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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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规定及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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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坚持

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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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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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资产评估报告中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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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

评估结论，应当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一、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及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本次资产评估的委托人为宁波甬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湶投资)，被评估

单位为杉杉新材料(衢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新材料)。 

根据《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其他使用人为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二、评估目的 

甬湶投资拟转让杉杉新材料的股权，为此需要对该经济行为涉及的杉杉新材料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该经济行为提供杉杉新材料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涉及上述经济行为的杉杉新材料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为杉杉新材料申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

产及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按照杉杉新材料提供的业经审计的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财务报表反映，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1,095,680,386.34

元、454,581,561.51 元和 641,098,824.83 元。同时，杉杉新材料将账面记录及未

记录的 64项专利及相关技术等无形资产一并列入评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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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五、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为 2022年 8月 31日。 

六、评估方法 

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和

收益法进行评估。 

七、评估结论 

经综合分析，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杉杉新材料股东全部权益

的评估值，杉杉新材料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1,371,000,000.00 元(大写为人

民币壹拾叁亿柒仟壹佰万圆整)，与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641,098,824.83 元相比，

评估增值 729,901,175.17 元，增值率为 113.85%。 

八、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 

本评估结论仅对甬湶投资拟转让杉杉新材料股权之经济行为有效。本评估结论

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自评估基准日 2022年 8月 31日起至 2023年 8月 30日止。 

 

资产评估报告的特别事项说明和使用限制说明请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宁波甬湶投资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4 

 

宁波甬湶投资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坤元评报〔2022〕899号 

 

宁波甬湶投资有限公司：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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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按

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贵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杉杉新材料(衢州)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在 2022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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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估单位及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本次资产评估的委托人为宁波甬湶投资有限公司，被评估单位为杉杉新材料

(衢州)有限公司。 

(一) 委托人概况 

1. 名称：宁波甬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湶投资) 

2.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777号801室 

3. 法定代表人：李智华 

4. 注册资本：贰亿元整 

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2MA281R736Q 

7. 登记机关：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

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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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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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评估单位概况 

一) 企业名称、类型与组织形式 

1. 名称：杉杉新材料(衢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新材料) 

2. 住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华荫北路62号 

3. 法定代表人：朱学全 

4. 注册资本：贰亿陆仟肆佰零伍万元整 

5.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069212626K 

7. 登记机关：衢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8.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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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有色金属合金销售；电

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 企业历史沿革 

1．公司成立时情况 

杉杉新材料前身为浙江巨化凯蓝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5月 20日，

注册资本 2,400万元，分两期出资。2013 年 5月 8日，股东巨化集团公司以货币资

金出资 1,3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5%；2013 年 11月 15日，股东巨化集团公司和

洛阳森蓝化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专有技术共同出资 1,080万元，其中巨化集团公

司出资 59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4.75%，洛阳森蓝化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486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25%。 

成立时各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巨化集团公司 1,914.00 79.75% 

洛阳森蓝化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86.00 20.25% 

合计 2,400.00 100% 

2．公司历次股权变更情况 

2014年 12月 15日，巨化集团公司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将其所持有的浙江巨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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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浙江凯圣氟化学有限公司，经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

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凯圣氟化学有限公司 1,914.00 79.75% 

洛阳森蓝化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86.00 20.25% 

合计 2,400.00 100% 

2016年 10月 19日，杉杉股份牵手巨化集团对浙江巨化凯蓝新材料有限公司进

行增资扩股，注册资金由 2,400万元增资至 12,000万元，同时公司更名为杉杉新材

料(衢州)有限公司，增资后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宁波甬湶投资有限公司 7,314.00 60.95% 

浙江凯圣氟化学有限公司 4,200.00 35.00% 

洛阳森蓝化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86.00 4.05% 

合计 12,000.00 100% 

2017年 12月 21日，浙江凯圣氟化学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杉杉新材料 35%股权

转让给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经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宁波甬湶投资有限公司 7,314.00 60.95%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4,200.00 35.00% 

洛阳森蓝化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86.00 4.05% 

合计 12,000.00 100% 

2019年 11月 28日，宁波甬湶投资有限公司对杉杉新材料进行增资，注册资本

由 12,000万元增资至 26,405万元，增资后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宁波甬湶投资有限公司 21,719.00 82.25%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4,200.00 15.91% 

