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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重组问询函》有关评估事项的回复 
 

天源函报字[2018]0390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交易所下发的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8】第 42 号《关于对汉嘉设

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奉悉。按照问询函的

要求，本评估公司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将问询函中涉及资产评估方面的问题汇报

如下： 

10、有关预估值。请补充披露： 

有关预估值。请补充披露：（1）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测算的具体过程及主要

参数，并说明选取的参数是否合理；（2）估值结果最终采用收益法，请补充披露

标的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净利润预测数

据；（3）标的公司不动产的整体估值情况。请独立财务顾问及评估机构发表意

见。 

（1）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测算的具体过程及主要参数，并说明选取的参数是

否合理； 

答复： 

(一)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方法测算基本过程 

1、收益法 

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预评估对象价值的预评估方

法。应用收益法必须具备的基本前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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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进行合理估算。 

具体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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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价值预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预评估对

象价值的预评估方法。收益法中常用的两种具体方法是股利折现法和现金流量折

现法。 

本次预评估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对被预评估单位的价值进行估算。现金流折

现方法(DCF)是通过估算企业未来预期现金流和采用适宜的折现率，将预期现金流

折算成现时价值，估计企业价值的一种方法。 

 预评估模型 

本次预评估对象为杭州市城乡建设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根据以下公式得出： 

公式 1：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企业整体价值－付息负债价值 

公式 2：企业整体价值＝企业自由现金流现值＋溢余及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非经营性负债价值 

公式 3：企业自由现金流＝利润×(1－所得税率)＋折旧与摊销－资本性支出

－营运资金净增加额 

根据上述公式 1至公式 3，设计本次预评估采用的模型公式为： 

公式 4： 

 

式中：P： 预评估值 

Ft： 未来第 t个收益期的预期企业自由现金流 

R： 折现率 

T： 收益预测期 

It： 未来第 t个收益期的折现期 

N： 详细预测期的年限 

∑C： 基准日存在的溢余资产及非经营性资产(负债)的价值 

D ：    基准日付息债务价值 

2、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预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通过预评

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对整体的贡献价值，合理确定预评估对象价值

的预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的前提条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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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评估资产处于持续使用状态或设定处于持续使用状态； 

（2）可以调查取得购建预评估资产的现行途径及相应社会平均成本资料。 

根据资产基础法的原理，具体资产及负债预评估过程如下： 

①流动资产 

a.货币资金 

对各项货币资金以核实后的账面金额确定预评估价值。 

b.债权类流动资产 

债权类流动资产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等。对于

债权类流动资产，在分析账龄、核实权益的基础上，按预计可收回的金额确定预

评估价值。 

c.存货 

存货主要为尚未完工的项目成本。 

了解了账面价值构成要素、核算内容和核算方式、工程结算收入确认方式、

工程结算成本结转方式、业主签证确认等情况；其次，查看建设施工合同及其他

技术资料，并向工程施工人员了解工程的概况、工程设计、工程管理、工程工

期、工程进度、工程质量，并对大型项目进行现场勘察，以确认工程施工项目的

真实存在及价值构成内容。 

工程施工的账面价值包括项目发生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直接费、间

接费等，经核实，其账面值基本反映了项目的全部成本，由于各项目开工时间均

不长，发生的材料费及制造费用价格变动均较小，因此，本次预评估以核实后的

账面值作为预估值。 

d.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为杭州市城乡建设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享有的权益，以经

核实的账面价值确定预评估价值。 

②长期股权投资 

根据长期股权投资明细账，收集有关的投资协议和被投资单位的营业执照、

验资报告、公司章程、预评估基准日财务报表等资料，并与预评估申报表所列内

容进行核对，以核实预评估基准日实际出资和股权比例；了解长期股权投资的核

算方法和被投资单位的经营状况，重点关注对被投资单位的实际控制权情况。 

对于控股的长期股权投资和参股公司，对被投资单位进行整体预估，以被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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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单位整体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乘以持股比例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预评估价

值。 

对于持股比例及影响程度较小的参股公司，按取得的被投资单位预评估基准

日财务报表反映的净资产数额乘以持股比例计算确定预评估价值。 

③投资性房地产 

参照房屋建筑物预评估方法进行预评估。 

④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根据本次房屋建筑物类资产的实物状况、利用情况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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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评估基本方法及相关衍生方法的适

