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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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和资产评估准则，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三、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和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

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

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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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人、被评估单位申报

并经其采用签名、盖章或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确认；委托人和其他相

关当事人依法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 

五、资产评估师已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已

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

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对已经发现的

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并且已提请委托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完善产

权以满足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要求。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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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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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考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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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自身股权市场价值所涉及的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4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按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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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报告摘

要如下： 

评估目的：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自身股权市场价值，为

此需要对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委托人

提供价值参考。 

评估对象：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流

动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 

评估基准日：2022 年 9 月 30 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市场法 

评估结论：本资产评估报告选用市场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

论。具体评估结论如下：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254,047.72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78,733.99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75,313.73 万元。市场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90,669.19 万

元，增值额为 215,355.46 万元，增值率为 122.84%。 

重要提示 
本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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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合理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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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为资产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

参考，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限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有效。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

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况

并正确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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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拟了解自身股权市场价值 

所涉及的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按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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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资产基础法、市场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福建青松

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自身股权市场价值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

2022 年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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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估单位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

评估报告使用人 

本次评估的委托人为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被评估单位为福

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

使用人包括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使用人。 

(一)委托人暨被评估单位简介 

1.公司简况 

名称：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松股份”） 

住所：建阳市回瑶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范展华 

注册资本：51658.088600 万人民币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药用辅料[樟脑(合成)]、原料药[樟脑(合成)]、中药饮

片（冰片）的生产；2-莰醇（冰片）、莰烯、双戊烯的生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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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苯、1,3-二甲苯、1,4-二甲苯、氢氧化钠溶液[含量≥30%]、松节

油、乙酸[含量＞80%]、溶剂油[闭杯闪点≤60℃]、莰烯、α-蒎烯、β-蒎

烯、2-莰醇、双戊烯、三乙胺、氯化苄、正磷酸、硼酸、三氟化

硼、三氟化硼乙酸络合物、甲基异丙基苯、甲醇（剧毒品除外）的批

发；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产品）、香料及香料油的

生产；医药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销

售；非织造布、化妆品的制造及销售；对外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7264402916 

成立日期：2001 年 01 月 15 日 

营业期限：2001 年 01 月 15 日至无固定期限 

2.历史沿革 

2001 年 01 月，建阳市青松化工有限公司由建阳市化工总厂及建

阳市龙光贸易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经 2009 年 5 月 22 日青松化工股东会决议、2009 年 5 月 25 日公司

创立大会决议，由青松化工原有股东作为发起人，以经福建华兴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青松化工截至 2009 年 4 月 30 日的净资产

103,355,829.71 元为基数，其中 50,000,000.00 元作为股份公司的股本，

超出部分 53,355,829.71 元作为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青松化工整体变

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后名称为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

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0]339 号），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股票简

称“青松股份”，股票代码“300132”。本次公开发行完成以后，公司股本

增加至 6,700.00 万股。 

2011 年，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1 年 4 月 6 日召开

的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7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 3.00 元现金；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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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0 万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12,060 万股。2010 年度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为 2011 年 4 月 18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4 月 19 日。 

2013 年，公司 2012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3 年 5 月 3 日召开

的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2,06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 1.5 元现金；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分红前本公司

总股本为 12,060 万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19,296 万股。本次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为 2013 年 5 月 16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3 年 5 月 17 日。 

2014 年，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4 年 9 月 2 日

召开的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派方案为：以公司

现有总股本 19,296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1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38,592 万股。本次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为：2014 年 9 月 15 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 年 9 月 16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向

诺斯贝尔（香港）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650 号）核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新增股份 130,660,886 股。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闽华兴所（2019）验字 H-001 号）验资报告进行了验证，截

至 2019 年 4 月 29 日止，香港诺斯贝尔持有的诺斯贝尔 22.855%股权，

中山维雅、合富盈泰、中科南头、中科白云、协诚通、中山瑞兰、银

川君度、上海敏成、林添大、孙志坚、陈咏诗、中科阜鑫、千行智高、

千行日化、千行智安、刘建新持有的诺斯贝尔股权已经变更至青松股

份名下，上述股东变更事项已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青

松股份已收到诺斯贝尔、中山维雅、合富盈泰、中科南头、中科白云、

协诚通、中山瑞兰、银川君度、上海敏成、林添大、孙志坚、陈咏诗、

中科阜鑫、千行智高、千行日化、千行智安、刘建新缴纳的认缴股款

人民币 1,510,439,956.60 元，其中：股本 130,660,886.00 元，资本公积

1,379,779,070.60 元。上述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385,920,000 股，

