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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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遵守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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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规定和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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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资产评估机构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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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委托人暨产权持有单位申报并经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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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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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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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的其对上海优

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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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对上海优尼斯工业服

务有限公司的债权，为此需要对评估基准日该经济行为涉及的沈阳机

床股份有限公司对上海优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债权进行评估，为

上述经济行为提供价值专业意见。 

评估对象：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对上海优尼斯工

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应收款类债权。 

评估范围：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对上海优尼斯工

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应收款类债权，账面价值 116,427.30 万元。 

评估基准日：2020 年 8 月 31 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成本法 

评估结论：评估基准日，委托评估的债权账面价值为 116,427.30

万元，评估价值为 47,956.41 万元，增值额为-68,470.89 万元，增值率

为-5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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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

况和正确理解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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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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正确理解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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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对 

上海优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债权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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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对上海优尼

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债权在评估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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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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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产权持有单位为沈

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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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规定的其他使用人。 

(一) 委托人简介 

1.委托人 

企业名称：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机股份公司”） 

法定住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17 甲 1 号 

法定代表人：车欣嘉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陆亿捌仟肆佰零叁万伍仟玖佰肆拾肆元整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3 年 05 月 20 日 

营业期限：1993 年 05 月 20 日至 2043 年 05 月 20 日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制造，机床制造，机械加工，进出口贸易（持

证经营）；国内一般商业贸易（国家专营、专卖、专控除外）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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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代购、代销、代储、代运；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承包境外机械

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普通货运；设备租赁；

珠宝首饰及黄金饰品加工、销售；黄金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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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产权持有单位简介 

同委托人。 

(三) 债务企业简介 

名    称：上海优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优尼

斯”)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 89 号 10 层 1011 室 

法定代表人：赵彪 

注册资本：124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 年 4 月 16 日 

营业期限：2013 年 4 月 16 日至 2033 年 4 月 15 日 

业务范围：工业设备（除专项）、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计算

机信息系统集成，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机械设备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工业设计，商务信息咨

询，机械设备租赁（除金融租赁），广告设计、制作，电脑图文设计，

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

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商务信息咨询，文化艺术交

流策划，工业产品设计，企业管理咨询，展览展示服务，建筑装饰建

设工程专项设计，建设工程监理服务，园林绿化，风景园林建设工程

专业设计，销售：机械设备及配件、机电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润

滑油、办公用品、工艺品、家具、建筑装饰材料、家居用品、电子产

品、音响设备、花卉苗木，以下限分支：仓储、运输、金属制品加工

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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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海优尼斯股权架构 

截至评估基准日，上海优尼斯的股权架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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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认缴及实缴出资额(元) 所占比例(%)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1,240,000,000.00 100.00 

合计 1,240,000,000.00 100.00 

2.近年资产、财务、经营状况 

债务企业近两年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8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3,086,330,359.10 1,107,939,183.99 949,606,656.09 

长期应收款 58,300,000.00 72,257,145.30 54,131,858.56 

长期股权投资 23,380,000.00 48,452,629.00 48,452,629.00 

固定资产 70,793,590.60 62,953,422.87 67,712,026.99 

无形资产 15,101,937.34 8,119,054.05 7,387,206.95 

开发支出 12,302,464.02   

长期待摊费用 910,799.98 708,399.94 573,426.58 

递延所得税资产 91,972,226.68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11,854.15 

资产合计 3,359,091,377.72 1,300,429,835.15 1,129,475,658.32 

流动负债 2,587,592,817.99 2,537,423,197.47 2,308,641,681.63 

非流动负债 52,789,983.25 40,040,832.61 161,766,998.76 

负债合计 2,640,382,801.24 2,577,464,030.08 2,470,408,680.39 

所有者权益 718,708,576.48 -1,277,034,194.93 -1,340,933,022.07 

债务企业近两年一期的经营状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 1-8 月 

一、营业总收入 1,469,961,862.68 167,035,491.98 57,609,459.78 

减：营业成本 1,236,999,490.20 315,789,744.34 66,873,484.36 

税金及附加 1,388,199.28 219,288.43 65,546.01 

销售费用 200,091,277.77 151,008,538.38 23,816,781.50 

管理费用 94,596,228.13 126,328,909.15 23,657,977.70 

研发费用  20,728,585.66 667,63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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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 1-8 月 

财务费用 12,012,588.72 1,803,950.65 1,490,155.07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961,039,855.23 -5,166,240.93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204,526,257.76 -85,441,594.16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79,927,264.71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109.29  

其他收益 12,544,800.00 -328,644,376.71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267,107,379.18 -1,903,896,724.73 -64,128,364.51 