用性后，选择市场法和收益法作为预评估方法。 

a. 市场法 

市场法是将预评估对象与在预评估基准日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资产进行比

较，对类似资产的已知价格作适当的修正，以此估算预评估对象价值的方法。具

体步骤如下： 

1） 参照物的选定 

在进行市场调查的基础上，选择三宗近期交易的类似结构、同类地段、相同

或相近用途的房地产作为参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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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待估房地产与参照物的交易情况、交易日期、位置及房屋装修、层次、

朝向等个别因素的不同，对参照物的价格进行修正，得出比准价格。具体修正因

素可分为 3 类：交易情况修正、交易日期修正和不动产状况修正（分为区位状况

修正、权益状况修正和实物状况修正）。修正计算公式为： 

待估房地产比准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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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市场交易情况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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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程度，从而排除交易行为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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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日期对房屋

价格的影响，将交易价格修正为预评估基准日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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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不动产状况修正，包括区域因素修正、权益状况修正和实物状况修正。其

中： 

区位状况修正，包括的内容主要有位置、交通、外部配套设施、周围环境

等。由于不同用途的房地产，影响其价格的区位状况也不同，区位状况修正的具

体内容根据预评估对象的用途分别确定； 

权益状况修正，包括规划条件、土地使用期限、共有情况、用益物权设立情

况、担保物设立情况、租赁或占用情况、拖欠税费情况、查封等形式限制权利情

况、权属清晰情况等。 

实物状况修正，实物状况调整的内容包括建筑规模、建筑结构、设施设备、

装饰装修、空间布局、建筑功能、外观、新旧程度等。 

b. 收益法 

收益法是预测对象的未来正常、合理净收益，选择适当的折现率将其折现到

预评估基准日后累加，以此估算预评估对象价值的方法。公式如下： 

 
 

式中： ：待估房地产价值 

：未来第 i 年的净收益，对于出租的房地产，净收益为租赁收入扣

除由出租人负担的费用后的余额；有租约限制的，租赁期限内的租金采用租约约

定的租金，租赁期限外的租金采用正常客观的市场租金 

： 折现率，根据不动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采用安全利率加风险

调整值法计算确定。安全利率选用评估基准日时的国债到期收益率；风险调整值

根据预评估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预评估对象的用途及新旧程度

等确定；对于有租约的房地产，在租约期内采用的折现率和租约期外的折现率因

风险状态不同而有差异 

：未来可获收益的年限，根据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年限与土地使用权

剩余使用年限等参数，并结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理确定 

D：房屋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价值折现到预评估基准日的价值 

⑤固定资产——设备类 

根据设备的实际利用情况和现状，分析了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三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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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定成本法作为本次设备预评估的方法。 

设备预评估的成本法是通过估算被预评估设备的重置成本和设备的实体性贬

值、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将重置成本扣减各种贬值，或在综合考虑设备的

各项贬值基础上估算综合成新率，最后计算得到设备的预评估价值。本次预评估

选用的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预评估价值＝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 

a.重置成本的确定 

设备的重置成本一般包括购置或购建与预评估对象功效相同的全新资产所需

的必要、合理的成本和相关税费等，如：设备的购置价、运杂费、安装费、调试

费、基础费、资金成本以及其他费用等。 

对于车辆，通过市场询价取得车辆的购置价，加上车辆购置税及其他费用确

定车辆的重置成本。 

b.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重要设备通过现场勘查结合使用年限确定综合成新率；普通设备以年限法为

主确定综合成新率；车辆根据行驶里程、使用年限和现场的勘察情况确定其成新

率，根据孰低原则，选择三个成新率中最低的成新率作为综合成新率。 

⑥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核查相关购买合同，如为通用的软件，且开发商提供免费升级服务，则直接

向软件供应商或通过网络查询其现行市价，以此作为预估值；如为升级期限制的

软件，则通过获取软件市价并扣减相应升级费用后确定预估值。 

⑦递延所得资产 

对递延所得税资产形成的过程进行了复核，对于计提坏账准备形成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以应收款项预估值与纳税基础的差异，按适用的所得税率确定预评估

