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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26       证券简称：菲达环保      公告编号：临2022－066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织金能源评估情况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拟将所

持有的织金菲达绿色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织金能源”）81.952%股权以不

低于相应资产评估值的价格进行转让，并已履行相应内部程序。公司根据坤元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织金能源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2〕148 号），于

2022 年 7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临 2022-064 号《浙江菲达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织金能源评估情况的公告》。为使投资者更好地了解相关情

况，现就织金能源评估情况补充公告如下： 

一、织金能源评估情况 

1. 资产评估报告结果及原因分析 

(1)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2022〕148 号评估报告显

示，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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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61,888.59  92,191,946.46  8,330,057.87  9.93  

二、非流动资产 319,578,013.07  301,589,468.95  -17,988,544.12 -5.6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613,190.42  0.00  -1,613,190.42 -100.00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317,265,413.45  301,296,400.00  -15,969,013.45 -5.03 

其中：无形资产——

其他无形资产 317,265,413.45  301,296,400.00  -15,969,013.45 -5.03 

长期待摊费用 406,340.25  0.00  -406,340.2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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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所得税资产 293,068.95  293,068.95        

其他非流动资产             

资产总计 403,439,901.66  393,781,415.41  -9,658,486.25 -2.39 

三、流动负债 230,471,369.79  230,471,369.79        

四、非流动负债 103,272,240.71  103,272,240.71        

其中：递延所得税负

债             

负债合计 333,743,610.50  333,743,610.50        

股东全部权益 69,696,291.16  60,037,804.91  -9,658,486.25 -13.86 

 

(2) 评估结果与账面值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1) 流动资产评估增值 8,330,057.87 元，增值率为 9.93%，主要原因系应收账

款、其他应收款对应的坏账准备评估为零所致。 

2) 设备类固定资产评估减值 1,613,190.42 元，减值率为 100.00%，主要原因

系设备类固定资产与特许经营权项目运营相关，已在相关特许经营权价值评估时

统一考虑，将其评估为零所致。 

3) 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评估减值 15,969,013.45 元，减值率为 5.03%，

原因包括以下两点：A.无形资产中项目资本化利息 2,669.50 万元，资金占用成本

占总投入的比例较高，占比 7.95%，该项目的无形资产原始入账金额偏高，评估

值确定的情况下，该项无形资产减值增加；B.织金能源垃圾处理费 66.50 元/吨，

较同行业可参考项目平均水平偏低 10 元左右，如本公司余干县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 PPP 项目垃圾处理费 74.88 元/吨。 

4) 长期待摊费用评估减值 406,340.25 元，减值率为 100.00%，主要原因系长

期待摊费用与特许经营权项目运营相关，已在相关特许经营权价值评估时统一考

虑，将其评估为零所致。 

综上所述，评估减值主要原因系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的减值。 

2. 特许经营权减值原因分析 

(1) 项目介绍及账面构成分析 

根据《特许经营协议》，毕节市织金县人民政府同意织金菲达在织金县辖区

内投资建设一座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织金菲达在规定的特许期内向织金县

人民政府提供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服务及向电力公司销售垃圾焚烧发电净

输出电量。该项目位于贵州省织金县八步街道土锅村，炉机配置：2 台 300t/d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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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炉排焚烧炉+1 台 12MW 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特许经营期限为 30 年，即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51 年 12 月 31 日。 

垃圾发电项目开工于 2016 年，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全部机组并网发电，项

目建造工期长，其占用的资金成本、管理费用较高。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1

月 30 日，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账面价值 317,265,413.45 元（其中原始建造

成本 335,798,076.84 元，累计折旧 18,532,663.39 元），系织金县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特许经营权的摊余额。其账面构成如下表所示： 

项目 金额（万元） 

土地使用权 1,575.90 

房屋建筑物 14,868.96 

机器设备 14,465.50 

资本化利息 2,669.50 

合  计 33,579.81 

 

如上表可知，该项目的资金占用成本占总投入的比例较高，导致该项目的原

始入账金额偏高。 

(2) 评估预测思路分析 

1) 无形资产价值内涵 

列入评估范围的特许经营权为织金菲达运营的织金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特许经营权，上述特许经营权由毕节市织金县人民政府授予，织金菲达在特许

