳膏剂

42 酮洛芬肠溶胶囊 国药准字 H33020320 2020-04-30 胶囊剂

43 过氧苯甲酰凝胶 国药准字 H20013181 2020-05-08 凝胶剂

44 复方莪术油栓 国药准字 H20056907 2020-04-30 栓剂

45 养阴清肺糖浆 国药准字 Z33020420 2020-04-30 糖浆剂

46 硫酸庆大霉素颗粒 国药准字 H33020313 2020-04-30 颗粒剂

47 硫酸锌口服溶液 国药准字 H33020553 2020-05-08 口服溶液剂

48 贝诺酯胶囊 国药准字 H33021797 2020-04-30 胶囊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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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名 批准文号 批准日期 剂型

49 甲磺酸多沙唑嗪片 国药准字 H20020335 2020-04-30 片剂

50 五维他口服溶液 国药准字 H33021801 2020-04-30 口服溶液剂

51 西洛他唑片 国药准字 H20058053 2020-04-30 片剂

52 制霉素阴道栓 国药准字 H33022018 2020-04-30 栓剂

53 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 国药准字 H33022017 2020-04-30 凝胶剂

54 曲咪新乳膏 国药准字 H33021800 2020-05-08 乳膏剂

55 复方磺胺甲噁唑口服混悬液 国药准字 H33022015 2020-04-30 口服混悬剂

56 萘普生钠胶囊 国药准字 H33022543 2020-05-08 胶囊剂

57 酮洛芬肠溶胶囊 国药准字 H33020319 2020-05-08 胶囊剂

58 甲磺酸多沙唑嗪片 国药准字 H20020336 2020-04-30 片剂

59 西洛他唑 国药准字 H20058052 2020-05-17 原料药

60 萘普生钠 国药准字 H33020316 2020-05-17 原料药

61 甲磺酸多沙唑嗪 国药准字 H20020334 2020-05-14 原料药

除上述账外无形资产外，迪耳药业未申报且经评估专业人员核实后未发现对评

估对象价值有重大影响的账面未记录的其他资产和可辨认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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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估专业人员与委托人充分沟通后，根据

本次评估目的、市场条件及评估对象自身条件等因素，最终选定市场价值作为本评

估报告的评估结论的价值类型。需要说明的是，同一资产在不同市场的价值可能存

在差异。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

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评估基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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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确定本次评

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并在评估委托合同中作了相应约定。

评估基准日的选取是委托人根据本项目的实际情况、评估基准日尽可能接近经

济行为的实现日，尽可能减少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等因素后确定的。

六、评估依据

（一）经济行为依据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8 日出具的浙国贸经发〔2021〕31

号《省国贸集团关于同意金华康恩贝转让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 25%股权项目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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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复》文件。

（二）法律法规依据

1．《资产评估法》；

2．《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

3．《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

4．《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

5．《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

6．《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7．《企业国有资产法》；

8．《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9. 《公司法》、《民法典》、《证券法》等；

10.其他与资产评估有关的法律、法规等。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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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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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6.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

7.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利用专家工作及相关报告》；

8.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

9.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

10.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无形资产》；

11.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

12.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

13.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

14.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

15. 《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16. 《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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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商标资产评估指导意见》。

（四）权属依据

1. 迪耳药业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工商内档和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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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报表及其他会计资料；

3. 不动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证、建设合同、机动车行驶证、专利

证书、商标注册证、药品注册批件和发票等权属证明；

4. 其他产权证明文件。

（五）取价依据

1.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

2. 被评估单位 2018-2020 年度审计报告及评估基准日清产核资专项财务审计

报告以及相关财务报表；

3.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工程图纸、决算、合同、发票等原始资料；

4. 《浙江省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10 版）》、《浙江省安装工程预算定额（2010

版）》、《浙江省建设工程施工取费定额(2010 版)》、浙江省金华市 2020 年 12 月

建材市场价格信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5 年 2 月 11 日发布的发改价格[2015]299 号《关于进一

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

6. 国家财政部 2016 年 7 月 6 日发布的财建[2016]504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基

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的通知》；

7. 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1985 年 1 月 1 日颁发全国统一的《房屋完损等级评

