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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63     证券简称：永安林业     公告编号：2019-082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19 年

12月 2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9〕第 146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对

《关注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确认，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回

复，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你公司于 2019 年 12月 20 日披露《关于以公开受让方式出售子公司连城县

森威林业有限责任公司 95%股权的公告》称，拟以公开受让方式出售子公司连城

县森威林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标的公司）95%股权。该交易以 2019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5,472.30 万

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净资产价值为 16,481.76 万元，评估增值额为

11,009.46 万元，增值率 201.19%。此外，你公司定期报告显示，2018 年度、2019

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32,950.88 万元、-3,828.91

万元。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说明： 

一、 据披露，森林经营是你公司主营业务之一，而森林资源资产是标的公

司的主要资产。请你公司结合公司战略、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和变化趋势，说明

出售标的公司股权事项是否符合你公司发展战略，以及在 2019 年底启动上述股

权出售交易的原因和目的。 

答复： 

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公司将以政策为导向，立足福建省作为全国

首个生态文明试验区的优势，积极参与国家战略储备林基地建设，培育珍稀和大

径级森林资源，提升森林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森威公司现有森林资源面积

17.87 万亩，占公司森林资源总面积 176.3 万亩的 10.14%，森威公司股权转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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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仍拥有森林资源面积 158.43 万亩，不影响公司因地制宜的林业发展战略。 

近年来，公司受国家宏观林业政策、金融政策以及国际贸易摩擦等因素综合

影响经营困难，虽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是经营形势依然严峻，短期内林

地经营效益还无法得到体现。同时 2019 年公司归还长期借款 1.21 亿元、承兑融

资租赁款 2250 万元，全年支付利息约 7000 万元，目前公司流动资金严重不足。

为增加公司的流动资金，公司于 2019 年底启动了上述股权出售交易，若交易股

权完成后，可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约 1.3 亿元。 

二、 据披露，标的公司流动资产账面价值为 7,949.46 万元，评估值为

18,752.11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135.89%，其中主要为森林资源资产（存货）。

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流动资产的评估过程、关键评估参数及其选取的合理性，并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的评估说明。 

答复： 

（一）流动资产的评估过程 

1、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包括现金和银行存款，账面值 1,049,559.72元。其中现金 2,711.36

元、银行存款 1,046,848.36 元。 

（1）现金 

森威公司现金存放于公司的财务室，由出纳人员专人保管，出纳于每日下午

结账，进行盘点，核对与当日余额是否相符，并做出当日现金盘点表。评估人员

对库存现金进行了实地盘点，参与盘点人员包括：公司会计、出纳、评估人员以

及其他相关人员。评估人员根据评估基准日与盘点日之间的现金出库金额、现金

入库金额和盘点日余额倒推出评估基准日现金余额，推算公式为： 

评估基准日现金余额=实地盘点日现金余额+评估基准日与实地盘点日之间

的现金出库金额－评估基准日与实地盘点日之间的现金入库金额 

推算后余额与评估基准日余额核对相符，对于人民币现金以核实后的账面值

确定评估值。 

现金评估值 2,711.36 元。 

（2）银行存款 

森威公司银行存款账面值为 1,046,848.36 元。开户行为中国工商银行龙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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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城支行营业室共 2 个账户。评估人员根据企业提供的每一个账户的银行对账

单、余额调节表及银行存款申报表，首先与银行对账单的评估基准日余额相核对，

如有差额，再利用余额调节表上的未达账项，查明差额原因，并逐笔核对其是否

影响净资产。经逐项核实，各银行账户账面余额与银行对账单相符。评估人员还

对所有的银行账户进行了函证，回函相符。人民币银行存款以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银行存款评估值为 1,046,848.36 元。 

货币资金评估值为 1,049,559.72 元。 

2、应收款项：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19,567.20 元，计提坏账准备 0元，账面净值 119,567.20

元。主要为应收的产品销售货款。 

对应收款项，评估人员主要根据企业申报，通过抽查会计凭证，核实了款项

的结算对象、业务内容、发生时间及账面金额；同时进行了函证，函证结果与企

业账面净值一致；应收账款对应的收款对象与被评估单位为同一集团内部关联公

司，不存在款项收不回的因素，因此以核实后的金额作为评估值。 

根据以上评估，应收账款评估值为 119,567.20 元。 

（1）预付账款 

预付账款账面值 62,867.26 元，主要为预付的营林款。 

对预付账款，评估人员核实了账簿记录、有关原始凭证、业务合同和发生时

间、金额、款项性质等，同时，对预付账款进行了函证，确认各交易事项真实、

形成时间距基准日较近、付款金额核算无误，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说明，预付

罗新兴（连城县赖源新兴生态农场）营林工程款 42，867.26 元及预付连城县永

久林业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 元的营林工程款的服务至评估基准日已结束，

由于没有取得发票而被评估单位未进行账务处理，预付款项对应的劳务已完成，

对应的权利已取得，其相应的价值已在生产性生物资产进行评估，因此预付账款

评估为 0。 

预付账款的评估值为 0 元。 

（2）其它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17,883,073.27 元，计提坏账准备 500,873.27 元，账