经营期内享有。 

2) 评估方法 

根据现行资产评估准则及有关规定，无形资产评估的基本方法有成本法、市

场法和收益法。 

成本法是把现行条件下重新形成或取得被评估资产所需承担的全部成本（包

括机会成本）、费用等作为重置价值，然后估测被评估资产业已存在的各种贬值

因素，并将其从重置价值中予以扣除而得到被评估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对无形

资产而言，由于其投入与产出具有弱对应性，有时创建的成本费用较低而带来的

收益却很大。相反，有时创建的成本费用很高，但带来的收益却不高，故本次评

估未选用成本法。 

市场法是指利用市场上同类或类似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经直接比较或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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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以估测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其采用替代原则，要求充分利用类似资产成交

的价格信息，并以此为基础判断和估测被评估资产的价值。由于无形资产具有较

强的独特性，交易案例较少，信息公开程度较差，因而很难获得可比的近期交易

案例，市场法评估赖以使用的条件受到限制，故本次评估未选用市场法。 

收益法是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未来预期收益的现值来判断资产价值的评估

方法。特许经营权无形资产未来产生的收益能够合理预测，与收益风险程度相对

应的折现率也能合理估算，结合本次资产评估的对象、评估目的和所收集的资料，

本次对其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3) 选用的评估方法简介及参数的选取路线 

收益法是指通过估算待估特许经营权无形资产在未来的预期正常收益，选用

适当的折现率将其折成现值后累加，以此估算待估特许经营权无形资产评估价值

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n
i

i
i 1

A
V

(1+r)

 — P 

式中  V：待估特许经营权无形资产价值 

Ai：第 i 年的现金流 

     r：折现率 

     n：收益年限 

     P：期初营运资金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本次评估采用分段法对特许经营

权的收益进行预测，即将特许经营权未来收益分为预测期期间的收益（即明确的

预测期期间产生的现金流）和预测期结束时的收益（即明确的预测期结束时产生

的现金流）。其中： 

特许经营权预测期期间的现金流＝息税前利润＋折旧及摊销－资本性支出

－营运资金补充 

特许经营权预测期结束时的现金流＝营运资金收回＋特许经营权到期后资

产残值回收 

采用分段法对特许经营权的收益进行预测，并选用适当的折现率将其折成现

值后，再扣除评估基准日的期初营运资金价值，最终确定无形资产价值。 

4) 收益期与预测期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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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织金菲达和毕节市织金县人民政府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织金县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期限为三十年，自项目正

式运营之日起计算。根据协议规定，正式运营日为项目完成竣工验收之后政府向

织金菲达发出正式开始运营通知之日，经向企业相关人员了解以及相关资料显示，

该项目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已完成竣工验收，政府可以将项目正式运营之日最

早定在 2021 年 11 月 23 日，但政府尚未发出通知，本次评估考虑到 1 个月收入

影响较小，故本次织金县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收益期按照有限期计算，特

许经营期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51 年 12 月 31 日，则收益预测期为 2021 年 12

月 01 日至 2051 年 12 月 31 日。 

5) 评估假设 

A. 基本假设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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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本次评估以公开市场交易为假设前提。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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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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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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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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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具体假设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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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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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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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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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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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特殊假设 

A) 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5〕78 号）文件规定，本项目垃圾发电业务享受增值税即征

即退 100%优惠政策，垃圾处理业务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70%优惠政策，发生的

增值税缴纳退还后可作为其他收益计入项目收入中。本次评估假设织金菲达在预

测期内能持续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 

B) 本次评估假设织金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未来的电价以及各县吨位垃

圾处理费保持当前收费标准。 

C) 根据织金菲达与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订立的两份《融资租赁合同》

（华融租赁（18）直字第 1801823100 号、华融租赁（18）直字第 1801883100 号）

规定，本次评估假设织金菲达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偿还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所有债权，即在合同期限内织金菲达拥有上述租赁物的使用权，合同到期后

拥有其所有权。 

D) 因特许经营权期限较长，影响未来法律法规的相关因素较多，该项目特

许经营权期满是否继续运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本次评估假设特许经营权期满后

不再运营，故在特许经营权期满后考虑资产残值现金流的回收。土地使用权按照

特许经营权期满后其剩余使用年限对应的价值确定现金流，其余资产按照原始入

账价值的 15%确定特许经营权期满后回收的现金流。 

评估人员根据资产评估的要求，认定这些前提条件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

以上评估前提和假设条件发生变化，评估结论将失效。 

6) 主要评估参数的评估过程 

A. 营业收入 

织金菲达的营业收入包括垃圾处理收入、垃圾焚烧发电收入和炉渣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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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垃圾处理收入预测 

