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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17 证券简称：双飞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0 

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浙江搏乐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80%股权暨增资 

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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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2 月 28 日，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飞股份”或

“公司”）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收购浙江搏乐液压科技有

限公司 80%股权暨增资的公告》。为使投资者进一步了解本次交易的相关情况，现公司

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浙江搏乐及其全资子公司浙江省东阳市博乐液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博乐”）

的主营业务为液压零件及金属板材的研发、生产、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叶片泵主要摩擦副

侧板、柱塞泵配油盘、柱塞泵回程盘、齿轮泵铝轴套及新颖方形配流盘等，其中，双合金

材料配油盘系浙江搏乐及双飞股份均在销售的产品，该类产品的销售收入约占浙江搏乐销

售总收入的 20%。浙江搏乐及东阳博乐在行业内深耕多年，获得博世力士乐（博世力士乐

（北京）液压有限公司、Bosch Rexroth Corporation、Bosch Rexroth AG）、林德液压（林

德液压（中国）有限公司）、三一重工（杭州力龙液压有限公司）、恒立液压（江苏恒立

液压科技有限公司）、全兴精工集团有限公司等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商及液压行业领军企业

的液压零件供应商认证并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 

公司目前的生产设备布局侧重于大批量生产，浙江搏乐的生产设备布局则侧重于适应

中小批量产品生产，加之双方在工艺流程上的区别，浙江搏乐较公司在新产品研发快速交

货方面具有较大优势。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浙江搏乐 80%股权。浙江搏乐将承担双飞股份的新产品

开发重任，并在达到批量生产条件后交由双飞股份批量生产，促使公司形成研发、试样、

小批量、大批量一条龙生产服务，形成研发资源、生产资源、客户资源的优势互补，有助

于公司深入拓展液压市场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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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及自筹资金，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本期及未来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二、本次交易有关评估报告采用收益法评估的原因及评估结果的推算过程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业资质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浙江搏乐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股权收购涉及的浙江搏乐液压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坤元评报〔2022〕961 号)，浙江搏乐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测算结果

为 13,976,693.83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的测算结果为 26,800,000元，两者相差 12,823,306.17

元，差异率 91.75%。 

经综合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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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资产基础法评估中很难考虑诸如人力资本、客户因素及管理效率等价值，且资产基

础法以企业单项资产的再取得成本为出发点，有忽视企业的获利能力的可能性。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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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考虑了各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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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同时

也考虑了行业竞争力、公司的管理水平、人力资源、要素协同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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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法评估价值能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企业的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故评估专业人员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更适用于本次评估目的。 

因此，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测算结果 26,800,000 元（大写为人民币贰仟陆佰捌

拾万元整）作为浙江搏乐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 

在收益法评估过程中采用的重要假设、关键参数等说明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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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企业整体价值，

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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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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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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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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 ——明确的收益预测年限 

i
FCFF —第 i 年的企业现金流 

i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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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P ——第 n 年以后的连续价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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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一期（即至 2027 年末）作为预测期分割点。 

3. 收益预测的假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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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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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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

（2021 年第 12 号）、《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2022 年

第 13 号）等政策规定，浙江搏乐及子公司东阳博乐 2022 年 1-10 月符合小型微利企业

的认定条件，其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12.5%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

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本次评估假设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到期后能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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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关键参数 

(1) 收益口径 

本次对浙江搏乐的收入、成本、税金、费用、营运资金和资本性支出等按合并财

务报表口径进行预测。 

(2) 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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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成本、毛利分析 

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 2020 年的未审会计报表及 2021 年-2022 年 1-10 月的审定

会计报表，公司的营业收入、成本、毛利率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元 

产品/年度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1-10 月 

液压元件 

收入  15,853,579   25,079,723   17,195,968  

成本  13,155,283   18,299,573   12,767,244  

毛利率 17.02% 27.03% 25.75% 

增长率  58.20%  

浙江搏乐主要制造和销售液压齿轮泵、叶片泵、柱塞泵的核心零件及汽车精密零

部件，拥有各类加工设备、检测设备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要。目前已为国内外 10 多家

大型液压企业提供侧板、配油盘、回程盘等优质零配件配套服务。 

2020 年因设备搬迁影响导致当年收入偏低，2021 年全年正常生产，同时随着新客

户的开拓，当年收入增长率较高。2022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特别是上海疫情导致原材