面净值 17,382,200.00 元。主要为企业内部职工的备用金借款、关联企业间的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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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交通事故代垫款、押金、预借林价等。 

对大额其它应收款，评估人员查阅了有关交易事项的业务合同、会计凭证和

相关财务账簿，向企业财务部门查询了较长账龄款项形成的原因、有关客户与企

业的业务关系、欠款人信誉、经营状况及历史清欠情况，同时进行了函证；对一

般其它应收款，评估人员主要根据企业申报，通过抽查会计凭证，核实了各款项

的结算对象、业务内容、发生时间及账面金额；根据清查的情况，与企业同一时

点的财务审计报表进行核对，如有差异则查明原因，使应收账款申报明细表上反

映的有关信息准确完整、账表相符。对于有充分理由相信全部能收回的，按全部

应收款额计算评估值；对于有确凿根据表明无法收回的，按零值计算；账面上的

“坏账准备”科目按零值计算。具体如下： 

序号 2 应收连城县营林管理站营林保证金 6,000.00 元，发生日期 2007 年 6

月，系伐区造林保证金，因林业局注销该连城县营林管理站，目前连城县营林管

理站已不存在，所缴款项预计无法收回，按零值计算。 

序号 3 应收徐秋春交通事故代垫款 394,873.27 元，发生日期 2012 年。根据

被森威公司介绍，徐秋春原系公司员工，于 2012 年在驾驶公司车辆时因酒驾造

成交通事故。事故处理中，因徐秋春个人经济困难原因，公司于 2012 年 8月因

连带责任对交通事故赔偿共计 440,088.00 元。2012 年 8 月，公司从徐秋春个人

工资中扣回赔偿款 3,248.00 元；2012 年 11 月，徐秋春以被评估单位对其解除

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39,070.00 元偿还赔偿款；2012 年 12 月，徐秋春归还赔偿款

6,144.73 元；余款因徐秋春个人经济状况不佳截止评估基准日尚未偿还，评估

人员对该项账户进行查验凭证、调解协议书，并进行了函证程序，本次评估按核

实后的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序号 17 应收谢美月汇豪房子押金，为其他应付款调整至其他应收款，本次

评估按核实后的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其余其他应收款项均可正常收回。 

坏账准备 500,873.27 元评估为 0。根据以上清查评估，其他应收款评估值

为 17,876,073.27 元。 

3、存货 

存货均为原材料，为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森林资源资产，账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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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80,423.79 元。 

（1）评估方法 

在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中，评估方法主要有市场价倒算法、收获现值法、重置

成本法、林地期望价法、年金资本化法。我们对委托评估范围内资产进行了必要

的核查及技术鉴定，查阅了有关文件及技术资料，实施了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

序。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有关资料及评估时搜集资料的情况，针对林木资源资产按

照林龄或起源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其中属成熟林及过熟林，采用市场

价倒算法进行评估；属中龄林及近熟林，采用收获现值法进行评估；属幼龄林，

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属天然林，采用年金资本化法进行评估。对于林地采

用林地期望价法。具体如下： 

1）市场价倒算法 

市场价倒算法是用被评估林木采伐后所得的木材的市场销售总收入，扣除木

材经营所消耗的成本（含有关税费）及合理利润后，将剩余部分作为林木资产的

评估价值的方法。其基本公式如下： 

P=W-C-F 

式中：P—林木资产评估值； 

W—销售总收入； 

C—木材经营成本（包括采运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有关税费及不可

预见费）； 

F—木材经营合理利润； 

2）收获现值法 

收获现值法是利用收获表预测的被评估森林资源资产在主伐、间伐时纯收益

的折现值，扣除评估后到主伐期间所支出的营林生产成本折现值的差额，作为被

评估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值的一种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u

nt
nt

t

nu

u
n

i

C

i

A
KE

1 )1()1(
 

式中： 

En—林木资产评估值 

K—林分质量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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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标准林分 U年主伐时的纯收入（指木材销售收入扣除采运成本、销售费