公司目前主要接收织金县、黔西县、纳雍县的城市生活垃圾以及少量的洁净

垃圾和高速公路生活垃圾，根据协议规定，垃圾处理收入均按照进厂垃圾量乘以

吨位垃圾处理费计算确定，其中吨位垃圾处理费的收费标准如下表所示： 

垃圾分类 含税吨位垃圾处理费（元） 合同签订期限 

织金县 66.50  10 年 

黔西县 66.50  10 年 

纳雍县 

日平均垃圾进厂量低于 250 吨，吨位垃

圾处理费为 65 元；日平均垃圾进厂量不

低于 250 吨，吨位垃圾处理费为 60 元 

10 年 

洁净垃圾 200.00   

高速公路生活垃圾 80.00   

 

2021 年 12 月垃圾进厂量按照实际发生的数据统计，因 2021 年整年 2 台机

械炉排焚烧炉均处于满负荷运作，垃圾的质量（垃圾的热值）近期亦不会发生大

的变化，故预测期的垃圾进厂量参照 2021 年整年的数据进行预测；同时考虑到

与上述各县城市管理局签订的《城市生活垃圾委托处理协议》期限较长，协议到

期后与垃圾处理费定价相关的影响因素的变化情况不确定性较大，因此，本次评

估不考虑未来的吨位垃圾处理费的调整，假设织金县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未来吨位垃圾处理费保持当前的收费标准。 

B) 垃圾焚烧发电收入的预测 

2021 年 12 月的上网发电量根据实际情况测算，根据企业提供的数据显示，

2021 年年上网发电小时数为 8,376.00 小时，折算成年上网发电天数为 349 天 ，

年发电量为 7,785.58 万度，年上网发电量为 6,526.00 万度，年垃圾处理量为 23.64

万吨，超出设计产能（年垃圾处理量 21.9 万吨）1.74 万吨，原因系垃圾质量不高

（热值不够），需要燃烧更多的垃圾保持炉温（850 度以上）。 

经评估人员分析及与企业相关人员沟通了解，企业每 4 年会进行一次停产大

修，为期 20 天左右，大修期间无法进行发电。 

综合考虑项目的设计产能以及接收的垃圾质量短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此，

预测期的上网发电量参照 2021 年整年的数据进行预测，待到大修年份则扣减停

产大修时间对应的发电量。 

根据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黔发改价格（2019）437 号）对于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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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改革委关于织金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上网电价的通知，织金县城市生活垃

圾发电项目执行全国统一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 0.65 元（含税），垃圾焚烧

发电上网电价高出贵州省脱硫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0.3515 元/每千瓦时）的

部分实行两级分摊。其中，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每千瓦时 0.1 元，由此增

加的购电成本通过销售电价予以疏导；其余部分通过国家可再生能源基金补贴。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

的通知（发改价格[2006]7 号），国家可再生能源基金补贴按照以下两种方式取其

低确定补贴期限：发电项目自投产之日起，15 年内享受；项目全生命周期合理

利用小时数达到 82,500 小时，一旦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则取消补贴电价。根据织

金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实际运行情况，其国补补贴收入只能预测至 2030

年上半年，之后不再享受。 

根据织金菲达与毕节供电局的电费结算单显示，贵州省脱硫燃煤机组标杆上

网电价和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部分价格有所变动，截至评估基准日，织金

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上网电价由标杆上网电价（0.3179 元/每千瓦时）、国家

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补贴（0.1985 元/每千瓦时）和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的部分（0.1336 元/每千瓦时）三部分组成。因电价相关的影响因素未来变化情况

不确定性较大，因此，本次评估不考虑未来的电价调整，假设织金县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未来上网电价保持当前的收费标准，其中国家可再生能源基金补贴预

测至 2030 年上半年。 

C) 炉渣销售收入预测 

根据织金菲达与织金县正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签订的《织金

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渣资源化利用项目服务协议》，炉渣结算量=炉渣实际过

磅量-炉渣含水量（以双方聘请第三方机构取样检测标准为准）-炉渣生料量（有

机质超过75%的未燃尽残留物），炉渣销售收入=运行单价 15元/吨*炉渣结算量，

该协议期限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41 年 12 月 31 日。根据四川微谱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采样检测的结果显示，炉渣平均含水量为 21%。 

