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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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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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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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清单由委托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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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评估专业人员与资产评估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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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我们已对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

场调查；已经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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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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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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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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或简称“双飞公司”）及成都茂晟滑动轴承有限公司（以下

或简称“茂晟公司”）的委托，对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拟

成立新公司购买成都茂晟滑动轴承有限公司资产涉及的存货、固定资

产及无形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

估。现将本资产评估报告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一、评估目的：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拟成立新公司购

买成都茂晟滑动轴承有限公司资产，需对纳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为本次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二、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估对象为茂晟公司纳入评估范围存

货、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市场价值。评估范围为茂晟公司纳入评估范

围的存货、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其中存货包括原材料、在产品、产

成品；固定资产包括机器设备、车辆、电子设备等；无形资产为企业

的商标、专利、软件等。于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企业评估

范围内资产总额账面价值 1,617.32 万元。 

三、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四、评估基准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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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估方法：成本法。 

六、评估结论：经评估，于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浙

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拟成立新公司购买成都茂晟滑动轴承

有限公司存货、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市场价值为 6,310.92 万元人民币

（含税），金额大写：人民币陆仟叁佰壹拾万玖仟贰佰元整。 

七、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根据有关规定，本报告评估结论有效

使用期原则上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即自 2021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 

八、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的特别事项：在使用本评估结论时，提

请评估报告使用人关注报告正文中的评估假设和限制条件、特别事项

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并在使用本报告时给予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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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茂晟滑动轴承有限公司：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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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成

本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拟成

立新公司购买成都茂晟滑动轴承有限公司资产之经济行为所涉及的

成都茂晟滑动轴承有限公司存货、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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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估单位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

报告使用人概况 

（一）委托人概况 

1、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01465938497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干窑镇宏伟北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周引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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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2127.68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 年 8 月 15 日 

营业期限：2000 年 8 月 15 日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无油润滑复合材料、滑动轴承系列、轴承专用模具和

设备、金属结构件、金属组合件的生产、销售；从事进出口业务。 

2、成都茂晟滑动轴承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成都茂晟滑动轴承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2MA6CT6AG8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柏合镇)翠柏路 168 号 

法定代表人：魏晋金 

注册资本：3688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6 月 27 日 

营业期限：2017 年 6 月 27 日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轴承、轴承材料、汽车零部件及配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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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取得相

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二）被评估单位概况 

本次评估的被评估单位为成都茂晟滑动轴承有限公司，即委托人

2。 

（三）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除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未经资产评估机构和委托人确

认的机构或个人不能由于得到评估报告而成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四）委托人与产权持有人之间的关系 

本次评估委托人 1双飞公司与委托人 2 茂晟公司拟成立新公司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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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委托人 2 资产，委托人 1 双飞公司与委托人 2 茂晟公司无直接关系，

委托人 2 即为被评估单位。 

二、 评估目的 

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拟成立新公司购买成都茂晟滑

动轴承有限公司资产，需对纳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市场价值进行评

估，为本次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三、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评估对象 

本项目评估对象为茂晟公司存货、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市场价

值。 

（二）评估范围内资产基本情况 

本项目评估范围为茂晟公司纳入评估范围的存货、固定资产及无

形资产，其中存货包括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固定资产包括机器

设备、车辆、电子设备等；无形资产为企业的商标、专利、软件等。

于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企业评估范围内资产总额账面价值

1,617.32 万元。评估范围内资产账面情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账面价值 

存货  5,313,925.12  

原材料  1,276,575.05  

产成品（库存商品）  1,943,124.44  

在产品（自制半成品）  2,094,225.63  

固定资产  10,600,052.66  

其中：机器设备  9,406,306.57  

车辆  480,749.32  

电子设备  712,99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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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  259,233.80  

资产总计  16,173,211.59  

 

评估范围内全部资产的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资产评估明细

表》。 

（三）评估范围内主要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经济状况和物理状

况 

1. 存货，包括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原材料主要为轴瓦等成

品构件；产成品主要为企业生产完成的轴承、连杆瓦、主轴瓦、止推

片等产品及附件；在产品主要为企业正在生产但尚未完工的产品以及

成本费用。存货的特点是数量多、品种多，主要分布于四川省成都市

龙泉驿区柏合镇文柏大道168号厂区内。 

2. 固定资产，主要为设备类资产，包括机器设备、车辆和电子设

备。机器设备主要为轴瓦生产线、材料生产线及各辅助设备、计量设

备等；运输设备主要为办公用车；电子设备主要包括办公电脑、投影

仪、摄像头、厨房设备、空调设备等。设备的特点是，重量大，数量

多，主要分布于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柏合镇文柏大道168号的厂区

及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北固乡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泰吉路8号厂区