上述交易后，公司股本增加至 516,580,886 股。 

3.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股权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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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评估基准日，持有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

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诺斯贝尔（香港）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47,392,045 9.17 

2 吉安广佳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44,422,557 8.60 

3 范展华 11,332,803 2.19 

4 
横琴广金美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金美

好鑫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034,537 1.17 

5 广东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6,025,900 1.17 

6 中山中科南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208,820 1.01 

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红利优享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08,793 0.99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潜力价

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299,300 0.83 

9 钟宝申 4,209,900 0.81 

10 
易方达丰利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90,076 0.60% 

 

4.近三年的资产、财务和经营状况 

被评估单位近三年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表（合并口径）：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计 465,502.94 462,665.14 459,076.93 371,997.43 

负债总计 149,651.99 149,152.43 245,534.25 225,094.05 

所有者权益 315,850.95 313,512.71 213,542.68 146,903.37 

其中：归属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302,801.85 313,440.58 213,545.24 146,709.56 

 

被评估单位近三年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表（母公司口径）：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年 09月 30

日 

资产总计 401,114.49 399,282.99 343,207.89 254,047.72 

负债总计 106,617.54 97,544.09 109,321.99 78,733.99 

所有者权益 294,496.95 301,738.90 233,885.90 175,3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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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估单位近三年一期的经营状况如下表（合并口径）：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290,811.71 386,476.22 369,325.47 214,230.32 

利润总额 55,316.28 55,265.68 -91,568.86 -70,244.61 

净利润 47,445.84 46,894.09 -91,234.76 -65,607.98 

其中：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45,316.49 46,079.57 -91,166.56 -65,707.74 

 

被评估单位近三年一期的经营状况如下表（母公司口径）：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年 09月 30

日 

营业收入 130,144.26 117,962.44 46,359.04 820.64 

利润总额 42,211.89 18,460.02 -57,461.30 -59,206.09 

净利润 37,752.05 14,216.15 -58,556.07 -58,572.17 

 

被评估单位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的会计报表均经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发表了大华审字[2020]007391

号、大华审字[2021] 007297 号、大华审字[2022] 007641 号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财务报告未经审计，由被评估单位管理层

提供并承诺真实性。 

5.委托人与被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 

委托人暨被评估单位。 

(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委托人授权的第三方和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资产评

估报告使用人使用，不得被其他任何第三方使用或依赖。 

二、评估目的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自身股权市场价值，为此需要对福

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委托人提供价值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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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就此事项，于 2022 年 10 月与北京中企华

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资产评估业务委托合同。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 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是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二) 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是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评估基准

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包括流动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其

他非流动资产，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254,047.72 万元；负债包括流动负

债、非流动负债，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78,733.99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175,313.73 万元。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

围一致。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负债账面价值未经审计，

由管理层提供并承诺真实性。 

评估范围内主要资产的情况如下： 

1、对企业价值影响较大的主要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经济状况

和物理状况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电子设备主要为企业办公所用，主要包括电

脑、打印机、办公桌椅等，均为被评估单位外购取得，购置日期在

2021 年 8 月-2022 年 7 月间，截至评估基准日上述设备保存完好，均

可正常使用。 

2、企业申报的账面记录的无形资产类型、数量、法律权属状况 

截至评估基准日，企业未申报无形资产。 

3、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的类型、数量 

截至评估基准日，企业未申报表外资产。 

4、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结论所涉及的资产类型、数量和账

面金额 

本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全部权

益评估值引用了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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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字(2022)第 6403 号评估报告结论。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全部权益价值由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

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评估。引用的评估报告概况如下： 

1)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估对象是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的可收回金额；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