定标准》和《鉴定房屋新旧程度的参考依据》以及《房屋不同成新率的评分标准及

修正系数》；

8. 国家计委、建设部 2001 年 1 月 7 日颁布的计价格[2002]10 号《国家计委、

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

9. 国家发改委、建设部 2007 年 3 月 30 日颁布的发改价格［2007］670 号《关

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及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

10.从“浙江造价信息网”查询的浙江省房屋建筑工程造价指数。

11.金华市人民政府 2015 年 4 月 8 日颁布的金政办发〔2015〕40 号《关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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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12.金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4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金政发[2004]192 号《金

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市区建设用地批后管理若干规定（试行）的通知》；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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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主要设备的购货合同、发票、付款凭证；有关设备的近期检测、维修、保

养记录；

15.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2021 机电产品报价手册》、《机电产品价格信息

查询系统》及互联网上查询的设备、车辆等报价信息；

16.《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及其他市场价格资料、询价记录；

17.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最新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中国建筑

工业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的《造价工程师常用数据手册》；

18.资产所在地的土地市场价格的调查资料；

19.中国地价信息服务平台公布的金华地区地价水平值；

20.主要原材料的市场价格信息、产成品市场销价情况调查资料；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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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行业统计资料、相关行业及市场容量、市场前景、市场发展及趋势分析资

料、定价策略及未来营销方式、类似业务公司的相关资料；

23.从“同花顺 iFinD 金融数据终端”查询的相关数据；

24.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评估基准日外汇汇价表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25.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公布的评估基准日中国国债收益率数据；

26.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会计法规和制度、部门规章等；

27.评估专业人员对资产核实、勘测、分析等搜集的佐证资料及市场调查资料；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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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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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次评估的企业特性，评估专业人员难以在公开市场上收集到与被评估单

位相似的可比上市公司，也无法收集并获得在公开市场上相同或相似的交易案例，

故本次评估不宜采用市场法。

迪耳药业在延续现有的经营方式和范围的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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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也能合理估算，故本次评估适宜采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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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委托评估的迪耳药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在上述评估基础上，对形成的各种测算结果依据实际状况进行充分、全面分析，

综合考虑不同评估方法和测算结果的合理性后，确定其中一个测算结果作为评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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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评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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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项负债的评估价值

一) 流动资产

1．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包括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

对于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中的住房公积金，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2．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和相应坏账准备

经核实，没有充分证据表明款项无法收回，故以核实后的账面余额为评估值，

同时将公司按规定计提的坏账准备评估为零。

3．应收款项融资

应收款项融资为应收的银行承兑汇票。评估专业人员认为银行承兑汇票的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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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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实后的账面价值为评估价值。

4．预付款项

预付款项为预付的货款。

经核实，预付款项期后能够实现相应的资产或权益，故以核实后账面值为评估

值。

5．存货

存货包括原材料、库存商品、发出商品及在产品。

（1）原材料

原材料主要包括环拉酸钠、枸橼酸、硬脂酸镁、羟丙甲纤维素、乙醇、马来酸

氯苯那敏、甲磺酸培氟沙星等化学原料及纸盒、标签、卷膜等包装材料等。

原材料由于购入的时间较短，周转较快，且被评估单位材料成本核算比较合理，

账面价值基本能够合理反映其市场价值，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为评估值。

（2）库存商品

库存商品主要包括复方氨酚烷胺胶囊、双氯芬酸钠缓释片、氨咖黄敏胶囊、硫

酸锌口服溶液（快克）、赖氨肌醇维 B12 口服溶液等产品。

对库存商品按以下情况分别处理：

1）复方氨酚烷胺胶囊（10 粒×2板）、复方氨酚烷胺胶囊（12 粒×2板）、氨

咖黄敏胶囊（12 粒）等产成品，因滞销等原因，积压多年，对该类库存商品评估为

零。

2）对于其他产成品，本次采用顺加法评估。即以完全成本为基础，根据商品销

售情况加计适当税后利润来确定评估价值，计算公式为：

评估价值＝核实后的账面余额＋适当税后利润

其中适当税后利润根据商品的销售情况确定。

公司按规定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评估为零。

（3）发出商品

发出商品为已发往客户途中的五维他口服溶液、愈美甲麻敏糖浆、赖氨肌醇维

B12 口服溶液、氨咖黄敏胶囊等产品。

发出商品的评估方法参见库存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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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产品