内。 

3. 无形资产，主要为企业拥有的商标、专利及软件等。 

四、 价值类型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价值类型确定为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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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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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市场价值作为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是遵照价值类型与评估

目的相一致的原则，并充分考虑市场条件和评估对象自身条件等因

素，在本次资产评估机构接受委托人评估委托时所明确的评估结论价

值类型。 

五、 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是2021年12月31日。该评估基准日是由委托人

确定的。 

选择该评估基准日的理由是： 

（一）该评估基准日，符合相关经济行为的需要，有利于评估目

的的实现。 

（二）该评估基准日为被评估单位会计月末报表日，便于资产评

估机构充分利用企业现有的财务资料，有利于评估工作的完成。 

六、 评估依据 

本次资产评估遵循的评估依据主要包括经济行为依据、法律法规

依据、评估准则依据、资产权属依据，及评定估算时采用的取价依据

和其他参考资料等，具体如下：  

（一）经济行为依据 

《成都茂晟滑动轴承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成茂晟司（2022）8

号）》。 

（二）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

十六号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2.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6 号，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2019 年 1 月 2 日财政部令第 97 号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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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通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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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1993 年 12 月 13 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34 号发布，2017 年 11 月 19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691 号修订)；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令第 50 号，2011 年 10 月 28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65 号修订)； 

7. 《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

第 36 号）； 

8.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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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9.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1984 年 3 月 12 日第六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20 年 10 月 17 日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正）；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 第 306 号 ，2009 年 12 月 30 日国务院第 95 次常务会议通过修

正）；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1982 年 8 月 23 日第五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2019 年 4 月 23 日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正）；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 651 号）（201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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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企业会计准则》和其他相关会计制度； 

14.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通知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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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 号）； 

4.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 号）； 

5.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 号）； 

6.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7.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 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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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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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设备》（中评协[2017]39 号）； 

11. 《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中评协[20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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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资产权属依据 

1.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 设备购置发票，拍卖成交确认书； 

3. 其他与企业资产的取得、使用等有关的合同、会计凭证、会计

报表及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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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取价依据 

1. 企业提供的资产清单和评估申报表； 

2. 被评估单位 2021 年度审计报告； 

3. 企业提供的企业管理、产品生产、原材料采购、市场销售等企

业经营资料； 

4. 企业提供的部分合同、协议等； 

5. 企业所处行业地位及市场竞争分析资料； 

6. 现行的国家和地方税收政策和规定； 

7. 《资产评估常用方法与参数手册》； 

8. 2021 年版《机电产品报价手册》； 

9.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公安部、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第 12 号令)； 

10. 评估基准日近期的《网上车市》、《汽车之家》、《太平洋

汽车网》、《电子产品价格商情》等价格资讯； 

11. 企业提供的有关财务资料及工程资料； 

12.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了解到的其他资料。 

 （六）其他参考资料 

1. 《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 

2.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进行的市场调查资料； 

3.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察及询证的相关资料； 

4. 《资产评估准则术语 2020》（中评协〔2020〕31 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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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评估类第 1 号》； 

7. 企业相关部门及人员提供的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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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关部门颁布的统计资料和技术标准资料，以及资产评估机构

收集的有关宏观经济、行业分析和市场资料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七、 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本项目的评估目的，评估范围涉及企业的实物资产及无形资

产。实物资产涉及存货类资产和设备类资产，存货类资产包括原材料、

在产品及产成品；设备类资产包括机器设备、车辆及电子设备。无形

资产包括企业账内外全部商标、专利及软件等。根据《资产评估基本

准则》、《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和《资产评估执业准则—

资产评估方法》等有关资产评估准则规定，资产评估的基本评估方法

可以选择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资产基础法）。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