债。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 

2)评估目的：减值测试 

3)评估基准日：2022 年 9 月 30 日 

4)价值类型：可收回金额 

5)评估方法：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法 

6)评估结论：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

面价值为 264,852.35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31,471.02 万元；净资

产账面价值为 133,335.80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138,578.96

万元，评估值增值 5,243.16 万元，增值率 3.93%。 

7)报告的有效期：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限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

有效。 

8)报告批准情况：已经过委托人股东大会认可。 

四、价值类型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市场条件、评估对象自身条件等因素，确定

评估对象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

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

计数额。 

五、评估基准日 

本报告评估基准日是 2022 年 9 月 30 日。 

评估基准日由委托人确定。确定评估基准日主要考虑经济行为

的实现、会计期末因素。资产评估是对某一时点的资产提供价值参

考，选择会计期末作为评估基准日，能够全面反映评估对象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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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情况；同时本着有利于保证评估结果有效地服务于评估目的，

准确划定评估范围，准确高效地清查核实资产，合理选取评估作价

依据的原则，选择距相关经济行为计划实现日较接近的日期作为评

估基准日。 

六、评估依据 

(一)经济行为依据 

1.资产评估业务委托合同。 

(二)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 年 5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3.《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4.《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令第 86 号发布，财政部令第 97 号修改）； 

5.《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6.《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33 号）、《财政部

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财政部令第 76 号）；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正）；  

8.《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正）； 

9.《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 691

号）； 

10.《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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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

32 号）； 

12.《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

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2013 年 12 月 7

日国务院令第 645 号第三次修订）； 

14.《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21 号）； 

15.《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5 号-上市公司股权交易资产评估》。 

(三)评估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 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 号）；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 号）；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 号）；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 号）；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利用专家工作及相关报告》（中评协

〔2017〕35 号）；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8〕38 号）； 

9.《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17〕37 号）； 

10.《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38 号）； 

11.《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17〕39 号）； 

12.《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 号）； 

13.《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 号）； 

14.《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15.《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9 号）； 

16.《商标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51 号）； 

1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 号）； 

18.《资产评估准则术语 2020》（中评协〔2020〕31 号）。 

(四)权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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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资证明； 

2.国有土地使用证； 

3.房屋所有权证或者不动产权证书； 

4.专利证书； 

5.商标注册证； 

6.机动车行驶证； 

7.有关产权转让合同； 

8.其他有关产权证明。 

(五)取价依据 

1.企业提供的以前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2.评估人员现场勘察记录及收集的其他相关估价信息资料； 

3.与此次资产评估有关的其他资料。 

(六)其他参考依据 

1.《资产评估专家指引第 8 号—资产评估中的核查验证》（中评协

〔2019〕39 号）； 

2.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清单和评估申报表； 

3.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信息库。 

七、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市场法。 

收益法，是指将评估对象的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以确定其

价值的各种评估方法的总称。 

市场法，是指通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参照物进行比较，以可比参

照物的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的总称。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或经营体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

表为基础，评估表内及表外可识别的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

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评估方法选择理由如下： 

被评估单位主体为控股公司，自身没有除内部管理以外的业务，

具体业务的执行主体为被评估单位下属的各级子公司，且业务方向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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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多个行业，在被评估单位层面进行合并预测缺乏合理性。另外各重

点子公司均已开展了独立的收益法评估测算，在被评估单位层级无需

重复开展，故本次不对被评估单位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市场法是指通过与市场参照物比较获得评估对象的价值，本次被

评估单位为在国内 A 股市场公开交易的上市公司，其股权价值有清晰

的市场价格可供参考，故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

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本次评估可收集到各项资产和负债的

详细资料，因此可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通过以上分析，本次采用市场法、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一）市场法 

被评估单位为在国内 A 股市场公开交易的上市公司，具备持续的

交易记录和清晰的股票价格。本次评估以被评估单位在评估基准日的

股票价格为基础，对上市公司股票市值与其股权市场价值之间的差异

要素进行调整，以市值调整法测算被评估单位的股权价值。 

（二）资产基础法 

1.流动资产 

(1)货币资金，包括现金、银行存款，评估人员采用倒推方法验证

评估基准日的库存现金余额，以核实无误后的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通过核实银行对账单等，以核实后的价值确定评估值。 