在产品系正处于生产过程中的产品，主要包括已投入的材料及应分摊的人工、

水电、制造费用等。经核实，企业料、工、费核算方法基本合理，可能的利润由于

完工程度较低，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不予考虑，故以核实后的账面余额为评估值。

二) 非流动资产

1．建筑物类固定资产

由于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建筑物类固定资产为工业厂房、办公楼、附属建筑以

及外购商品房、房改房等，待估建筑物的类别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次评估根据待

估建筑物的用途、类似建筑物的市场情况和收益情况等，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

（1）企业自建生产及附属建筑

对于企业自建厂房及附属建筑，结合评估目的，本次选用成本法评估。该类建

（构）筑物的评估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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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物所

需的全部成本，减去待估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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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物已经发生的各

项贬值。计算公式为：

评估价值＝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

1）重置成本的确定

重置成本由建安工程费用、前期及其它费用、建筑规费、应计利息和开发利润

等组成，结合评估对象具体情况的不同略有取舍。

2）成新率的确定

A.包含 GMP 工程的生产用厂房

由于公司的药品生产用厂房不同于其他房屋建筑物，其 GMP 工程部分金额高，

占比大，并且经济使用年限显著低于建安工程部分，因此对于该类厂房的成新率按

照建安工程部分和 GMP 工程部分各自的成新率加权平均后确定。其中，建安工程部

分分别按年限法、完损等级打分法确定成新率，经加权平均后确定综合成新率；GMP

工程部分按照年限法确定成新率。

a.建安工程成新率的确定

K3＝A1×K1＋A2×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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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1、A2分别为加权系数，K1为年限法成新率，K2为完损等级评定成新率。

（a）年限法

依据待估建（构）筑物的经济耐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及使用维护保养情况、使

用环境等预估其尚可使用年限，最终计算确定成新率。计算公式为：

年限法成新率(K1)＝尚可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00%

（b）完损等级打分法

即将建（构）筑物分为结构、装饰和设备等分部工程，按各分部工程在建筑物

主体的重要性和对建筑物使用寿命的影响程度以及造价比例综合确定其权重，然后

将分部工程中具体项目结合标准打分，确定各分部工程成新率，最后以各分部工程

的成新率和所占权重加权得出整项建（构）筑物的成新率，用公式表示如下：

完损等级打分法成新率(K2)＝(结构部分比重×结构部分完损系数＋装饰部分

比重×装饰部分完损系数＋设备部分比重×设备部分完损系数)×100%

b.GMP 工程成新率的确定

根据年限法确定 GMP 工程成新率 K4。

c.包含 GMP 工程的生产用厂房成新率的确定

将建安工程成新率和 GMP 工程成新率加权平均确定建筑物的综合成新率：

K5＝A3×K3＋A4×K4

其中：A3、A4分别为加权系数，按照其各自工程成本的占比确定；

B.不含 GMP 工程的主要建（构）筑物

对于不包含 GMP 工程的主要建筑物分别按年限法、完损等级打分法确定成新率，

经加权平均，确定综合成新率。

C.其他建（构）筑物

对于其他建（构）筑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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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时的经验判断综合评定成新率。

（2）企业外购商品房

对于企业外购商铺，结合评估目的，本次选用市场法评估。该类房屋建筑物的

评估值中包含了相应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值。

市场法是指在掌握与被评估房地产相同或相似的房地产(参照物)的市场价格的

基础上，以被评估房地产为基准对比分析参照物并将两者的差异量化，然后在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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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市场价格的基础上作出调整和修正，确定待估房地产评估价值的评估方法。基本