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对于企业纳入评估范围资产，目前市场中无法获

取类似资产组合或单项资产的可比交易案例，故本次评估不适用市场

法。 

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

评估方法。本次评估目的是基于企业申报范围内资产进行单独评估，

该资产组合构成的收益难以界定和量化，该资产组合的收入以及成本

无法准确分摊，故本次评估不适用收益法。 

成本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申报表为基础，合理评估表内各项资

产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本项目的评估目的是双飞公

司以成立新公司购买被评估单位资产，收购方案确定的评估范围为经

审计后的实物资产及无形资产，针对各单项资产评估，适用成本法。 

结合评估对象、评估目的、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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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八、 各资产具体评估方法应用 

1. 存货 

（1） 原材料 

原材料账面价值由购买价和合理费用构成，对于原材料金额及账

面单价分摊不正确的部分，以核实后的原材料在基准日近期的入库均

价计算相关税金后确定评估值；对于盘亏的原材料，评估为0；对于

账面价分摊正确，周转相对较快，随用随购买的原材料，在核实其购

置价与基准日市场价值是否相符的基础上，考虑企业的合理费用，以

实际数量乘以含税账面单价确定评估值。 

（2） 产成品（库存商品） 

对于产成品，首先根据盘点结果以及账面记录，确定产成品在评

估基准日的实存数量，其次通过了解相关产品的销售市场情况和公司

在市场的占有率，确定产成品的销售情况和畅滞程度，资产评估专业

人员依据调查情况和企业提供的资料分析，对于产成品以其含税售价

为基础确定评估值。由于产品的正常销售价格高于其账面成本，按扣

除销售费用、销售税金、所得税费用以及一定比例的净利润后计算确

定评估值。 

评估价值=实际数量×含税销售单价×（1－销售费用率－营业税

金及附加率－所得税费用率－净利润率×r） 

其中：销售费用率=销售费用/含税营业收入 

营业税金及附加率=营业税金及附加/含税营业收入 

净利润率=净利润/含税营业收入 

所得税税率=所得税/含税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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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为一定的扣除率，畅销产品为0，一般销售产品为50%，勉强可

销售的产品为100%。 

（3） 在产品 

企业在产品包括正在生产但尚未完工的产品以及成本费用等，本

次在了解在产品内容的基础上，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对成本的核算和归

集进行了核实，企业成本分摊、归集基本正确，由于在产品不能计算

约当量，按成本法进行评估，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计算税金后确定评

估价值。 

（二） 关于设备类资产的评估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按照持续使用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结

合委估设备的特点和收集资料情况，对机器设备及电子设备采用成本

法进行评估，对车辆采用成本法及市场法进行评估。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设备类资产评估值含增值税。 

A、机器设备重置成本法 

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1. 重置全价的确定 

（1）机器设备的重置全价 

机器设备的重置全价，在设备购置价的基础上，考虑该设备达到

正常使用状态下的各种费用（包括购置价、运杂费、基础费、安装调

试费、前期费用及资金成本）综合确定。 

重置全价=购置价+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基础费+前期费用及其他

费用+资金成本+增值税 

对于购置的小型设备，不需要安装的设备，重置全价＝设备购置

价格+运杂费。对于一些运杂费和安装费包含在设备费中的，则直接

用含税购置价作为重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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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设备购置价 

通过市场询价确定设备的现行市场价格：直接向经销商或制造商

询价，或参考商家的价格表、正式出版的价格资料、计算机网络上公

开的价格信息等，并考虑其价格可能的下浮幅度，以及设备改造的成

本费用，确定设备的现行市场价格； 

采用替代的方法确定设备的现行市场价格，对一些老旧或无法查

到现行市场价格，但已出现替代的设备，按照评估的替代性原则，经

过技术含量和功能差别的分析比较，合理确定设备的现行市场价格； 

②运杂费 

设备运杂费是指从产地到设备安装现场的运输费用。运杂费率以

设备购置价为基础，根据生产厂家与设备安装所在地的距离不同，按

不同运杂费率计取。如供货条件约定由供货商负责运输和安装时，则

不计运杂费。 

③设备基础费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参考不同专业性质的生产设备按不同行业规

定的取费标准确定，或者调查了解企业设备实际设备基础费用水平确

定。对于无设备基础的设备，不考虑设备基础费。 

④安装调试费 

根据设备的特点、重量、安装难易程度，以设备购置价为基础，

按不同安装费率计取。对无须安装的设备，不考虑安装调试费。 

⑤前期及其他费用主要取费项目有建设单位管理费、环境影响咨

询费、前期工程咨询费、勘察设计费、工程监理费、招标代理服务费

等。参照国家、地方及行业有关收费规定。 

序号 费用名称 计算基础 计算标准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项目投资额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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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影响咨询费 项目投资额 0.08% 