洛阳森蓝化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86.00 1.84% 

合计 26,405.00 100% 

三) 被评估单位前三年及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业绩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基准日 

资产 677,930,319.45 676,946,771.32 1,051,571,987.18 1,095,680,386.34 

负债 500,296,601.30 521,566,880.61 520,422,240.68 454,581,561.51 

股东权益 177,633,718.15 155,379,890.71 531,149,746.50 641,098,824.83 

项目名称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1-8 月 

营业收入 359,835,545.81 423,554,707.87 1,110,990,999.33 629,463,944.96 

营业成本 321,860,635.59 383,037,094.19 552,116,507.69 452,818,229.80 

利润总额 -76,598,464.28 -21,898,370.37 398,371,778.30 126,893,802.22 

净利润 -76,922,464.28 -22,060,370.37 375,568,819.76 110,403,0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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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数据均已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且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 被评估单位经营情况等 

杉杉新材料成立于2013年5月，专业从事锂电池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具体

产品为电解液和六氟磷酸锂。六氟磷酸锂系锂电池电解液的核心原材料，杉杉新材

料的六氟磷酸锂产品主要用于电解液生产中，剩余的六氟磷酸锂对外销售。目前企

业的六氟磷酸锂产能0.3万吨/年，电解液产能3万吨/年。企业二期年产5万吨锂电池

材料及配套项目正在建设当中，未来将新增六氟磷酸锂产能0.4万吨/年，电解液产

能3万吨/年。 

(三) 委托人与被评估单位的关系 

委托人为被评估单位的控股股东，委托人拟转让被评估单位的股权。 

(四) 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根据《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其他使用人为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的评估报告使用人。 

二、评估目的 

甬湶投资拟转让杉杉新材料的股权，为此需要对该经济行为涉及的杉杉新材料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该经济行为提供杉杉新材料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涉及上述经济行为的杉杉新材料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为杉杉新材料申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

产(包括建筑物类固定资产、设备类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清理、在建工程、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和其他非流动资产)及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系递

延收益)。按照杉杉新材料提供的业经审计的截至 2022年 8月 31 日财务报表反映，

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1,095,680,386.34 元、454,581,561.51

元和 641,098,824.83 元。同时，杉杉新材料将账面记录及未记录的 64项专利及相

关技术等无形资产一并列入评估范围。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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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一、流动资产   606,631,270.41 

 二、非流动资产   489,049,115.93 

 其中：固定资产 436,759,591.20 287,943,387.85 

       在建工程   153,240,994.05 

       无形资产   24,279,952.07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24,279,952.07 

       长期待摊费用   4,200,949.42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026,119.65 

       其他非流动资产   9,357,712.89 

    资产总计   1,095,680,386.34 

 三、流动负债   454,018,227.99 

 四、非流动负债   563,333.52 

    负债合计   454,581,561.51 

    股东全部权益   641,098,824.83 

1. 委托评估的实物资产主要包括存货、建筑物类固定资产、设备类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清理和在建工程，其中： 

(1) 列入评估范围的存货账面价值94,886,260.30元，主要包括二氟磷酸锂、氟

代碳酸乙烯酯等原材料，电解液、锂盐等库存商品，无水氟化氢、五氯化磷等在产

品以及周转材料，主要位于杉杉新材料厂区内。 

(2) 列入评估范围的建筑物类固定资产账面原值115,862,675.88元，账面净值

90,946,126.49元，主要包括厂房、办公楼、仓库和研发楼等25项建筑物和安装工程、

消防事故收集池、道路工程和井工程等13项构筑物，均位于衢州市华荫北路62号厂

区内。 

(3) 列入评估范围的设备类固定资产共计13,682台（套、辆），合计账面原值

320,146,836.42元，账面净值197,810,710.89元，减值准备1,563,528.43元。主要

为-50℃复叠机组、气动输送装置、母液回收槽等等生产设备。委估设备除生产设备

外，还包括供配电、环保等公用工程设备和电脑、空调等办公设备及车辆，除部分

产品包装桶外发客户外，其余均分布于杉杉新材料各生产/办公场地内。 

(4) 列入评估范围的固定资产清理账面价值750,078.90元，系拟报废的24台晶

析槽机器设备，均位于被评估单位生产场地内。 

(5) 列入评估范围的在建工程账面价值153,240,994.05元，包括土建工程

39,644,350.38元、安装工程108,453,386.07元和工程物资5,143,257.60元，主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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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5万吨锂电池材料及配套项目（二期），含4000吨的六氟磷酸锂、3万吨的电解液