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有关税费、木材经营的合理利润后的部分） 

Ci—评估后到主伐期间的营林生产成本 

u—经营期 

n—林分年龄 

i—投资收益率 

3）重置成本法 

重置成本法是按现时的工价及生产水平重新营造一块与被评估森林资源资

产相类似的资产所需的成本费用，作为被评估森林资源资产的评估值。其基本公

式如下： 

 

式中：E 为林木资产评估值； 

Ci 为第 i 年的以现行工价及生产水平为标准的生产成本； 

K 为林分质量调整系数，主要为林分的生长状况（株数调整系数、平均树高

调整系数）综合确定林分质量调整系数； 

r 为投资收益率，根据评估对象所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林业行业状况及

林木生长周期长等特点，并参考国家发改委、原建设部颁布的《建设项目经济评

价方法与参数》中营造林项目的基准收益率确定，林木资源的投资收益率取 6%； 

n为林分年龄。 

4）年金资本化法 

年金资本化法是将被评估林地资产每年相对稳定的地租收益作为资本投资

收益，按适当的投资收益率估算林地评估值的方法。 

 

式中：E—林木资产评估值； 

A—稳产期后竹林的年平均纯收益； 

P—投资收益率； 

n—收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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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地期望价法 

林地期望价法评估对象为林地使用权，以实现森林永续利用为前提并假定每

个轮伐期林地上的收益相同，支出也相同，从无林地造林开始进行计算，将无穷

多个轮伐期的净收益全部折为现值累加求和作为拟评估林地资产评估值。其计算

公式为： 

E= —  

式中：E—林地期望价法评估值； 

Au—林分 u 年主伐时的净收益; 

Aa、Ab—一个轮伐期内第 a年、第 b 年间伐或其他净收益； 

Ci—各年度营林直接投资； 

V—平均营林生产间接费用； 

n—轮伐期 

P—投资收益率 

（2）存货评估结论 

存货账面值 60,880,423.79 元，评估值 168,501,235.76 元，评估增值额

107,620,811.97 元，增值率为 176.77%。增值主要原因为企业申报的存货均为森

林资源，企业入账成本为历史成本，而对中林龄、近熟林、成熟林、过熟林及林

地使用权采用的评估方法为收益法或市场法，是从市场变现的角度体现评估值，

因而造成评估增值。 

（二）关键评估参数及其选取的合理性： 

1、木材销售价格：评估基准日各规格木材销售单价（单位：元/立方米）如

下表： 

单位:元/m³ 

树种 规格材 小径材 薪材 

杉木 1150 1050  

马尾松 800 750 450 

阔叶树 800 600 450 

桉树 750 670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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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参数合理性：以当地木材市场平均销售价为基础，结合其周边县市及被

评估单位木材销售基准日近期销售价格进行综合分析，确定各树种木材销售平均

价格 

2、生产经营成本： 

（1）木材直接采伐成本: 按出材量 245 元/m³； 

（2）短途运输费:按出材量 55 元/m³； 

（3）伐区设计费：按蓄积量 10元/m³； 

（4）伐区检尺计费：按出材量 10 元/m³； 

（5）林价（林地使用权费）：企业林价存在两种支付方式，一种为与姑田镇

东华村签订的按年支付林价，具体为 5 元/亩·年；另一种为除姑田镇东华村外

的村落参照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林地使用费稳定国有林场和林业采育场经

营区的通知(闽政文〔2005〕50 号)文件的规定，林价按树种区分在林木采伐时

一次性支付，具体为下表所示： 

单位:元/m³ 

树种 规格材 小径材 薪材 

杉木 48 33.6 0.00 

马尾松 27 18.9 0.00 

阔叶树 21 14.7 0.00 

桉树 21 14.7 0.00 

（6）销售费用：根据企业历史财务报表及与管理层的了解，森林资源的销

售为供小于求，企业未设置销售人员岗位，不产生销售费用； 

（7）管理费用：按蓄积量 2.61/m³； 

（8）不可预见费：按木材销售价格减去木材直接采伐成本减去短途运输费

后金额的 5%； 

（9）木材生产经营段利润：按木材直接采伐成本的 15%计算。 

评估参数合理性：按委估林木资源的分布、地利条件及当地木材生产的实际

情况确定，其中伐区设计费按蓄积量计费，其他按出材量计算，木材生产成本主

要指采伐成本、短途运费及道路维修养护费等。 

3、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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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下发的《关于取消、停征和整合部分政府性基金项目等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6]11 号）的规定，自 2016 年 2 月 1 日起育林基金征收标准