3 前期工程咨询费 项目投资额 0.17% 

4 勘察设计费 项目投资额 3.61% 

5 工程监理费 项目投资额 2.13% 

6 招标代理服务费 项目投资额 0.25% 

 合计  7.38% 

⑥资金成本：资金成本的计算基础为设备购置价、运杂费、安装

调试费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根据合理建设工期，按照评估基准日一

年期LPR作为贷款利率计算确定。 

⑦增值税 

增值税=（购置价+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基础费+前期费用及其他

费用+资金成本）×增值税率 

2. 成新率的确定 

本次评估对设备成新率的确定采用年限法与现场勘察法，分别测

算理论成新率和勘察成新率，并按40%，60%比例加权求和确定其综

合成新率，即： 

综合成新率=理论成新率×40%+现场勘察成新率×60% 

①理论成新率的确定 

根据设备的原始制造质量、已使用年限、使用频率和强度、日常

维护保养等情况，参照同类设备的经济使用年限，依据现场勘察设备

的实际技术状况，判断其尚可使用年限，并进而确定其成新率。计算

公式如下： 

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实际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100% 

②现场勘察成新率 

勘察成新率是将设备按功能（或价值）分成若干部分，分别进行

勘察鉴定，再将设备各部分的现场勘查成新率与其按功能（或价值）

所占整台设备的权重，加权求和，确定整台设备的勘察成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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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综合成新率 

将理论成新率和现场勘察成新率按40%，60%比例加权求和确定设

备的综合成新率，即 

综合成新率=理论成新率×40%+现场勘察成新率×60% 

部分已超过理论使用年限但仍正常使用的设备，由资产评估专业

人员和企业技术人员对资产的各主要部分进行技术鉴定，并综合分析

资产的设计使用年限、实际使用状态、维护修理情况、资产的生产效

用、技术进步等情况对资产的功能、使用效率带来的影响，来判断被

评估资产的成新率。 

3. 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B、车辆重置成本法 

1. 车辆重置全价 

车辆重置全价由车辆购置价、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及其他费用确

定。 

车辆重置全价=车辆购置价+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及其他费用 

①车辆购置价 

以企业所在地汽车经销商报价确定。 

②购置附加税的确定 

车辆购置税税率10%。 

③牌照费及其他费用 

通常来讲，其他费用包括验车费、手续费、车牌费等，成都市目

前上述费用为车辆500.00元。 

2. 车辆成新率的确定 

车辆成新率的确定：按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境保护部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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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第12号《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的有关规定，按以下方法

确定成新率，即： 

使用年限成新率＝（1-2/经济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00% 

行驶里程成新率＝(规定行驶里程－已行驶里程)／规定行驶里程

*100% 

成新率＝Min(使用年限成新率，行驶里程成新率) 

3. 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C、车辆市场法 

对使用时间较长、无法询到同型号全新车辆市场价且存在活跃二

手交易市场的车辆采用市场法评估。 

在近期二手车交易市场中选择与估价对象处于同一供求范围内，

具有较强相关性、替代性的汽车交易实例，根据估价对象和可比实例

的状况，对尚可使用年限、尚可行驶里程、交易日期因素和交易车辆

状况等影响二手车市场价格的因素进行分析比较和修正，评估出估价

对象的市场价格。计算公式如下： 

比准价格=可比实例价格×车辆行驶里程修正系数×车辆使用年

限修正系数×车辆状况修正系数×车辆交易日期修正系数×车辆交

易情况修正系数 

比准价格=（案例 A+案例 B+案例 C）÷3 

车辆市场法评估值=比准价格 

同时对车辆各组成部分进行必要的勘察鉴定，若勘察鉴定结果与

按上述方法确定的成新率相差较大，则进行适当的调整，确定最终成

新率。若两者结果相当，则不再进行调整。 

D、电子设备重置成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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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子设备重置全价 