(2)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评估人员在对应收款项核实无误的基

础上，根据每笔款项可能收回的数额确定评估值。对于有充分理由相

信全都能收回的，按全部应收款额计算评估值；对于很可能收不回部

分款项的，在难以确定收不回账款的数额时，借助于历史资料和现场

调查了解的情况，具体分析数额、欠款时间和原因、款项回收情况、

欠款人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现状等，按照账龄分析法，估计出这部

分可能收不回的款项，作为风险损失扣除后计算评估值；对于有确凿

依据表明无法收回的，按零值计算；账面上的“坏账准备”科目按零值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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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付账款，对于按照合同约定能够收到相应货物或形成权益的

预付账款，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2.长期股权投资 

对全资及控股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整体评估，首先评估获得被投资

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然后乘以所持股权比例计算得出股东部分

权益价值；对于已在评估基准日及近期内取得了股权市场价值结论的

各子公司，本次评估在调整分析后引用已形成的股权市场价值结论作

为评估值；对于在评估基准日后、报告日前已形成公开对价的各子公

司，本次评估参照交易价格确定。 

3.电子设备 

根据各类设备的特点、评估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

主要采用成本法评估。 

成本法计算公式如下： 

评估值=重置成本× 综合成新率 

(1)重置成本的确定 

本次评估范围中的电子设备属于通用型，不需要安装调试，重置

全价基本为设备购置价。 

对于符合增值税抵扣条件的，设备重置全价应该扣除相应的增值

税。设备重置全价计算公式如下： 

设备重置全价=设备购置价-可抵扣的增值税 

①购置价 

设备购置价主要是通过向生产厂家咨询评估基准日市场价格，或

参考评估基准日近期同类设备的合同价确定购置价。 

②设备购置价中可抵扣的增值税 

根据增值税相关文件的规定，对于符合增值税抵扣条件的设备，

计算出可抵扣的增值税。 

可抵扣的增值税=设备购置价÷ 1.13× 13%  

(2)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对于电子设备、家具等小型设备，主要依据其经济寿命年限来确

定其综合成新率。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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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法成新率=(经济寿命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寿命年限× 100% 

(3)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重置成本× 综合成新率 

4.使用权资产，评估人员核对了租赁合同，查阅了相关凭证，以

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5.长期待摊费用，在未来受益期内仍可享有相应权益或资产，按

尚存受益期应分摊的余额确定评估值。 

6.递延所得税资产，以证实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真实性、完整性，

在核实无误的基础上，以核实后账面值确定为评估值。 

7.负债 

负债包括应付账款、合同负债、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其他

应付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其他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和租赁

负债。评估人员根据企业提供的各项目明细表及相关财务资料，对账

面值进行核实，以企业实际应承担的负债确定评估值。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评估人员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至 2022 年 11 月 5 日对评估对象涉

及的资产实施了评估。主要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如下： 

(一) 接受委托 

2022 年 10 月 14 日，我公司与委托人就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

估范围、评估基准日等评估业务基本事项，以及各方的权利、义务等

达成一致，并与委托人协商拟定了相应的评估计划。 

(二) 前期准备 

接受委托后，项目组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特点以及时间计划，

拟定了具体的评估工作方案，组建评估团队。同时，根据项目的实际

需要拟定评估所需资料清单及申报表格。 

(三) 现场调查 

评估人员于 2022 年 10 月 18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7 日对评估对象

涉及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必要的清查核实，对被评估单位的经营管理

状况等进行了必要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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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核实 