料出货困难，同时由于整体经济形势不佳使下游客户生产经营情况下滑，同步带动公

司整体收入下滑。 

总的来说，公司已处于平稳发展阶段，2022 年毛利率有所下降主要系当年销售量

下降但固定成本持续发生所致。 

2）主营业务收入的预测 

本次评估通过分析宏观经济层面结合公司内在的优劣势因素，并结合公司历史年度

均超两位数的收入增长幅度，考虑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下游行业的稳定发展，预计会

在正常生产经营年度收入基数上有所增长，同时了解近年已逐步完成设备新增计划，

产能瓶颈突破，目前公司整体产能有所提升，未来收入增长有相应保证。 

3）主营业务成本的预测 

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主要由工资、材料成本、加工费、折旧和其他组成。经多年发

展，相关毛利率已趋于稳定，本次评估结合以前年度综合毛利率预测未来该部分业务

成本。同时考虑 2022 年因新冠疫情等影响当年收入偏低，但固定成本（员工工资、设

备折旧）仍持续发生，使当年毛利率有所下降，本次评估亦同步考虑上述因素影响进

行成本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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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考虑未来竞争会更加激烈，人工成本等有所上涨，预计以后年度毛利率将在

上述基础上略有降低，到 2027 年起保持稳定。 

(3) 其他业务利润（其他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成本）的预测 

其他业务利润系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材料销售收入、废料收入等。其中，材料销售

为偶发性业务，本次评估不予预测；废料销售收入与主营业务收入存在一定相关性，

本次评估参照以前年度上述收入与主营业务收入比例，结合预测期主营业务收入进行

预测。 

(4) 税金及附加的预测 

税金及附加主要为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与营业收入相关的税费

以及印花税等其他税费。其中城建税税率为 7%/5%，教育费附加税率为 3%,地方教育

附加税率为 2%，以应交增值税额为基数。 

本次对增值税销项税和进项税分别按照销售收入和成本费用进行了测算，计算得

到应交增值税，然后按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税率计算确定各项税

费，并加计印花税等作为税金及附加的测算金额。 

(5) 期间费用的预测 

1）销售费用的预测 

销售费用主要由职工薪酬、业务招待费、差旅费及其他等构成。根据销售费用的

性质，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进行了预测。对于职工薪酬，按公司的销售人员规模和薪酬

政策结合未来业务开展情况、销售业务情况进行预测；对于业务招待费等其他费用主

要采用了趋势预测分析法预测，预计未来年度将会随着公司业务变动有同向的变动。

随着企业业务和营业收入的稳定，销售费用将会趋于稳定。 

2）管理费用的预测 

管理费用主要由职工薪酬、折旧与摊销、办公费及其他等构成。根据管理费用的

性质，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进行了预测。对于职工薪酬，按公司的管理人员规模和薪酬

政策结合未来业务开展情况进行预测；对于折旧费以公司的管理固定资产规模按财务

折旧方法模拟测算后预测；对其他费用项目则主要采用了趋势预测分析法预测，预计

未来年度将会随着公司业务变动有同向的变动。随着企业业务和营业收入的稳定，管

理费用将会趋于稳定。 

3）研发费用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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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主要由职工薪酬、物料消耗、折旧与摊销及其他等构成。根据研发费用

的性质，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进行了预测。对于职工薪酬，按公司的研发人员规模和薪

酬政策结合未来业务开展情况进行预测；对于折旧费以公司的研发固定资产规模按财

务折旧方法模拟测算后预测；对于其他费用等项目则主要采用了趋势预测分析法预

测，预计未来年度将会随着公司业务变动有同向的变动。随着企业业务和营业收入的

稳定，研发费用将会趋于稳定。 

4）财务费用的预测 

财务费用主要考虑了财务手续费。对于财务手续费，根据历史年度手续费和收入

的比例关系对手续费进行预测。 

(6) 其他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投资收益、资产处置收益的预测 

由于其他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投资收益、资产处置收益不确定性强，无法

预计，故预测时不予考虑。 

(7) 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的预测 

主要考虑应收款坏账准备形成的信用减值损失。通过与企业的相关人员沟通、了

解，对于上述减值损失，参考了公司历史年度以及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减值损失比例综