电子设备的重置全价为设备的含税购置价。 

根据当地市场信息及《电子产品价格商情》等近期市场价格资料，

确定评估基准日的电子设备重置全价，一般生产厂家提供免费运输及

安装： 

重置全价=购置价（含税） 

2. 成新率的确定 

采用年限法确定电子设备的成新率。 

成新率=（经济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使用年限×100%  

3. 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三） 关于无形资产的评估 

对技术类无形资产的评估，最常用的方法为收益现值法。因为技

术的开发本身就是对未来的投资，其价值最终是用未来的回报来体现

的。收益现值法的关键是要界定委托评估技术类所产生的未来收益，

这通常是采用分成收益法来进行的。分成收益法应用中，借鉴国际贸

易中的分成基数与分成率的匹配关系，有两种具体的计算方法，即净

收益分成法和销售收入分成法。本次评估经综合分析决定对茂晟公司

的技术资产采用销售收入分成法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中的分成法，即首先预测技术类资产生产的技术产品在

技术资产剩余的经济年限内各年的销售收入；然后再乘以适当的销售

收入分成率；再用适当的资金机会成本（即折现率）对每年的分成收

入进行折现，得出的现值之和即为委托评估技术类资产的评估值，其

基本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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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 —— 无形资产评估值 

       K —— 无形资产销售收入分成率 

       Ri—— 技术产品第 i 期的销售收入 

       n—— 收益期限 

       r —— 折现率 

对于商标专用权的评估，由于商标申请时间较短，仅用于茂晟所

生产产品的标识，本次评估对商标专用权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商标

专用权评估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商标专用权评估值=商标形成成本+商标申请成本（或续展成本）

+商标权维护成本+利润+相关税费 

九、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对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实施了评估工作，本次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介绍如下： 

（一）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由本公司业务负责人与委托人代表商谈明确委托人、被评估单位

和委托人以外的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

人；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价值类型；评估基准日；评估

报告使用限制；评估报告提交时间及方式；评估服务费总额、支付时

间和方式；委托人与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工作配合和协助等其他需要明

确的重要事项。 

（二）签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本公司对专业能力、独立性和业务风险

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并由资产评估机构决定是否承接该评估业务。

资产评估机构受理资产评估业务的应当与委托人依法订立资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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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合同，约定资产评估机构和委托人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和争议

解决等内容。 

（三）编制评估计划 

本公司承接该评估业务后，立即组织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编制了资

产评估计划。资产评估计划包括资产评估业务实施的主要过程及时间

进度、人员安排及技术方案等。 

（四）现场调查 

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我们对评估对象进行了适当的现场调

查。包括： 

1. 要求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提供涉及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内资

产的相关资料； 

2. 要求委托人或者被评估单位对其提供的评估明细表及相关证

明材料以签名、盖章及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进行确认； 

3.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通过询问、访谈、核对、监盘、勘查等方

式进行调查，获取评估业务需要的资料，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

估对象法律权属； 

4. 对无法或者不宜对评估范围内所有资产等有关内容进行逐项

调查的，根据重要程度采用抽查等方式进行调查。 

（五）收集评估资料 

我们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收集评估资料，并根据评估业务需要

和评估业务实施过程中的情况变化及时补充收集评估资料。这些资料

包括： 

1. 直接从市场等渠道独立获取的资料，从委托人、被评估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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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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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询记录、询价结果、检查记录、行业资讯、分析资料、鉴

定报告、专业报告及政府文件等形式； 

3.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依法对资产评估活动中使用的资料进行核

查验证。核查验证的方式通常包括观察、询问、书面审查、实地调查、

查询、函证、复核等。 

4.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根据资产评估业务具体情况对收集的评估

资料进行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和编制资产评估报告的依

据。 

（六）与审计机构核对数据 

审计机构与本公司在各自工作基础上，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与审计

机构进行数据核对工作。 

（七）评定估算 

1. 成本法的主要工作，按资产类别进行价格查询和市场询价的

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测算方法，估算各单项资产的评估值，并进行汇

总分析，初步确定成本法的测算结果。 

3. 对成本法测算结果进行分析、补充、修改、完善，在综合分

析价值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确定本次资产评估工作的最终评估结论。 

（八）编制和提交评估报告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起草资产评估报告书初稿。本公司内部对