值。 

⑧流动负债 

对于预评估范围内的流动负债，在核对明细账、总账，以预评估目的对应的

经济行为实现后被预评估单位预计需要承担的负债项目及金额确定预评估价值。 

因资产评估工作处于进行当中，上述程序尚未履行完毕。 

 

（二）此次预评估测算采用的主要参数为折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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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折现率的预测过程如下： 

折现率，又称期望投资回报率。折现率的高低从根本上取决于未来现金流量

所隐含的风险程度的大小。收益法要求企业价值内涵与应用的收益类型以及折

现率的口径一致，本次预评估采用的折现率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 1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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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结构 

（1) D与 E的比值 

根据杭州市城乡建设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自身的资本结构确定 

（2) 权益资本成本( ) 

权益资本成本 eK 按国际通常使用的 CAPM 模型求取，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 2： 

 

式中： 

：权益资本成本 

：无风险利率 

：市场回报率 

：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 

：市场的风险溢价 

：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计算权益资本成本采用以下四步： 

① 风险收益率( ) 

由于记账式国债具有比较活跃的市场，一般不考虑流动性风险，且国家信用

程度高，持有该债权到期不能兑付的风险很小，一般不考虑违约风险，同时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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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债利率包含了市场对未来期间通货膨胀的预期。因此，选择从预评估基准日

至国债到期日剩余期限在 5 年以上的记账式国债，计算其到期收益率，并取所有

国债到期收益率的平均值作为本次预评估无风险收益率。 

②市场超额收益( ) 

风险溢价( )是投资者投资股票市场所期望的超过无风险收益率的部分，

即： 

风险溢价( )=市场整体期望的投资回报率(Rm)-无风险报酬率(Rf) 

根据目前国内评估行业通行的方法，按如下方式计算 ： 

A．确定衡量股市的指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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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美国相关机构估算美国 ERP 时选用标准普尔 500 指数

的经验，本次选用了沪深 300指数。 

B．计算年期的选择：中国股市起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但最初几年发展

不规范，直到 1996-1997 年之后才逐渐走上正规，考虑到上述情况，在测算中国

股市 时计算的时间从 1997 年开始，也就是估算的时间区间为 1997 年 12 月 31

日到 2017年 12月 31日。 

C．指数成分股的确定：沪深 300 指数的成分股每年是发生变化的，因此在估

算时采用每年年底时沪深 300 的成分股。对于 1997-2005 年沪深 300 没有推出之

前，采用外推的方式，即 1997-2005年的成分股与 2005年末一样。 

D．数据的采集：本次 ERP测算借助 Wind资讯的数据系统提供所选择的各成

分股每年年末的交易收盘价。由于成分股收益中应该包括每年分红、派息和送股

等产生的收益，因此选用的年末收盘价是 Wind 数据是从 1997年 12月 31日起到

2017 年 12月 31日的复权交易年收盘价格，上述价格中已经有效的将每年由于分

红、派息等产生的收益反映在价格中。 

E．年收益率的计算采用几何平均值计算方法： 

设第 1 年到第 i 年的几何平均值为 Ci，则： 

Ci = )1(

1

i i

P

P
-1(i=2,3,…n) 

Pi 为第 i 年年末交易收盘价(后复权) 

通过估算 2001-2017 年每年的市场风险超额收益率，即以沪深 300 指数的成

份股的几何平均年收益作为 Rm，扣除按照上述方法计算的各年无风险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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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β 系数 

β 风险系数被认为是衡量公司相对风险的指标。本次预评估选取了调查和咨

询服务行业上市公司作为同行业对比公司。经查阅 WIND 金融终端得到对比上市公

司的β 系数。上述β 系数还受各对比公司财务杠杆的影响，需要先卸载对比公司

的财务杠杆，再根据杭州市城乡建设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标资本结构，加载

该公司财务杠杆。无财务杠杆影响的β 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然后根据预评估对象目标资本结构转换为自身有财务杠杆的 Beta 系数，其计

算公式为： 

 