合计算得出。 

(8) 营业外收入、支出的预测 

对于营业外收入、支出，由于不确定性较大，无法预计，故不予考虑。 

(9) 所得税费用的预测 

对于所得税费用的预测考虑了纳税调整事项。计算公式为： 

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当年所得税税率 

其中：应纳税所得额=息税前利润总额±纳税调整项 

对于纳税调整主要考虑业务招待费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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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财务费用（不含有息负债利息）－信用减值损失－资

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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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

（2021 年第 12 号）、《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2022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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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号）等政策规定，本公司及子公司东阳博乐 2022 年 1-10 月符合小型微利企业的认定

条件，其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1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

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本次评估假设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到期后能得以延续。 

(10) 折旧费及摊销的预测 

长期资产的折旧（摊销）是对基准日现有的长期资产(存量资产)按企业会计计提折

旧（摊销）的方法(直线法)计提折旧（摊销）。 

年折旧（摊销）额＝长期资产原值×年折旧（摊销）率 

对于上述折旧和摊销，在明确的收益预测期内以具体测算数进行确定，在永续期

则将后续折旧及摊销总额折现至永续期初后进行年金化确定每年的折旧及摊销金额。

（考虑 2027 年公司已进入稳定期，相关收入成本均保持稳定，故 2027 年即按上述年

金化确定每年的折旧及摊销金额作为当年折旧和摊销）。 

(11) 营运资金增减额的预测 

营运资金主要为非现金流动资产减去不含有息负债的流动负债。 

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变化，公司的营运资金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在最

低现金保有量、货币资金中受限款项、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预付款

项、存货的周转和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合同负债、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和其他

应收（付）款中的经营性款项的变动上。 

对于货币资金，参考近年各期公司账面货币资金的保有及波动情况，根据公司未

来年度现金流预测及管理人员访谈，结合各营运资金的相关预测金额，保留平均 30 天

的付现成本作为未来各年最低现金保有量。 

对于其他项目，参考公司近年的情况，结合管理层营运资金策略，根据与营业收

入、营业成本的比例关系，在分析各项比例的基础上及公司未来的发展策略的基础

上，预测未来的相应比例，然后按相应比例乘以各年的营业收入（或营业成本）后得

到各项目占用的当期营运资金额。 

对于各营运资金变动数，以上述各资金全年平均数减去上期数即为变动数，2027

年以后由于收入、成本不再变动，故相应的营运资金变动为零。 

(12) 资本性支出的预测 



 第 9 页 共 15 页 

资本性支出主要为现有的长期资产（存量资产）的更新。 

对于存量资产的更新，评估专业人员按照资产在评估基准日（或投入使用时）的

重置价格水平和经济使用年限确定未来年度所需的资产更新支出总额，在明确的收益

预测期内以具体测算数进行确定，在永续期则将后续支出总额折现至永续期初后进行

年金化确定每年的更新支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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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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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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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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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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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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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收益率通常被认为是无风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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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f。 

B. 资本结构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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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系统风险系数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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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确定合

锻智能等作为可比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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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评估基准日近 36 个月的贝塔数据。 

通过“同花顺 iFinD 金融数据终端”查询与公司类似的可比上市公司近 36 个月含

财务杠杆的 Beta 系数后，通过公式 (公式中，T 为税率， 为

含财务杠杆的 Beta 系数， 为剔除财务杠杆因素的 Beta 系数，D÷E 为类比公司资本

结构)对各项 Beta 调整为剔除财务杠杆因素后的 Beta 系数，然后通过公式

，结合实际所得税率最终计算得出 Beta 系数。 

D. 计算市场风险溢价ERP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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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波动变化的指数，中国目前沪、深两市有许多指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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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指数年期的选择：本次对具体指数的时间区间选择为 2012 年到 2021 年。 

c．指数成分股及其数据采集 

由于沪深 300 指数的成分股是每年发生变化的，因此评估专业人员采用每年年末

时沪深 300 指数的成分股。 

d．年收益率的计算采用算术平均值和几何平均值两种方法。 

e．计算期每年年末的无风险收益率 Rfi 的估算：为估算每年的 ERP，需要估算计

算期内每年年末的无风险收益率 Rfi，本次评估专业人员采用国债的到期收益率作为无

风险收益率。 

 u 1
β = β 1 + 1 -T D E   

  l
β

u
β

 
'

l u
β = β × 1 + 1 -T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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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估算结论 