公式为：

待估房屋建筑物比准价格＝参照物交易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交易日期修

正系数×不动产状况修正系数

1）参照物的选定

一般选择三宗以上近期交易的类似结构、同类地段、相同用途的物业作为参照

物，再将上述参照物的交易价格统一调整为成交日一次付款、单位建筑面积上的人

民币买卖交易价格。

2）因素修正调整计算

根据待估物业与参照物的交易情况、交易日期、不动产状况的不同，对参照物

的价格进行交易情况修正、交易日期修正及不动产状况修正，得出比准价格。具体

如下：

A.交易情况修正：通过对交易案例交易情况的分析，剔除非正常的交易案例，

测定各种特殊因素对正常建筑物价格的影响程度，从而排除掉交易行为中的一些特

殊因素所造成的交易价格偏差。

B.交易日期修正：采用房地产价格指数的变动率来分析计算期日对房地产价格

的影响，将交易价格修订为评估基准日的价格。

C.不动产状况修正：是将参照物状况下的价格修正为评估对象状况下的价值，

具体分为区域状况修正、实物状况修正和权益状况修正。区域状况修正考虑的因素

主要有地区的商服繁华程度、公共交通便捷程度、道路通行条件、区域人文景观环

境、公共配套服务因素以及基础设施保障程度等；实物状况修正考虑的因素主要有

楼盘品质、新旧程度、楼层因素、面积因素、装修条件、内部格局、进深情况、临

街情况、物业管理条件、停车便捷度和其他特殊情况等；权益状况修正考虑的因素

主要有土地使用权类型、规划限制条件、用益物权设立情况、担保物权设立情况、

租赁或占用情况、拖欠税费情况、查封情况及权属清晰情况等。

3）评估价值的确定

对于各可比实例测算所得的比准价格，在分析其合理性的基础上按平均数确定

评估单价，再乘以待估房地产的建筑面积，并考虑契税确定其评估价值。

（3）房改房

列入评估范围的房改房均为企业未进行房改的空置房产，目前部分已出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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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的房改房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对于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

拨的房改房，由于能够取得出让金的补缴标准，因此在市场法评估的基础上扣除需

缴纳的出让金来确定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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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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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对于报废设备，以其估计的可变现净值为评估价值；对于无实物的设备，

将其评估为零；对于在明细表中单列的、属整体设备的部件、零件、安装材料等，

在相应的设备评估时考虑；对于闲置设备，区别不同情况作相应评估处理；对于评

估基准日后、现场工作日前已转让的设备，以其期后转让价扣减相应税费后的余额

为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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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根据设备的构成、功能特性、使

用经济性等综合确定经济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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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等办公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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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限法成新率＝（经济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使用年限×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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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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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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无需考虑功能性贬值。

(4) 经济性贬值的确定

经了解，委估设备利用率正常，生产线不存在因外部经济因素影响引起的产量

下降、使用寿命缩短等情形，故不考虑经济性贬值。

3．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列入评估范围的土地使用权共 3宗，土地面积合计 42,733.18 平方米，分布于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金衢路 128 号、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东路华明巷 42 号，截

至评估基准日土地款项均已支付并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书》。

(1) 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内涵

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宗地评估价格指待估宗地在评估基准日（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宗地外部条件为“五通”（即通路、通供水、通排水、通电、通讯），设

定宗地内部条件为“一平”（即场地平整），宗地性质为国有出让的工业用途土地

在剩余使用年限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格。

(2) 评估方法的选择

依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的规定，资产评估师执行不动产评估业务，

应当根据评估对象特点、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市场法、收益

法和成本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以及假设开发法、基准地价修正法等衍生方法的

适用性，恰当选择评估方法。

A.国有出让用地的评估

由于待估宗地所在区域同类型土地的近期交易案例比较容易取得，且市场法能

够直接反应当地的地价水平，本次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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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日期、使用年限、不动产状况差别，修正得出待估土

地的评估基准日地价的方法。基本公式为：

土地评估值＝土地评估单价×土地面积×(1＋契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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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评估单价V＝VB×A×B×C×D

式中：V—待估宗地评估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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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估宗地交易日期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日期修正指数

C—待估宗地使用年期指数/比较案例使用年期指数

D—待估宗地不动产状况指数/比较案例不动产状况指数

B.国有划拨用地的评估

列入评估范围的划拨住宅用地为房改房所在的土地使用权，本次房产评估时已

包含土地价值，故土地使用权评估为零。

4．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对于外购的财务软件，本次以可取得的交易价格并结合软件的技术因素等综合