式中： ——预评估对象股权资本的预期市场风险系数 

——可比公司的无杠杆市场风险系数 

——付息债务与所有者权益之比 

——所得税率，取 25% 

④公司特有风险超额收益率( ) 

企业的个别风险主要为企业经营风险。影响经营风险主要因素有：企业所处

经营阶段，历史经营状态，企业经营业务、服务产品和地区的分布，公司内部管

理及控制机制，管理人员的经营理念和方式等。 

⑤权益资本成本( ) 

将上述各参数代入公式 2。 

（3) 债务资本成本( ) 

按预评估基准日加权平均资金成本确定负债成本。 

（4) 折现率 

将以上计算所得的各参数代入公式，计算可知杭州市城乡建设设计院股份有

限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WACC 为 11.81%。因资产评估工作处于进行当中，随

着相关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预测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三) 与同行业并购案例折现率选取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近5年，同行业并购案例折现率选取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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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名称 标的名称 评估基准日 折现率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

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中赟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87.20%股权 
2018年6月30日 11.60%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

股份有限公司88.22975%股

权 

2017年3月31日 12.30% 

太极实业 十一科技81.74%股权 2015年6月30日 11.74% 

延长化建 北油工程（新） 2017年9月30日 12.93% 

福鞍股份 
辽宁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2017年12月31日 10.34% 

平均值   11.78% 

注：上述数据来源于公开资料 

可比交易案例的折现率平均值为 11.78%，汉嘉设计本次预评估所选取的折现

率为11.81%，与同行业并购案例的折现率平均值基本一致。 

（2）估值结果最终采用收益法，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净利润预测数据； 

答复： 

历史年度杭州市城乡建设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16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8年 6月 30日 

总资产 233,517,044.58 249,952,975.54 240,876,399.71 

总负债 137,269,108.47 129,417,500.40 122,141,302.78 

净资产 96,247,936.11 120,535,475.14 118,735,096.93 

项目 2016年 2017 年 2018年 1-6月 

营业总收入 195,135,061.65 231,750,018.00 108,819,699.46 

营业总成本 160,458,129.44 194,123,000.68 98,290,488.68 

净利润 26,653,812.18 31,287,539.03 7,719,621.79 

注：2016 年、2017 年数据摘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

{2017}4460 号、天健审{2018}2784 号无保留审计报告，2018 年 1-6 月数据摘自杭州市城乡

建设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半年报披露数据。 

杭州市城乡建设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其自身发展情况提供的预测期主要

经营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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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 

营业总收入 3.24 3.50 4.12 4.80 

营业总成本 2.85 3.03 3.58 4.18 

净利润 0.39 0.46 0.54 0.62 

  因资产评估工作处于进行当中，随着相关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预测数据可能会

有所变动。 

3.标的公司不动产的整体预评估情况 

答复： 

杭州市城乡建设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不动产如下： 

（1）杭州市江干区三里亭苑一区 15 幢综合楼，建筑面积合计 3,864.28 平方

米，其中：自用办公用房面积 3,560.28 平方米，商铺出租面积 304 平方米。账面

值 1220 万元。 

（2）宣城市宣州区宣城柏庄两套住宅，建筑面积合计 223.33 平方米，目前

空置，账面值 54万元。 

（3）宁波市庐阳区天一家园三期住宅，建筑面积 243.07 平方米，目前出

租，账面值 45万元。 

（4）宁波市江北区研发园 4 号和地下车库，为宁波分公司办公人员使用，建

筑面积 488.23平方米，账面值 155万元。 

（5）宁波市江北区金东岸大厦 3 套酒店式公寓，建筑面积 141.6 平方米，账

面值 199万元。 

上述不动产整体账面值合计 0.17 亿元，预估值 0.78 亿元，预估增值 0.61 亿

元。 

因资产评估工作处于进行当中，随着相关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预测数据可能

会有所变动。 

经核查，评估师认为：标的公司根据其自身经营状况提供了主要经营数据的

估计，评估师按照收益法模型进行估算，折现率选取与同行业并购案例的折现率

平均值基本一致，参数选取具有合理性。因资产评估工作处于进行当中，随着相

关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上述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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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汉嘉设

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的答复函之盖章页）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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