经上述计算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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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何平均收益率估算的 ERP 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目前国内股市的风险收益率。 

E. —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的确定 

a.业绩增长可持续性的风险 

历史年度，受益于下游工程机械等行业需求旺盛以及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公

司业绩保持持续稳定增长。未来，若出现疫情反弹、宏观经济及公司下游工程机械等

行业景气程度降低、市场竞争加剧、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以及未能及时开拓

下游客户市场等情况，且公司未能及时应对，将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公司经营业绩

存在下滑风险。 

b.客户集中风险 

历史年度公司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均高于 70%。公司的主要产

品包括配油盘、侧板、回程盘、铝轴套等，主要客户为博世力士乐、杭州力龙、全兴精

工等。未来如果与主要客户的合作关系恶化，客户加大对其他供应商的采购，或者主要

客户的经营业绩大幅度下滑，降低采购量，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经综合分析，取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3)加权平均成本的计算 

A．权益资本成本 的计算 

Ke＝Rf ＋β × ERP＋Rs 

B．债务资本成本 计算 

债务资本成本综合分析被公司的经营业绩、资本结构、信用风险、抵质押以及第

三方担保等因素后采用基准日适用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C．加权资本成本计算 

 

5. 溢余资产、非经营性资产（负债）价值的确定 

根据企业及评估专业人员分析，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资产（负债）和溢余资产。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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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付息债务评估值的计算 

截至评估基准日，公司付息债务主要为其他应付款中的借款及对应的借款利息。

按资产基础法中相应负债的评估价值确定其价值。 

7. 浙江搏乐收益法评估测算表如下 

行

次 

项目/年度 

预测期 

2022 年 11

月-12 月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永续期 

1 一、营业收入  4,389,000  

 

25,968,000  

 

29,863,000  

 

32,850,000  

 

34,492,000  

 

35,182,000  

 

35,182,000  

2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4,375,000  

 

25,885,000  

 

29,768,000  

 

32,745,000  

 

34,382,000  

 

35,070,000  

 

35,070,000  

3 其中：其他业务收入  14,000   83,000   95,000   105,000   110,000   112,000   112,000  

4 减：营业成本  3,206,000  

 

18,984,000  

 

21,846,000  

 

24,048,000  

 

25,267,000  

 

25,790,000  

 

25,790,000  

5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3,192,000  

 

18,901,000  

 

21,751,000  

 

23,943,000  

 

25,157,000  

 

25,678,000  

 

25,678,000  

6 其中：其他业务成本  14,000   83,000   95,000   105,000   110,000   112,000   112,000  

7 减：税金及附加  1,300   65,400   87,200   96,000   90,200   86,900   86,900  

8 减：销售费用  48,600   313,500   341,000   360,900   371,500   375,800   375,800  

9 减：管理费用  363,300   2,257,900   2,354,800   2,421,300   2,451,400   2,433,000   2,433,000  

10 减：研发费用  83,600   523,900   553,000   573,500   583,300   579,500   579,500  

11 减：财务费用（不含利息支出）  2,000   13,000   15,000   16,000   17,000   18,000   18,000  

12 加：其他收益        

13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4 加：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5 加：净敞口套期损益（损失以“-”号填列）        

16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7 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1,000   -65,000   -75,000   -82,000   -86,000   -88,000   -88,000  

18 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9 加：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0 二、营业利润  673,200   3,745,300   4,591,000   5,252,300   5,625,600   5,810,800   5,810,800  

21 加：营业外收入        

22 减：营业外支出        

23 三、息税前利润总额  673,200   3,745,300   4,591,000   5,252,300   5,625,600   5,810,800   5,810,800  

24 减：所得税费用  34,000   121,000   811,000   931,000   998,000   1,031,000   1,031,000  

25 四、息前税后利润  639,200   3,624,300   3,780,000   4,321,300   4,627,600   4,779,800   4,779,800  

26 减：少数股东红利        

27 加：折旧与摊销  315,600   1,809,100   1,808,700   1,791,200   1,712,100   1,151,100   1,151,100  

28 减：资本性支出    1,000   6,800   767,700   1,133,700   1,133,700  

29 减：营运资金增加 

 -

1,617,300  

 2,536,900   2,345,700   1,869,700   1,035,300   47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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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次 