分析确定评估值。

对于氧氟沙星栓、硫酸庆大霉素颗粒等 44 项药品注册批件的相应产品现处于停

产状态，未来生产计划尚未有明确规划，无法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因此以成功办

理药品注册证书所需全部注册费用作为上述资产的评估值。

对于其他专利、商标及药品注册批件，对企业的贡献一般是共同产生作用，且

难以进行严格区分，故本次以无形资产组合来估算其价值（以下统称无形资产组合）。

（1）价值内涵

本次评估的无形资产组合价值是指相关无形资产组合在评估基准日的所有权价

值。

（2）评估方法

根据可以收集到资料的情况确定对无形资产组合的评估采用收益法，即预测利

用该无形资产组合销售产品、经营业务可能取得的收益，通过一定的分成率确定评

估对象能够为企业带来的利益，折现后加和得出该评估对象在一定的经营规模下在

评估基准日的公允价值。计算公式为：

1 11 1

n n
i

ti ti
i i

AV
r r 


 

  无形资产对应的产品收入 分成率

（ ） （ ）

式中：V --待估无形资产组合价值；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

涉及的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29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iA --第 i 年无形资产组合纯收益；

r --折现率；

n--收益年限；

ti --第 i 年的折现期。

其中，无形资产组合纯收益系基于无形资产对利润的贡献率，以收入为基数采

用适当的分成比率确定；收益年限通过对无形资产法律规定年限、经济使用年限及

实际使用情况综合分析后确定；折现率采用风险累加法进行分析确定。

5．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包括被评估单位资产减值准备、递延收益、存货跌价准备、续

断胶囊专利权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而形成的所得税资产。因递延所得税资产为

在确认企业所得税中会计准则规定与税收法规不同所引起的纳税暂时性差异形成的

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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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对上述递延所得税资产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三) 负债

负债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包括应付账款、合同负债、应付职工薪酬、应

交税费、应付股利、其他应付款和其他流动负债等流动负债，及递延收益和递延所

得税负债等非流动负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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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递延收益系政府补助，期后无需支

付从而评估为零外，其余各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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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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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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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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息债务价值

企业整体价值＝企业自由现金流评估值±非经营性资产（负债）的价值＋溢余

资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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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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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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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由现金流评估值

式中：n——明确的收益预测年限

iFCFF—第 i年的企业现金流

ir——第 i年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i——明确的收益预测年限中的第 i年

ti——第 i年的折现期

nP——第 n年以后的连续价值

三)收益期与预测期的确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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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收益期为永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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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企业状况及业务

特征等，取 5年（即至 2025 年末）作为预测期分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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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税金及附加＋其他业务利润－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不含有息负债利息）＋投资收益、汇兑收益、净敞

口套期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处置收益及其他收益＋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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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损失＋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所得税

五)折现率的确定

1.折现率计算模型

在企业价值评估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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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 d
E DWACC K K T

E D E D
     

 

式中：����——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权益资本成本；

��——债务资本成本；

�——所得税率；

�/�——企业资本结构

债务资本成本参考基准日一年期 LPR 利率，权数采用企业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

债务构成计算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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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f cK R Beta ERP R   

其中：��——权益资本成本

��——目前的无风险报酬率

����——系统风险系数

���——市场风险溢价

��——公司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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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专业人员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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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国债收益率曲线是以在中国大陆发行的人民币国债市场利率为基础编制的曲线。

截至评估基准日，评估专业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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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结构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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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司与可比公司在融资能力、融资成本等方面不存在明显差异，本次采用

上市公司平均资本结构作为公司的目标资本结构。本次评估通过“同花顺iFinD金融

数据终端”查询沪、深两市同行业上市公司评估基准日资本结构，以其算术平均值

作为公司目标资本结构的取值。

（3）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Beta的确定

本次同行业上市公司的选取综合考虑可比公司与被评估企业在业务类型、企业

规模、盈利能力、成长性、行业竞争力、企业发展阶段等多方面的可比性，最终确

定华润双鹤、金花股份等作为可比公司。考虑到上述可比公司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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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个月的贝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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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后，通过公式  u 1β =β 1+ 1-T D E     (公式中，T为税率， lβ 为含财

务杠杆的 Beta系数， u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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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公式  '
l uβ =β × 1+ 1-t D/E  ，计算公司带财务杠杆系数的 Beta 系数。