评估报告初稿和工作底稿进行初审后，与委托人或者委托人同意的其

他相关当事人就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了必要沟通。在全面考虑有关

意见后，对评估报告进行必要的调整、修改和完善，然后重新按本公

司内部资产评估报告审核制度和程序对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后，由本

公司出具正式评估报告向委托人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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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评估假设 

（一）一般假设 

1. 交易假设：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资产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2. 公开市场假设：公开市场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的市场的条件

以及资产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接受何种影响的一种假定。公开市场是

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场条件，是指一个有自愿的买方和卖方的竞争

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方和卖方的地位平等，都有获取足够市场

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非强制

性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 

3. 资产持续使用假设：持续使用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市场的条

件以及资产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的资产状态的一种假定。本次资产持

续使用假设为原地继续使用，指处于使用中的被评估资产在产权发生

变动或资产业务发生后，将按其现行用途及方式继续使用下去，在原

地继续使用假设条件下，没有考虑资产用途转换或者最佳利用条件，

其评估结论的使用范围受到限制。 

（二）特殊假设 

1. 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外部经济环境不变，国家现行的宏

观经济不发生重大变化。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

不利影响。 

2. 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汇率、税率等

政策无重大变化。 

3. 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

关资产的现行市价以评估基准日的国内有效价格为依据。 

4.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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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5. 假设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

整。 

（三）评估限制条件 

1. 本评估结论是依据本次评估目的，以公开市场为假设前提而

估算的评估对象的市场价值，没有考虑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或减

少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

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2. 评估报告中所采用的评估基准日已在报告前文明确，我们对

价值的估算是根据评估基准日企业所在地货币购买力做出的。 

本报告评估结论在以上假设和限制条件下得出，当上述评估假设

和限制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时，评估结论无效。 

十一、 评估结论及增减值原因分析 

（一）评估结论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独立、公正和客观的原则及

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双飞公司拟成立新公司购买茂晟公司的资产市场

价值进行了评估。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如下评估结论： 

经成本法评估，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拟成立新公司购

买的成都茂晟滑动轴承有限公司资产账面总额为 1,617.32 万元；评估

后资产总额为 6,310.92 万元（含税），评估增值 4,693.60 万元，增值

率为 290.21%。具体见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A B C=B-A D=C/A×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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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合计 1  531.39   765.26   233.87   44.01  

非流动资产合计 2  1,085.93   5,545.66   4,459.73   410.68  

      固定资产 3  1,060.01   5,249.67   4,189.67   395.25  

      无形资产 4  25.92   295.98   270.06   1,041.77  

资产总计 5  1,617.32   6,310.92   4,693.60   290.21  

 

（二）增减值原因分析 

成都茂晟滑动轴承有限公司资产账面总额为 1,617.32 万元；评估

后资产总额为 6,310.92 万元（含税），评估增值 4,693.60 万元，增值

率为 290.21%，增值原因为： 

1、机器设备的评估中，评估原值增值的原因：企业轴瓦生产线

（T1-T5，A1-A2）为法拍进口二手设备，且单项设备中有 495 项均

为法拍设备，购入价值极低，甚至部分设备无账面价值，企业设备大

部分为专用设备，现行市场购置价较高，然其原始入账价值为非正常

市场条件下的二手设备价值，评估时假设为正常市场相同性能设备购

入，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工业制造业加工水平的提高，再加上原

材料、运费、人工成本的上涨，造成机械设备的购置成本增加，故评

估原值出现大幅增值。机器设备评估净值增值原因：评估原值大幅增

值，故造成评估净值增值。 

2、无形资产评估增值原因主要为： 

（1）企业申报的表外专利技术无账面价值； 

（2）账面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仅仅反应无形资产取得成本，由于

无形资产成本与价值的弱对应性，账面值并不能反应专利技术价值，

专利技术为企业带来的超额收益折现值大于取得账面成本，故造成无

形资产评估增值。 

3、除上述原因外，企业资产账面价值均为不含税价，本次以含



成都茂晟滑动轴承有限公司资产市场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29 

- 

税价对资产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其口径差异亦为增值原因。 

十二、 特别事项说明 

评估报告使用人在使用本评估报告时，应关注以下特别事项对评

估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依据本报告自行决策时给予充分考虑。 

（一）对企业存在的可能影响资产评估值的瑕疵事项，在企业委

托时未作特殊说明而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

的情况下，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二）由成都茂晟滑动轴承有限公司提供的与评估相关的行为文