加：营业外收入 253,440.00 126,180.0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266,853,939.18 -1,903,770,544.73 -64,128,364.51 

减：所得税费用  91,972,226.68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266,853,939.18 -1,995,742,771.41 -64,128,364.51 

债务企业 2019 年度、评估基准日会计报表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 年度会计报表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 委托人和产权持有单位之间的关系 

委托人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系本次拟转让债权行为所涉及债

权的产权持有单位，即上海优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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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对上海优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

司的债权，为此需要对评估基准日该经济行为涉及的沈阳机床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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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对上海优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债权进行评估，为上述经济

行为提供价值专业意见。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公司就此事项，于 2020 年 9 月 27 日下发了《关

于沈机股份出售子公司股权及母公司债权有关事项的批复》（通函字

[2020]68 号）。 

三、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 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是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对上海优尼斯

工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应收款类债权。 

(二) 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是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对上海优尼斯

工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应收款类债权，账面价值为 1,164,273,041.21 元。

该债权于沈机股份公司应收款项类资产科目核算，具体情况如下： 

 
债务人 业务内容 

最后一次 

变动日期 
账面价值（人民币元） 

1  上海优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款  2014 年 9 月 8,312,996.78  

2  上海优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款  2019 年 9 月 8,000.00  

3  上海优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款  2020 年 8 月 1,945,262.80  

4  上海优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款  2020 年 7 月 198,565.46  

5  上海优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款  2020 年 8 月 423,920.91  

6  上海优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   内部往来  2020 年 8 月 28,209,139.85  

7  上海优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款  2020 年 8 月 757,683,225.52  

8  上海优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款  2020 年 8 月 2,469,210.98  

9  上海优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   餐费  2020 年 7 月 47,000.00  

10  上海优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款  2020 年 1 月 19,250.00  

11  上海优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   借款  2020 年 8 月 364,956,468.91  

 
合计   1,164,273,041.21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对 

上海优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债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9 

以上债权包括沈机股份公司下属部门或分公司与债务企业上海

优尼斯产生的业务往来款及非业务往来款，其中业务往来款主要指业

务货款，非业务往来款主要为债务企业向沈机股份公司的借款，债务

企业未就该借款提供资产抵押或担保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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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账面价值经天职国际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 价值类型 

根据评估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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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基准日是 2020 年 8 月 31 日。 

评估基准日由委托人确定。 

六、 评估依据 

(一) 经济行为依据 

1.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7 日下发《关于沈机股

份出售子公司股权及母公司债权有关事项的批复》（通函字[2020]6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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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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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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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64

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 年 8 月 3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订)；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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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 年 10 月 28 日第十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7.《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财政部令第 32 号)； 

8.《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588 号)； 

9.《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财政部令第 3 号)； 

10.《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资发产权

[2006]306 号)； 

11.《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91 号)； 

12.《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令第 12 号)； 

13.《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资委产权[2006]274 号)； 

14.《关于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审核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国

资产权[2009]941 号)； 

15.《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指引》(国资发产权[2013]64

号)；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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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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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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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7]31 号)；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7]34 号)； 

6.《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 号)； 

7.《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 号)；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7]32 号)； 

9.《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10.《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中评协[2017]42 号)。 

(四) 权属依据 

1．业务销售发票； 

2．关联方借款协议； 

3．其他有关产权证明。 

(五) 取价依据  

1.入账凭证等资料； 

2.与此次资产评估有关的其他资料。 

(六) 其他参考依据 

1.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资产清单和评估申报表； 

2.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3.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信息库。 

七、 评估方法 

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

本次评估选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对债权本金，评估人员通过查阅业务销售发票、关联方借款协议，

对债权形成过程进行复核，同时查阅相关账簿、凭证并对债权进行函

证等方式对应收债权进行核实；通过与企业相关人员访谈、查阅相关

资料等方式了解款项的类型、债务人的性质、业务特点等。 

本次评估以企业申报的应收款项为基础，参考上海优尼斯工业服

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相关评估结果，对于明确已资不抵债

的债务企业按照债权人申报、且经审定的应收款项余额乘以债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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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后的资产负债比（该债务企业总资产评估值除以该债务企业总负

债评估值）的方式确定应收债权的评估值。 

八、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评估人员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3 日对评估对象涉

及的债权资产实施了评估。主要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如下： 

(一) 接受委托 

2020 年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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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拟定评估计划； 