（4）计算市场风险溢价 ERP

估算股票市场的投资回报率首先需要确定一个衡量股市波动变化的指数，评估

专业人员选用沪深 300 指数为 A股市场投资收益的指标，借助“同花顺 iFinD 金融

数据终端”选择每年末成分股的各年末交易收盘价作为基础数据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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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价。

（5）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Rc 的确定

在分析公司规模、自身经营状况、管理、财务等方面的风险及对策的基础上综

合确定公司的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3．加权平均成本的计算

(1)权益资本成本 eK 的计算

e f cK R Beta ERP R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

涉及的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33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 债务资本成本 dK 计算

债务资本成本 dK 采用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基准

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确定。

(3)加权资本成本 WACC 计算

 1e d
E DW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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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是指对主营业务没有直接“贡献”或暂时不能为主营带

来“贡献”的资产（负债）。根据企业及评估专业人员分析，与公司经营无关的闲

置未用的房产和其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设备类固定资产、未使用的药品注册批件、

其他应付款中与经营无关的款项及应付股利等作为非经营性资产（负债）。非经营

性资产（负债）价值按照资产基础法中各项资产（负债）的评估值确定。

溢余资产是指生产经营中不需要的资产，如多余现金、有价证券、与预测企业

收益现金流不相关的其他资产等。根据企业及评估专业人员分析，公司日常经营除

保留一个月的付现成本作为最低现金保有量外，其余货币资金确认为溢余资产。

七)付息债务价值

截至评估基准日，公司不存在付息债务。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项资产评估工作于2021年7月1日开始，评估报告日为2021年10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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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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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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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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初步资产评估报告；

4．对初步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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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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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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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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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评估中的收益预测是基于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其在维持现有经营范围、

持续经营状况下企业的发展规划和盈利预测的基础上进行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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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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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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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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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迪耳药业的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 GMP 证书和药品注册批件等均能通过后

续更新并持续有效。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资产评估的要求，认定这些评估假设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

当以上评估假设条件发生变化，评估结论将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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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评估结论

1．资产基础法测算结果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迪耳药业的资产、负债及股东全部权益采

用资产基础法的测算结果为：

资产账面价值 95,604,197.95 元，评估价值 193,872,189.33 元，评估增值

98,267,991.38 元，增值率为 102.79%；

负债账面价值 36,594,198.38 元，评估价值 34,883,275.03 元，评估减值

1,710,923.35 元，减值率为 4.68%；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59,009,999.57 元，评估价值 158,988,914.30 元，评估

增值 99,978,914.73 元，增值率为 169.43%。

测算结果汇总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39,169,508.26 39,947,746.18 778,237.92 1.99
二、非流动资产 56,434,689.69 153,924,443.15 97,489,753.46 172.75
其中：固定资产 50,724,341.07 94,725,070.00 44,000,728.93 86.74

无形资产 4,598,835.47 58,087,860.00 53,489,024.53 1,163.10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4,598,835.47 43,210,000.00 38,611,164.53 839.59

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14,877,860.00 14,877,86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11,513.15 1,111,513.15

资产总计 95,604,197.95 193,872,189.33 98,267,991.38 102.79
三、流动负债 34,084,499.05 34,084,499.05
四、非流动负债 2,509,699.33 798,775.98 (1,710,923.35) (68.17)
其中：递延所得税负债 798,775.98 798,775.98

负债合计 36,594,198.38 34,883,275.03 (1,710,923.35) (4.68)
股东权益合计 59,009,999.57 158,988,914.30 99,978,914.73 16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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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法测算结果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迪耳药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收益法的

测算结果为 151,200,000 元,与账面价值 59,009,999.57 元相比，评估增值

92,190,000.43 元，增值率为 156.23%。

3．两种方法测算结果的比较分析和评估价值的确定

迪 耳 药 业 股 东 全 部 权 益 价 值 采 用 资 产 基 础 法 评 估 测 算 的 结 果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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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988,914.30 元，采用收益法评估测算的结果为 151,200,000 元，两者相差

7,788,914.30 元，差异率 4.90%。

经分析，评估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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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收益预测是基于对未来宏观政策和医药市场的预期及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的，由