件、营业执照、产权证明文件、财务报表、会计凭证等评估所需资料，

是编制本报告的基础。委托人和相关当事人应当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

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三）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对委估范围内的资产产权进行了必要的

核实工作，对所发现的资产产权存在的问题给予尽可能的充分披露，

本次评估未发现存在产权争议事项，但评估报告是对评估对象发表专

业估值意见，不具有产权证明的法律属性，因此，本报告不能作为产

权证明文件。 

（四）资产权属资料不全面或者存在瑕疵的情况 

本次评估未发现权属资料不全面或者存在瑕疵的情形。 

（五）评估程序受到限制的说明，评估机构采取的弥补措施及对

评估结论影响的情况 

无 

（六）评估资料不完整的说明 

本次评估未发现重要评估资料存在不完整的情形。 

（七）委托人未提供的其他关键资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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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八）评估基准日存在的法律、经济等未决事项的说明 

无。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茂晟公司申报1项商标、1项管理软件、48项专利技术，其中41

项实用新型专利、6项外观专利和1项发明专利，但截至现场勘察日，

申报的专利技术48项中14项已经失效而权力终止，其中13项（评估序

号37-49号）因达到法定保护期限而自动失效，1项（评估序号50号）

因未按时缴纳专利年费而自动失效，由于取得专利时相关技术的公

布，专利失效意味着由保密、垄断的性质，转向公开，并不能为企业

带来超额收益，本次不纳入评估范围。故本次评估范围为1项商标，1

项管理软件、33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发明专利，失效专利具体信息

如下： 

序

号 
内容或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申请号 专利申请日期 专利授权日期 法律状态 

权利

取得

方式 

37 
曲轴止推轴承拉油落料

复合模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120527766.7 2011/12/16 2012/8/8 权力终止 购入 

38 
轴瓦油槽加工机的自动

送料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120053731.4 2011/3/1 2011/11/2 权力终止 购入 

39 
轴瓦激光打标机的自动

输送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120053733.3 2011/3/1 2011/9/21 权力终止 购入 

40 无屑内孔倒角冲压模具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120079791.3 2011/3/22 2011/11/2 权力终止 购入 

41 轴瓦（表面无镀层） 外观设计专利 ZL201130053897.1 2011/3/22 2011/8/10 权力终止 购入 

42 轴瓦精镗宽刃刀具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120527775.6 2011/12/16 2012/9/19 权力终止 购入 

43 包装盒（翻边瓦） 外观设计专利 ZL201130231223.6 2011/7/18 2012/2/15 权力终止 购入 

44 包装盒 （衬套） 外观设计专利 ZL201130231303.1 2011/7/19 2012/2/1 权力终止 购入 

45 包装盒（止推片） 外观设计专利 ZL201130231323.9 2011/7/18 2012/1/11 权力终止 购入 

46 包装盒（主轴瓦） 外观设计专利 ZL201130231293.1 2011/7/18 2011/12/21 权力终止 购入 

47 包装盒（连杆瓦） 外观设计专利 ZL201130231252.2 2011/7/18 2011/12/21 权力终止 购入 

48 新型平轴瓦成形凹模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120527776.0 2011/12/16 2012/8/8 权力终止 购入 

49 一种多用量规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220065533.4 2012/2/27 2012/9/19 权力终止 购入 

50 
轴瓦倒角自动定心夹紧

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420379326.5 2014/7/9 2014/12/3 权力终止 购入 

 

截至评估基准日，茂晟公司共有20项表外无形资产，均为专利,

表外无形资产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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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内容或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申请号 专利申请日期 专利授权日期 法律状态 

权利取得

方式 
取得日期 

基准日使

用状态 

3 
一种轴瓦合金板料

的双面铣加工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ZL 2019 2 1730724.6 2019/10/16 2020/6/26 有效授权 自研 2020/6/26 正常使用 

4 轴瓦涂油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ZL 2019 2 1685239.1 2019/10/10 2020/7/14 有效授权 自研 2020/7/14 正常使用 

5 
轴瓦精镗自动取料

机械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ZL 2019 3 1691805.X 2019/10/10 2020/6/26 有效授权 自研 2020/6/26 正常使用 

6 
一种轴瓦双面打磨

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ZL 2019 2 1685820.3 2019/10/10 2020/6/26 有效授权 自研 2020/6/26 正常使用 