2.组建评估团队； 

3.实施项目培训 

(1)对产权持有单位人员培训 

为使产权持有单位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理解并做好资产评估

材料的填报工作，确保资产评估申报材料的质量，我公司派专人对资

产评估材料填报中碰到的问题进行解答。 

(2)对评估人员培训 

为了保证评估项目的质量和提高工作效率，我公司对项目团队成

员讲解了项目的经济行为背景、评估对象涉及资产的特点、评估技术

思路和具体操作要求等。 

(三) 现场调查 

评估人员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1 日对评估对象

涉及的债权资产进行了必要的清查核实。 

1.指导产权持有单位填表和准备应向评估机构提供的资料 

评估人员指导产权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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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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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步审查和完善产权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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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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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反馈给产权持有单位对“资产评估明细

表”进行完善。 

3.清查核实 

债权资产的核实主要通过查阅业务销售发票、关联方借款协议，

对债权形成过程进行复核，同时查阅相关账簿、凭证并对债权进行函

证等方式对应收债权进行核实；通过与企业相关人员访谈、查阅相关

资料等方式了解款项的类型、债务人的性质、业务特点等。同时，通

过对债务人的历年审计报告、会计报表进行分析，确认债务人的资产

情况及经营情况。 

4.查验产权证明文件资料 

评估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的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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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委托

人等相关当事方获取的资料，以及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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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的依

据。 

(五) 评定估算 

评估人员针对债权的具体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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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人对初步评估结论进行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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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在内部审核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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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反馈意见进行合理修改后出具并提交资产评估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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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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

变化； 

2.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有关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

发展政策无重大变化； 

3.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有关的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

性征收费用等无重大变化； 

4.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5.针对评估基准日资产的实际状况，假设债务企业未来持续经

营。 

6.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管理层是负责的、稳定的，且

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7.除非另有说明，假设公司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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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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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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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评估结论 

评估人员根据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按照

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优尼斯有限公

司的债权采用成本法进行了评估，以上评估工作得出评估结论如下： 

评估基准日，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优尼斯有限公司

的债权账面价值为 116,427.30 万元，评估价值为 47,956.41 万元，增值

额为-68,470.89 万元，增值率为-5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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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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资产评估法》、相关评估准则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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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对资产评估对象

的法律权属提供保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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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次评估利用了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出具的天职业字[2020]37699 号审计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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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本次债务企业上海优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虽

然正常经营，但根据获取的相关财务数据显示，上海优尼斯的财务状

况已出现资不抵债，经营状况亦持续亏损，本次评估利用了北京中企

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2020)第 4422-01 号评估报告。 

(五) 根据《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委托人和其他相

关当事人委托资产评估业务，应当依法提供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等

资料，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资产评估师的责任是对该

资料及其来源进行必要的查验和披露，不代表对资产评估对象的权属

提供任何保证，对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进行确认或发表意见超出资

产评估师的执业范围关于评估程序受到限制的情形特别说明以及该

事项可能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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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上海优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子公司马鞍山优尼斯智能制造

谷有限公司本次申报纳入评估范围内的机器设备共计 211 项，全部存

放在企业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大龙港路 1515 号富马智造科技

园园区内的厂房中，主要包括 i5T 系列智能车床以及 i5M 系列加工中

心，设备全部购置于 2018 年 9 月，由于涉及诉讼事项，设备已全部

被法院查封，评估人员现场清查期间，设备全部处于闲置状态。本次

评估未考虑该诉讼事件以及其他诉讼、质押、担保、租赁事项对评估

结论的影响。 

(七) 评估基准日，上海优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及其部分子公司

存在被冻结的银行存款 6,483,569.89 元，本次评估未考虑此事项对评

估结果的影响。 

(八) 上海优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与国银金

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银租赁”)签订合同编号为国金租

【2018】租字第(B-057)号的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租赁物为 179 台

机床设备，租金总额为 2,200 万元人民币，租赁期限为 60 个月，季度

租金共 20 期，合同约定年的租赁年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

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含增值税）【上浮 12%】（含增值税），

租赁物留置价款为 100 元人民币。该笔融资租赁合同均由保证人沈阳

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出租人国银租赁签订保证合同，保证方

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本次评估未考虑该融资租赁事项对评估结

论的影响。 

(九) 本次评估未考虑应收款类债权的具体偿还方式、偿还时间等

清收因素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十) 本评估报告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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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资产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

途；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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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经济行为文件； 

附件二、审计报告； 

附件三、委托人和产权持有单位营业执照； 

附件四、评估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 

附件五、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的承诺函； 

附件六、签名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附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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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八、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评估资格证书复印件； 

附件九、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 

附件十、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卡复印件； 

附件十一、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