于现行经济及市场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较多，收益法中所使用数据的质量和数量劣于

资产基础法，因此评估人员认为，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测算结果更适用于本

次评估目的，故取资产基础法的评估测算结果 158,988,914.30 元（大写为人民币壹

亿伍仟捌佰玖拾捌万捌仟玖佰壹拾肆元叁角整），作为迪耳药业股东全部权益的评

估价值。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1. 在对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中，评估专业人员对被评估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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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评估单位

提供的法律权证、会计资料及其他有关资料看，除下述事项外，未发现评估对象及

其所涉及的资产的权属资料存在其他瑕疵情况。

（1）列入评估范围的 7项房屋建筑物（建筑面积合计 4,992.83 平方米）尚未

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或其他权属资料；

（2）列入评估范围的 1项房屋建筑物（中药提取仓库，建筑面积 90.60 平方米）

位于租赁土地上。

针对上述事项被评估单位已出具说明，声明上述资产的所有权归被评估单位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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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专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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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权或其他有关权利，或对前述资产的所有权或其他有关权利存在部分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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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对上述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建筑物，评估中未考虑取得相关权证需

发生的费用对评估结果的影响；对其建筑面积是在被评估单位申报数据的基础上经

评估专业人员核实相关资料和现场勘察确定的，若该面积与实际办理产权证时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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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面积存在差异，将影响评估结果。

3. 截至评估基准日，迪耳药业存在以下资产抵押事项：

抵押人 抵押权人 抵押标的物 最高担保额（元） 抵押期间

迪耳药业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金华

铁岭头支行

浙（2018）金华市不动产权

第 0059226号房屋

4,000,000.00 2015/11/1-2021/11/1
浙（2018）金华市不动产权

第 0059226号土地使用权

浙（2018）金华市不动产权

第 0059224号房屋

浙（2018）金华市不动产权

第 0059224号土地使用权

被评估单位承诺，截至评估基准日，除上述抵押事项外，不存在其他资产抵押、

质押、对外担保、未决诉讼、重大财务承诺等或有事项。

4. 截至评估基准日，迪耳药业存在以下租赁事项：

出租人 承租人 租赁对象
租赁面积

（平方米）
租赁期限

租金总额

（元/年）
备注

浙江现代药用植

物有限公司
迪耳药业 2#厂房、3#厂房 1,218.00

2016年 1月 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73,080.00

金华市亚东生化

有限公司
迪耳药业 土地 288

2016年 1月 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10,080.00

本次评估时已考虑上述租赁事项的影响。

5. 列入评估范围的 44 项药品注册批件的相应产品现处于停产状态，未来生产

计划尚未有明确规划，对于药品批件未来的利用方式和经济性均难以合理预测。本

次评估对于上述药品批件以其注册费用作为评估值。若上述药品批件的后续利用方

式发生变化将影响评估结论。

6. 列入评估范围的5项房屋建筑物（建筑面积合计565.91平方米）为房改房，

所在土地证载用途均为住宅，除人民东路华明巷42号17幢1-101室、301室土地使用

权类型为出让外，其余均为划拨。对于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的房改房采用市场法

进行评估；对于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的房改房，在市场法评估的基础上按《金华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市区建设用地批后管理若干规定（试行）的通知》中规定的标

准扣除需缴纳的出让金来确定评估值，若期后实际交易缴纳的土地出让金与本次测

算金额不符，则影响资产价值。

7. 在资产基础法评估时，除存货外，未对其他资产负债评估增减额考虑相关的

税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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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评估基准日前已经出现，目前该疫情已在全球多国

爆发，对宏观经济以及市场信息产生重大影响。目前该疫情对经济形势的后续影响

难以准确预估，因此本次评估未考虑该疫情后续发展对基准日评估结论可能产生的

影响。

9. 本次评估中，评估专业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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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专业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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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本次评估中，评估专业人员未对各种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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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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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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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对象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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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亦未考虑流动性因素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12.本次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时，评估专业人员依据现时的实际情况作了评

估专业人员认为必要、合理的假设，在资产评估报告中列示。这些假设是评估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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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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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本评估机构及评估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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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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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机构和评估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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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