7 轴瓦端面加工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ZL 2019 2 1685851.9 2019/10/10 2020/7/3 有效授权 自研 2020/7/3 正常使用 

8 一种轴瓦专用夹具 实用新型专利 ZL 2019 2 1733171.X 2019/10/16 2020/7/3 有效授权 自研 2020/7/3 正常使用 

9 
轴瓦自动送料校平

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ZL 2019 2 1684531.1 2019/10/10 2020/7/3 有效授权 自研 2020/7/3 正常使用 

10 轴瓦清洗机 实用新型专利 ZL 2019 2 1685190.X 2019/10/10 2020/7/7 有效授权 自研 2020/7/7 正常使用 

11 
一种轴瓦带材的清

洁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ZL 2019 2 1741168.2 2019/10/16 2020/7/7 有效授权 自研 2020/7/7 正常使用 

12 轴瓦输送机构 实用新型专利 ZL 2019 2 1684533.0 2019/10/10 2020/7/3 有效授权 自研 2020/7/3 正常使用 

13 轴瓦输送转向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ZL 2019 2 1731831.0 2019/10/16 2020/7/14 有效授权 自研 2020/7/14 正常使用 

14 轴瓦抓取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ZL 2019 2 1729497.5 2019/10/16 2020/7/3 有效授权 自研 2020/7/3 正常使用 

15 
一种轴瓦清洗定位

防窜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ZL 2021 2 2037684.0 2021/8/27 2022/1/7 有效授权 自研 2022/1/7 尚未使用 

16 
井式退火炉用材料

码垛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ZL 2021 2 2037696.3 2021/8/27 2022/1/7 有效授权 自研 2022/1/7 尚未使用 

17 一种轴瓦转运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ZL 2021 2 2037631.9 2021/8/27 2022/1/7 有效授权 自研 2022/1/7 尚未使用 

18 可调送料限位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ZL 2021 2 2037682.1 2021/8/27 2022/2/22 有效授权 自研 2022/2/22 尚未使用 

19 轴瓦爪位镦挤模具 实用新型专利 ZL 2021 2 2037609.4 2021/8/27 2022/2/1 有效授权 自研 2022/2/1 尚未使用 

20 一种边料冲裁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ZL 2021 2 2148443.3 2021/8/27 2022/2/1 有效授权 自研 2022/2/1 尚未使用 

21 
一种轴瓦精镗专用

刀具 
实用新型专利 ZL 2021 2 2037636.1 2021/8/27 2022/1/18 有效授权 自研 2022/1/18 尚未使用 

22 
一种轴瓦自动线废

销清理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ZL 2021 2 2037697.8 2021/8/27 2022/1/7 有效授权 自研 2022/1/7 尚未使用 

 

（十）本评估结论未考虑评估值增减可能产生的纳税义务变化。 

（十一）评估基准日至资产评估报告日之间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

影响的事项 

1. 评估基准日后，若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对评估结

论造成影响时，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须对评估结论进行调整或

重新评估。 

    2. 评估基准日至资产评估报告日之间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

的事项。 

无。 

（十三）本次资产评估对应的经济行为中，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

重大影响的瑕疵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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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评估结论是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受本机构资产评

估专业人员的执业水平和能力的影响。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注意以上的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所产生

的影响。 

十三、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不

得用于本评估目的之外的其他经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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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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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需经资产评估机构及两名资产评估师签名、盖章，

方可产生法律规定的效力、正式使用。 

（六）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

开媒体，需经得本资产评估机构的书面同意，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

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七）本报告书评估结论自评估基准日起算有效使用期限为一

年，即自 2021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期间使用有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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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目的在评估基准日后的一年内实现时，评估结论可以作为本评估

目的的参考依据，超过一年，需重新进行资产评估。 

十四、 资产评估报告日 

本报告书形成时间为：2022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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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为签名盖章页） 

 

 

 

 

 

 

 

 

资产评估师： 

 

 

资产评估师：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Ｏ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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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评估报告附件 

1. 经济行为文件（复印件）； 

2. 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3. 评估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4. 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的承诺函； 

5. 签名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6. 资产评估机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7. 北京市财政局备案公告（2017-0078 号）（复印件）； 

8. 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9. 资产账面价值与评估结论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10. 资产评估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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