降为零；根据《福建省连城县国家税务局（连国税函[2009]27 号）》的批复，连

城县森威林业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国家税法相关规定，销售自产初级农产品免征增

值税。 

评估参数合理性：依据相关税收法律文件确定。 

4、营林生产成本： 

作业项目 

亩

单

价

总

计 

更新造林 幼林抚育 
苗 木

款 
运费 

亩

单

价

合

计 

林

地

清

理 

整

地

挖

穴 

整

地

挖

穴 

施

基

肥 

栽植 

恶

性

杂

草

处

理

等

其

他

直

接

费

用 

块  

锄

全

劈 

(常

规) 

全

劈 

追

肥 

容

器

苗 

大

田

苗 

容

器

苗 

大

田

苗 

肥

料 人

工

林 

 

杉

明

穴

200         

株 /

亩 

马

200

株 /

亩 

0.5

公

斤

/

穴 

容

器  

(纯

林) 

大田

（纯

林） 

亩

平

均

单

价

(元

/

杉

木 

200 1088  445  143   170    38    34  60  110  70  44    110    4  5  

马

尾

松 

200 1044  425  143    134  38  50    60  110  70  44  80    10    5  

阔

叶
200 1088  445  143  170    38    34  60  110  70  44    110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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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树 

评估参数合理性：营林生产成本根据连城县森威林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历史数

据及公司生产定额标准综合确定，分为造林成本及抚育成本，其中，林地清理、

整地挖穴、栽植、施基肥、恶性杂草处理等其他直接费用、苗木款为更新造林成

本，系一次性支出；块锄全劈 (常规)、全劈、追肥为更新造林后两年内每年发

生支出，据企业生产人员介绍，根据林地的实际情况，现营林生产基本无需施基

肥及追肥的工序。 

5、出材率： 

经营类型 树种 合计 规格材 小径材 薪材 

中劲材及

以上 

杉木 72% 32.4% 39.6%  

马尾松 87% 32.4% 39.6% 15% 

阔叶树 85% 29.25% 35.75% 20% 

桉树 72% 32.4% 39.%  

小径材 

杉木 72% 21.6% 50.4%  

马尾松 87% 21.6% 50.4% 15% 

阔叶树 85% 19.5% 45.5% 20% 

桉树 72% 32.4% 39.%  

评估参数合理性：出材率根据企业历史情况结合、访谈记录及当地近年来的

出材情况综合分析确定。 

6、林分生长率预测模型： 

杉木：  

人工松木：  

天然松木：  

人工阔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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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阔叶林：  

桉树：  

e：自然常数=2.71828 

t：林龄 

评估参数合理性：各树种生长预测模型是利用福建省现行《森林经营类型表》

中优势树种中径材经营类型的生长指标及本评估机构所收集的数据，选择理查德

方程建立林分蓄积量和平均胸径生长预测模型。 

7、各树种、各经营类型主伐年龄 

经营类型 主伐年龄 经营类型 主伐年龄 经营类型 主伐年龄 

集杉大 31 集马大 41 天阔大 51 

集杉中 26 集马中 31 天阔中 31 

一杉大 36 一马大 51 天马大 51 

一杉小 21 一马小 26 天马中 31 

一杉中 26 一马中 31 速阔中 16 

短伐马 16 短湿火 16 慢阔中 41 

短伐马 7     

评估参数合理性：根据《福建省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定》（2006 年）

的要求确定。 

8、林地使用费 

单位：元/m 3 

树种 杉木 松木 阔叶树 桉树 

原木 48 27 27 27 

综用 33.6 18.9 18.9 18.9 

评估参数合理性：依据闽政文[2005]50 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林地

使用费稳定国有林场和林业采育场经营区的通知》规定，于林木采伐时支付林地

使用费。 

9、投资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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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评估对象所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林业行业状况及林木生长周期长等