项目/年度 

预测期 

2022 年 11

月-12 月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永续期 

30 五、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2,572,100   2,896,500   3,242,000   4,236,000   4,536,700   4,319,000   4,797,200  

31 折现率 11.83% 11.84% 11.70% 11.70% 11.70% 11.70% 11.70% 

32 折现期  0.08   0.67   1.67   2.67   3.67   4.67   

33 折现系数  0.9911   0.9278   0.8301   0.7432   0.6654   0.5957  5.0915  

34 折现额  2,549,208   2,687,373   2,691,184   3,148,195   3,018,720   2,572,828  

 

24,424,944  

35 六、企业自由现金流评估值 

 

41,092,452  

      

36 加：溢余资产（可扣除溢余负债）         

37 加：非经营性资产（可扣除非经营性负债）        

38 七、企业整体价值 

 

41,092,452  

      

39 减：付息债务 

 

14,259,994  

      

40 减：少数股权价值        

41 八、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26,800,000  

      

三、《<股权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各方已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签订《股权购买协议》，就本次交易的相关事

项作出约定。为进一步明确《股权购买协议》项下的盈利承诺与补偿事宜，本次交易各方

于 2023 年 1 月 4 日签订《<股权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或“上市公司”） 

乙方一：徐惠良 

乙方二：徐梓烽 

乙方三：赖龙城 

乙方四：丁成合 

（以下合称“乙方”） 

丙方一：向琴 

丙方二：陈健 

丙方三：丁建良 

（以下合称“丙方”） 

（一）盈利承诺期内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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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合同 7.1 条变更为： 

“经各方协商一致，乙方承诺标的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实现经审计后净利润合计

1172.56 万元。 

上述承诺净利润系根据评估报告中标的公司未来三年收益预测确定。三年预测 

2023 年 362.43 万元、2024 年 378 万元、2025 年 432.13 万元，三年合计 1172.56 万元。” 

2、原合同 7.3 条变更为：  

“甲方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将在盈利承诺期内的每个年度单

独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并在盈利承诺期满后根据上述历年审计情况对标的公司在盈利

承诺期内合计实际实现净利润与合计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上述盈利承诺期内的每个年度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为原则确定。” 

（二）乙方关于补偿义务的连带责任 

原合同第 11.3 条约定，“乙方中的任何一方对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和责任相互

承担连带责任。各方特此确认，乙方中的任何一方或多方违约的，由乙方共同向上市公

司承担违约责任。” 

交易各方确认，上述条款当然地适用于原合同项下包括业绩补偿、资产减值补偿在

内的各项义务和责任。乙方中的任何一方应对乙方根据原合同约定发生的业绩补偿、资

产减值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补偿金额 

交易各方确认，对乙方就原合同项下的业绩补偿、资产减值补偿的金额不设置上限

限额，乙方应承担的补偿金额以原合同 7.4 条、7.5 条约定的应补偿金额计算公式计算确

定。 

（四）其他 

1、本协议自下列条件均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协议已经交易各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2）已根据甲方交易决策制度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并获通过。 

2、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

力。本协议与原合同有相互冲突时，以本协议为准。原合同其余部分继续有效。 

3、本协议一式八份，每方各执一份。 

四、有关丁建良在本次交易前后的任职情况及是否构成关联交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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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建良曾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嘉善卓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

办会计。丁建良已于 2022 年 12 月 26 日递交辞职报告申请辞去其在公司及嘉善卓博进

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述职务。本次交易完成后，丁建良将与浙江搏乐签订劳动合同并

担任浙江搏乐财务主管（不是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证券事

务代表不属于公司关联自然人；股权转让完成后，丁建良持有标的公司 1%的股权，与

公司亦不构成关联关系；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本次交

易的其他相关各方之间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中，公司向徐惠良收购其持有的浙江搏乐 80%股权，丁建良向赖龙城收购

其持有的浙江搏乐 1%股权，交易价格均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2022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涉及的浙江

搏乐液压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2〕

961 号）的评估结果为依据；股权转让完成后，包括双飞股份、丁建良在内的浙江搏乐

全体股东拟按照各自持有的浙江搏乐股权比例向浙江搏乐同比例增资 1400 万元。公司

与丁建良之间不存在转移资源或义务的情况，不构成关联交易。 

五、备查文件 

1、《<股权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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