(1)指导被评估单位填表和准备应向评估机构提供的资料 

评估人员指导被评估单位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在自行资产清

查的基础上，按照评估机构提供的“资产评估明细表”及其填写要求、

资料清单等，对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进行细致准确地填报，同时收集

准备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和反映性能、状态、经济技术指标等情况的

文件资料等。 

(2)初步审查和完善被评估单位填报的资产评估明细表 

评估人员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了解纳入评估范围的具体资产的详

细状况，然后仔细审查各类“资产评估明细表”，检查有无填项不全、

错填、资产项目不明确等情况，并根据经验及掌握的有关资料，检查

“资产评估明细表”有无漏项等，同时反馈给被评估单位对“资产评估明

细表”进行完善。 

(3)现场实地勘查 

根据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类型、数量和分布状况，评估人员在被

评估单位相关人员的配合下，按照资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各项

资产进行了现场勘查，并针对不同的资产性质及特点，采取了不同的

勘查方法。 

(4)补充、修改和完善资产评估明细表 

评估人员根据现场实地勘查结果，并和被评估单位相关人员充分

沟通，进一步完善“资产评估明细表”，以做到：账、表、实相符。 

(5)查验产权证明文件资料 

评估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的机器设备、电子设备、房产、土地等

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资料进行查验。 

(四) 资料收集 

评估人员根据评估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评估资料收集，包括直

接从市场等渠道独立获取的资料，从委托方等相关当事方获取的资

料，以及从政府部门、各类专业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获取的资料，并

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了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的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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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评定估算 

评估人员针对各类资产的具体情况，根据选用的评估方法，选取

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了初步评估结论。项

目负责人对各类资产评估初步结论进行汇总，撰写并形成初步资产评

估报告。 

(六) 内部审核 

根据我公司评估业务流程管理办法规定，项目负责人在完成初步

资产评估报告后提交公司内部审核。完成内部审核后，在不影响对评

估结论进行独立判断的前提下，与委托人或者委托人同意的其他相关

当事人就资产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沟通。完成上述资产评估程序

后，出具并提交正式资产评估报告。 

九、评估假设 

本资产评估报告分析估算采用的假设条件如下： 

(一) 假设所有评估标的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评估专业人员根据

被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二) 假设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

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

交易行为都是自愿的、理智的，都能对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

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  

(三) 假设被评估资产按照目前的用途和使用方式等持续使用；  

(四) 假设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

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

化； 

(五) 针对评估基准日资产的实际状况，假设企业持续经营； 

(六)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对被评估单

位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七)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资

产评估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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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在评估基准日时成

立，当上述假设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时，签名资产评估师及本评估机构

将不承担由于假设条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估结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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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评估结论 

(一) 市场法评估结果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254,047.72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78,733.99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75,313.73

万元。市场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90,669.19 万元，增值额

为 215,355.46 万元，增值率为 122.84%。 

(二)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254,047.72

万元，评估价值为 256,803.00 万元，增值额为 2,755.28 万元，增值率

为 1.08%；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78,733.99 万元，评估价值为 78,733.99 万

元，无增减值变化；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75,313.73 万元，评估价值为

178,069.01 万元，增值额为 2,755.28 万元，增值率为 1.57%。 

资产基础法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22 年 9 月 30 日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流动资产 93,215.46 93,215.46 0.00 0.00 

非流动资产 160,832.26 163,587.54 2,755.28 1.71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159,921.73 162,676.16 2,754.43 1.72 

   投资性房地产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17.01 17.86 0.85 5.00 

   在建工程 0.00 0.00 0.00  

   油气资产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0.00 0.00 0.00  

   其中：土地使用权 0.00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893.52 893.52 0.00 0.00 

资产总计 254,047.72 256,803.00 2,755.28 1.08 

流动负债 55,869.38 55,869.38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22,864.61 22,864.61 0.00 0.00 

负债总计 78,733.99 78,733.99 0.00 0.00 

净资产 175,313.73 178,069.01 2,755.28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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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评估结论 

市场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90,669.19 万元，资产基础

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77,142.42 万元，两者相差 213,526.77

万元，差异率为 54.66%。 

资产基础法是从重置成本的角度评价公司价值的，主要聚焦于可

辨识的资产及负债进行评估，对诸如品牌形象、社会影响力、管理能

力、发展潜力等影响企业价值的重大因素无法合理量化。相比之下，

市值调整法基于被评估单位的市值产生，而市值不单完整包含了企业

的重置成本考虑，也因为市值受到利好消息、行业形势、融资能力等

诸多因素影响故而包含了前述影响企业价值的各类重大因素的价值，

因此更能代表企业的实际价值。 

根据上述分析，本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采用市场法评估结果，

即：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390,669.19 万元。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