项目，均分布于杉杉新材料生产厂区内。 

2. 委托的无形资产包括有账面记录的土地使用权和杉杉新材料申报的账面记

录及未记录的专利权及相关生产技术。 

(1) 账面记录的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列入评估范围的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 24,279,952.07 元，系二宗工业用地，面

积合计为 148,545.00 平方米(分别为 91,387.00 平方米和 57,158.00 平方米)，使用

权类型为出让，均位于衢州市华荫北路 62 号。 

(2) 账面未做记录的无形资产 

截至评估基准日，杉杉新材料申报的账面记录及未记录的无形资产包括 64项专

利权及相关生产技术，专利权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所属公司 专利类别 申请号或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名称 授权情况 

1 

浙江凯圣氟化学有限

公司/杉杉新材料(衢

州)有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310472751.9 2013/10/11 
一种六氟磷酸锂的

化学深度纯化方法 
已授权 

2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实用新型 201420485222.2 2014/8/27 

一种内置有氟气缓

冲罐的氟磷反应器 
已授权 

3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实用新型 201420485412.4 2014/8/27 

一种应用于氟磷反

应的鼓动式原料补

加装置 

已授权 

4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实用新型 201420485831.8 2014/8/27 

一种应用于氟磷反

应的推拉式加料装

置 

已授权 

5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实用新型 201420485336.7 2014/8/27 

一种并联式氟磷反

应器 
已授权 

6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实用新型 201420485413.9 2014/8/27 

一种氟气缓冲罐串

联的氟磷反应器 
已授权 

7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实用新型 201420485693.3 2014/8/27 

一种带有外置氟气

缓冲罐的氟磷反应

器 

已授权 

8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实用新型 201420485484.9 2014/8/27 

一种应用于氟磷反

应的搅拌式加料装

置 

已授权 

9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浙江凯圣氟

化学有限公司 

实用新型 201320626258.3 2013/10/11 
一种五氟化磷的连

续合成装置 
已授权 

10 

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

有限公司/杉杉新材

料(衢州)有限公司 

实用新型 201721591400.X 2017/11/24 
一种电位滴定仪用

滴定杯 
已授权 

11 

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

有限公司/杉杉新材

料(衢州)有限公司 

实用新型 201721590628.7 2017/11/24 
一种带留样功能的

取样装置 
已授权 

12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实用新型 201820539394.1 2018/4/6 

一种内衬结构的金

属软管 
已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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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公司 专利类别 申请号或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名称 授权情况 

13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实用新型 201820539304.9 2018/4/16 一种槽罐 已授权 

14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实用新型 201821231523.7 2018/8/1 

一种氟化物检测用

搅拌装置 
已授权 

15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实用新型 201821230499.5 2018/8/1 

一种用于测试混酸

的搅拌容器 
已授权 

16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810950718.5 2018/8/20 

一种锂离子电池用

非水电解液及使用

该非水电解液的锂

离子电池 

已授权 

17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811197583.6 2018/10/15 

一种复合型锂离子

电池电解液及包含

该电解液的锂离子

电池  

已授权 

18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实用新型 201821582655.4 2018/9/27 

一种锂离子电池电

解液混合装置 
已授权 

19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811153617.1 2018/9/30 

一种低成本制备甲

磺酸五氟苯酯的方

法 

已授权 

20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实用新型 201821573803.6 2018/9/27 