特点，杉木、马尾松、阔叶树、桉树的投资收益率取 6%，林地使用权的投资收

益率为 6.8%。 

评估参数合理性：根据评估对象所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林业行业状况及

林木生长周期长等特点，并参考国家发改委、原建设部颁布的《建设项目经济评

价方法与参数》中营造林项目的基准收益率确定。 

（三）标的资产的评估说明 

公司将另行披露标的资产的评估说明。 

三、请你公司说明该交易的后续安排，上述股权出售的预计完成时间及相

关损益的确认时点，以及假设本交易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且以标的资产

评估值作为交易价格，本交易对你公司损益的具体影响数及相应的会计处理。 

答复： 

该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在《福建日报》

上刊登了竞标公告，定于 2020 年 1 月 10日上午十时在公司举行竞标会。如有竞

标人中标，则预计在 2020 年 1 月 15 日前完成本交易事项合同的签订工作。本交

易事项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无法完成。 

四、 据披露，目前标的公司尚有 16,134 亩林地未办理林权证，该部分资

产的评估价共计 1,345.47 万元，按本次股权转让 95%计算共计 12,781,965 元，

对于该部分款项，待相关林权证办理后的五日内，再由受让方按具体办妥的林

权证对应本次转让评估报告中的评估结果按 95%支付给公司。请你公司说明在交

易对手方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公司作出前述支付安排的主要考虑，本次交易是

否已存在潜在交易对手方且公司已与其进行过商谈，如是，请说明该等对手方

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答复： 

目前标的公司尚有 16,134 亩林地未办理林权证，林权证的办理需要一个过

程，公司根据林权证办理进度情况要求受让方支付相应款项公平合理。本次交易

的相关公告披露前已有意向方与公司进行过商谈，意向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五、评估报告之“评估范围”部分披露未办理林权证的林地面积共计 1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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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合计蓄积量 103,212m³，在评估报告“权属瑕疵或资料不全事项”部分披露

未办理林权证的林地面积共计 16,134 亩，合计蓄积量 103,837m³。请你公司核

实前述披露内容是否存在矛盾，如是，请对相关内容予以更正披露；如否，说

明理由。 

答复： 

前述披露内容不存在矛盾。评估报告之“评估范围”为连城县森威林业有限

责任公司经企业申报的在评估基准日未经审计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具体包括：流

动资产、固定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长期待摊费用、流动负债等。评估范围内

的实物资产主要为存货、设备类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等。其中实物资产中未办

理林权证的林地面积包括存货中的森林资源资产 15,432 亩，合计蓄积量

103,212m³；“生产性生物资产”中毛竹森林资源资产面积为 702 亩，蓄积量 625m

³，合计未办理林权证的林地面积 16,134 亩，蓄积量为 103,837m³。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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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公司于2019年12月20日披露《关于以公开受让方式出售子公司连城县森威林业有限责任公司95%股权的公告》称，拟以公开受让方式出售子公司连城县森威林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标的公司）95%股权。该交易以2019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5,472.30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净资产价值为16,481.76万元，评估增值额为11,009.46万元，增值率201.19%。此外，你公司定期报告显示，2018年度、2019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说明：
	一、 据披露，森林经营是你公司主营业务之一，而森林资源资产是标的公司的主要资产。请你公司结合公司战略、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和变化趋势，说明出售标的公司股权事项是否符合你公司发展战略，以及在2019年底启动上述股权出售交易的原因和目的。
	二、 据披露，标的公司流动资产账面价值为7,949.46万元，评估值为18,752.11万元，评估增值率为135.89%，其中主要为森林资源资产（存货）。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流动资产的评估过程、关键评估参数及其选取的合理性，并补充披露标的资产的评估说明。
	评估参数合理性：根据评估对象所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林业行业状况及林木生长周期长等特点，并参考国家发改委、原建设部颁布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中营造林项目的基准收益率确定。
	（三）标的资产的评估说明
	公司将另行披露标的资产的评估说明。
	三、请你公司说明该交易的后续安排，上述股权出售的预计完成时间及相关损益的确认时点，以及假设本交易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且以标的资产评估值作为交易价格，本交易对你公司损益的具体影响数及相应的会计处理。
	四、 据披露，目前标的公司尚有16,134亩林地未办理林权证，该部分资产的评估价共计1,345.47万元，按本次股权转让95%计算共计12,781,965元，对于该部分款项，待相关林权证办理后的五日内，再由受让方按具体办妥的林权证对应本次转让评估报告中的评估结果按95%支付给公司。请你公司说明在交易对手方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公司作出前述支付安排的主要考虑，本次交易是否已存在潜在交易对手方且公司已与其进行过商谈，如是，请说明该等对手方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五、评估报告之“评估范围”部分披露未办理林权证的林地面积共计15,432亩，合计蓄积量103,212m³，在评估报告“权属瑕疵或资料不全事项”部分披露未办理林权证的林地面积共计16,134亩，合计蓄积量103,837m³。请你公司核实前述披露内容是否存在矛盾，如是，请对相关内容予以更正披露；如否，说明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