业水平和专业能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中，所有以万元为金额单位的表格或者文字

表述，如存在总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出现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

因造成。 

(二)本次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由产权持有单位管理

层提供并承诺真实性。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第 12

条规定：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所采用的评估方法对财务报表的使

用要求对其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但对相关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评

估基准日的财务状况和当期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发表专业意见并非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责任。 

(三)本次资产基础法评估中，对于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全部权益评估值引用了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的中企华评报字(2022)第 6403 号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该报告”）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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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该报告以编制财务报表为目的进行评估，依照会计准则要求对诺

斯贝尔长期股权投资的可收回金额进行评估，评估方法是“公允价值-

处置费用”法，即先得出诺斯贝尔的股东全部权益公允价值，再扣减

的处置费用后取得股权的“可收回金额”估值结果。在诺斯贝尔股权的

可收回金额测算过程中，存在明确的诺斯贝尔的股东全部权益公允价

值结论，该股权公允价值结论形成所依赖的评估假设与股权价值评估

一致，在该估值方法和评估假设下形成的公允价值结论与市场价值高

度重合，引用不需要额外调整。该报告以 2022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

准日，价值类型为公允价值，本次评估引用报告中的公允价值评估结

果，评估范围与本次评估范围一致。评估人员对相关资产开展了独立

勘察测算，确认该报告的价值类型适合引用、评估结论具备合理性。 

(四)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 日购买了一辆

本田艾力绅汽车，车牌号为粤 A07Q15，该车辆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

原值为 307,000.00 元,净值为 53,725.00 元。粤 A07Q15 汽车行驶证登记

权人为韩向媛，因企业所属地为中山市，无法办理广州市车牌，故将

车辆登记在个人名下，诺斯贝尔声明确认上述车辆为企业所有，并承

担产权问题相关的连带责任。 

(五)诺斯贝尔旗下子公司诺斯贝尔（亚洲）有限公司于 2016 年购

买的一辆 MERCEDES-MAYBACHS500 轿车，车牌号为 MU766，于 2018

年购买的三辆 Toyota-Alphard350G 小型普通客车，车牌号分别为 RR766、

VK766、VC766。四台车辆合计账面原值 4,025,898.63 元，净值为

813,853.14 元，车辆均为诺斯贝尔（亚洲）有限公司购买，因诺斯贝

尔（亚洲）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位于香港且无境内投资，根据广东省公

安厅交通管理局相关规定，无法申请粤港两地车牌，遂由诺斯贝尔的

控股母公司诺斯贝尔（香港）无纺制品有限公司为登记车主，诺斯贝

尔（亚洲）有限公司声明确认上述车辆为其所有，并承担产权问题相

关的连带责任。 

(六)根据《资产评估法》和《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委托人和相关当事人委托资产评估业务，应当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

财务会计信息和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执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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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资产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对

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确认或者发表意见超出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

执业范围。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对资产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提供保

证。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注意以上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产生的影

响。 

十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范围 

1.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为：委托人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2.资产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结论仅对本项目对应的经济行为

有效。 

3.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

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在载明的评估结论使用有

效期内使用资产评估报告。 

4.未经委托人书面许可，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

得将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向第三方提供或者公开，法律、行政法规另

有规定的除外。 

5.未征得资产评估机构同意，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

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人另有

约定的除外。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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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三)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

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

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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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评估结

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

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资产评估报告是指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遵守

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要求，根据委托履行必要的评估程序

后，由资产评估机构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价值出具

的专业报告。本报告经承办该评估业务的资产评估师签名并加盖评估

机构公章后方可正式使用。 

十三、资产评估报告日 

本资产评估报告日为 2022 年 11 月 5 日。 

 

 

资产评估师：郁宁                资产评估师：郭语默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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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附件 

附件一、被评估单位财务报表； 

附件二、委托人暨被评估单位营业执照； 

附件三、委托人的承诺函； 

附件四、签名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附件五、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评估资格证书

复印件； 

附件六、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资产评估机构名录； 

附件七、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 

附件八、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卡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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