一种用于拍摄六氟

磷酸锂晶体显微镜

照片的简易装置 

已授权 

21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东莞市杉杉

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811232499.3 2018/10/22 

一种锂离子电池电

解液及包含该电解

液的锂离子电池 

已授权 

22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811175897.6 2018/10/10 

一种锂离子电池用

非水电解液及使用

该电解液的锂离子

电池  

已授权 

23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910187355.9 2019/3/13 

一种低成本制备高

纯度定比例混合锂

盐的方法以及这种

混合锂盐在锂离子

电池中的应用 

已授权 

24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JP2019-091092 2019/3/13 

一种高纯度定比例

混合锂盐的制备方

法及其应该 

已授权 

25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811429535.5 2018/11/27 

一种电池电解液添

加剂、含有该添加剂

的电解液及其应用 

已授权 

26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811409534.4 2018/11/24 

 一种宽温型锂离子

电池复合固态电解

质及其制备方法 

已授权 

27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811594554.3 2018/12/25 

 一种含氟溶剂和吡

啶类添加剂的电解

液及使用该电解液

的锂离子电池  

已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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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811595743.2 2018/12/25 

一种含硅溶剂和吡

啶类添加剂的电解

液及使用该电解液

的锂离子电池 

已授权 

29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811584376.6 2018/12/24 

 一种含硅溶剂和噻

吩类添加剂的电解

液及使用该电解液

的锂离子电池   

已授权 

30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811605214.6 2018/12/26 

一种含硅溶剂和磺

酸酯类添加剂的电

解液及使用该电解

液的锂离子电池 

已授权 

31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910064856.8 2019/1/23 

一种高温水相法制

备的高纯双草酸硼

酸锂及其应用  

已授权 

32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910028551.1 2019/1/11 

 一种改善锂离子电

池低温性能的电解

液及包含该电解液

的锂离子电池  

已授权 

33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910005604.8 2019/1/3 

 一种兼顾高低温优

异性能的高电压锂

离子非水电解液及

锂离子电池   

已授权 

34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910049966.7 2019/1/18 

一种兼顾高低温性

能的电池电解液添

加剂、电解液及高镍

三元锂离子电池 

已授权 

35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910169541.X 2019/3/6 

 一种三元锂离子电

池非水电解液及含

该电解液的高镍三

元锂离子电池  

已授权 

36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910147259.1 2019/2/27 

一种三元锂离子电

池电解液及含有该

电解液的锂离子电

池  

已授权 

37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910161451.6 2019/3/4 

一种高压三元锂离

子电池电解液及含

该电解液的锂离子

电池  

已授权 

38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910147708.2 2019/2/27 

一种适用于硅碳负

极的电解液及包含

该电解液的锂离子

电池 

已授权 

39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910169548.1 2019/3/6 

一种硅基负极锂离

子电池非水电解液

及含该电解液的硅

基负极锂离子电池 

已授权 

40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910210123 2019/3/19 

一种高温高电压非

水电解液及含该非

水电解液的锂离子

电池 

已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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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910281522.6 2019/4/9 

一种耐低温锂离子

电池非水电解液及

锂离子电池 

已授权 

42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910723100.X 2019/8/6 

一种含硅溶剂和单

烷烃硫酸酯锂盐的

电解液及锂离子电

池 

已授权 

43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910660827.8 2019/7/22 

一种宽温型锂离子

电池电解液及含该

电解液的锂离子电

池  

已授权 

44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910678959.3 2019/7/25 

一种兼顾高低温性

能的锂离子电池电

解液及锂离子电池 

已授权 

45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实用新型 201921264457.8 2019/8/6 

一种锂离子电池电

解液样品低温配制

方法 

已授权 

46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910710746.4 2019/8/2 

一种防过充锂离子

电池电解液 
已授权 

47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910729926.7 2019/8/8 

包含含硫锂盐衍生

物添加剂的非水电

解液及锂离子电池 

已授权 

48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910740167.4 2019/8/12 

用于硅碳负极的电

池电解液及含该电

解液的锂离子电池 

已授权 

49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910881849.7 2019/9/18 

一种氰基环状不饱

和烃类及其制备方

法 

已授权 

50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910853115.8 2019/9/10 

一种三盐体系的锂

离子电池非水电解

液及锂离子电池  

已授权 

51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910918915.3 2019/9/26 

一种高电压下使用

的高镍锂离子电池

及以获得该锂离子

电池的非水电解质

溶液 

已授权 

52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910873373.2 2019/9/17 

高电压锂离子电池

用非水电解液及使

用该电解液的锂离

子电池 

已授权 

53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911325650.2 2019/12/20 

一种非水电解液及

其锂离子电池 
已授权 

54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911325669.7 2019/12/20 

一种不饱和硫酸酯

锂的制备方法 
已授权 

55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1911325653.6 2019/12/20 

一种锂离子电池用

非水电解液及其锂

离子电池 

已授权 

56 

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

有限公司/杉杉新材

料(衢州)有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2010252839.X 2020/4/2 

一种锂离子电池电

解液及含有该电解

液的锂离子电池 

已授权 

57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2010585098.7 2020/3/23 

一种高电压锂离子

电池电解液及使用

该电解液的锂离子

电池 

已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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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2010273635.4 2020/4/9 