因协议签订时间较长，本次根据协议规定的运行单价以及炉渣结算量方式进

行预测。 

B. 未来营业成本的预测 

营业成本主要包括人工成本、特许经营权摊销、燃油费、化学用品、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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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费、维修中的备品备件、水电费等。 

对于人工成本，以 2021 年 1-11 月的职工薪酬水平为基础，并根据公司制定

的工资标准和人员配备情况，结合工资水平上涨等因素进行预测。 

对于特许经营权摊销，根据织金菲达现有的存量资产及预测增量资产的折摊

销情况进行预测。 

燃油费主要发生在冬季，因冬季垃圾热值不足，需要加入燃油助燃保持炉温；

本次根据 2021 年全年的燃油费支出情况进行预测。 

化学用品主要用于炉壁的除盐水、循环水、渗滤液处理等，本次根据 2021 年

全年的化学用品支出情况进行预测。 

技术服务费包括全厂设备维保及保洁服务费、烟气在线监测系统运行维保费

以及灰飞螯合样技检费等，本次根据企业已签合同价进行预测。 

2021 年全年备品备件支出共计 265 万元，因运营初期部分设计、安装不满

足生产需求，公司在 2021 年进行了技改，截至 2021 年年底，技改工作基本完

成。本次对备品备件支出的结合公司后期实际运营的需求以及考虑大修年间大修

费用支出的情况进行预测。 

对于水电费和劳务费，本次根据 2021 年全年的支出情况进行预测。 

根据公司与织金县正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签订的《织金县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渣资源化利用项目服务协议》规定，由织金菲达负责飞灰的

固化、螯合以及运输工作，截至现场工作日，关于飞灰的固化、螯合以及运输工

作，织金菲达通过招投标方式已签订了合同，故本次根据合同金额对炉渣销售成

本进行预测。 

C. 折现率的确定 

A) 折现率计算模型 

折现率是将未来收益折算为现值的比率，根据本次评估特点和收集资料的情

况，本次评估采用风险累加法确定折现率。计算公式为： 

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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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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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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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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选取的无风险报酬率为 3.10%。 

B) 风险报酬率的确定 

风险报酬率的确定主要运用综合评价法，即由产品服务风险、经营风险、市

场风险、财务风险、政策风险等之和确定。根据对本评估项目的分析及目前评估

惯例，各个风险系数的取值范围在 0%－5%之间，总风险系数在 0%－25%之间，

具体分析如下： 

产品服务风险：公司主要产品系城市生活垃圾焚烧产生的上网发电量，根据

织金菲达与织金县、黔西县、纳雍县签订的生活垃圾处理协议，对供应垃圾的区

域进行划分，具有一定的区域垄断性，能保证垃圾的供应，故产品服务风险较小。 

经营风险：织金菲达通过取得特许经营权的方式负责织金县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的运营管理及维护，特许经营权期限至 2051 年 12 月 31 日，剩余期限较长。

在运营期间内，公司依据签订的生活垃圾处理协议收取垃圾处理费，依据发改委

的相关文件收取电费，故经营风险较小。 

市场风险：公司与织金县、黔西县以及纳雍县均签订了较长期的生活垃圾处

理协议，对供应垃圾的区域进行划分，具有一定的区域垄断性；垃圾焚烧产生的

电量均已并网，不存在销售的问题，故市场风险较小。 

财务风险：垃圾处理和垃圾焚烧发电收入的收取存在一定的账期，且公司所

处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项目资金需求较大，目前尚有付息债务需要偿还，

故财务风险相对较高。 

政策风险：近年来，我国愈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

进可水再生能源改革，对环保行业的发展给与全方位的支持。故政策风险很小。 

针对上述风险简要介绍，对特许经营业务的各项风险进行打分，进而综合确

定无形资产的风险报酬率。结果见下表： 

序号 风险类别 最大风险值 分值 风险报酬率 

1 产品服务风险 5.00% 10.00 0.50% 

2 经营风险 5.00% 10.00 0.50% 

3 市场风险 5.00% 10.0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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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财务风险 5.00% 50.00 2.50% 

5 政策风险 5.00% 10.00 0.50% 

 风险报酬率   4.50% 

C) 折现率的确定 

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 

=3.10%+4.50% 

=7.60% 

故本次折现率取 7.60%。 

综上所述，营业收入中的垃圾处理费以及并网发电电量单价均具有相关文件

及合同的支撑，营业成本的预测亦参考历史年度的发生情况，故评估结果具有一

定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减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上网公告附件 

1.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织金菲达绿色能源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