一种锂离子电池非

水电解液及锂离子

电池 

已授权 

59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2011639152.8 2020/6/9 

一种替代丙烷磺内

酯的电解液添加剂

及其锂离子电池电

解液和锂离子电池 

已授权 

60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10-2019-0053494 2019/3/13 

一种高纯度定比例

混合锂盐的制备方

法及其应用 

已授权 

61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2110284693.1 2021/3/17 

一种高电压锂离子

电池用非水电解液

及锂离子电池 

已授权 

62 

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

有限公司/杉杉新材

料(衢州)有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2110423505.9 2021/4/20 

一种锂离子电池电

解液及含有该电解

液的锂离子电池 

已授权 

63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实用新型 202122869077 2021/11/23 

一种高纯六氟磷酸

锂生产装置 
已授权 

64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 200910064811.7 2009/5/7 

六氟磷酸锂连续化

制备工艺 
已授权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上述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本次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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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评估选择该价值类型，主要是基于本次评估目的、市场条件、评估假设及

评估对象自身条件等因素。需要说明的是，同一资产在不同市场的价值可能存在差

异。 

五、评估基准日 

为使得评估基准日与拟进行的经济行为和评估工作日接近，委托人确定本次评

估基准日为 2022年 8月 31日，并在评估委托合同中作了相应约定。 

评估基准日的选取是委托人根据本项目的实际情况、评估基准日尽可能接近经

济行为的实现日，尽可能减少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等因素后确定的。 

六、评估依据 

(一) 法律法规依据 

1.《资产评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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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法》《民法典》《证券法》； 

3.其他与资产评估有关的法律、法规等。 

(二) 评估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基本准则》；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 

9.《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无形资产》； 

10.《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 

11.《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 

12.《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利用专家工作及相关报告》； 

13.《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 

14.《专利权资产评估指导意见》； 

15.《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 

16.《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三) 权属依据 

1. 杉杉新材料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 

2. 与资产及权利的取得及使用有关的经济合同、协议、资金拨付证明(凭证)、

财务报表及其他会计资料； 

3.不动产权证书、车辆行驶证、发票、专利证书等权属证明； 

4. 其他产权证明文件。 

(四) 取价依据 

1．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 

2．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报表； 

3. 《关于印发<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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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关工程的原始资料、竣工决算资料、工程承包合同、业务合同、询价记录

等； 

5. 资产所在地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调查资料； 

6.《机电产品报价手册》其他市场价格资料、询价记录； 

7. 主要设备的购置合同、发票、付款凭证；  

8. 浙江省人民政府及相关政府部门颁布的有关政策、规定、实施办法等法规文

件； 

9. 主要原材料市场价格信息、库存商品市场销价情况调查资料； 

10. 被评估单位的历史生产经营资料、经营规划和收益预测资料； 

11. 行业统计资料、相关行业及市场容量、市场前景、市场发展及趋势分析资

料、定价策略及未来营销方式、类似业务公司的相关资料； 

12. 从同花顺 iFinD金融数据终端查询的相关数据； 

13.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评估基准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和外汇汇价表； 

14. 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会计法规和制度、部门规章等； 

15. 评估专业人员对资产核实、勘察、检测、分析等所搜集的佐证资料； 

16. 其他资料。 

七、评估方法 

(一) 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现行资产评估准则及有关规定，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有资产基础法、

市场法和收益法。 

根据本次评估的企业特性，评估人员难以在公开市场上收集到与被评估单位相

类似的可比上市公司，也无法收集并获得在公开市场上相同或者相似的交易案例，

不适合采用市场法。 

杉杉新材料成立于 2013年 5月，一直从事电解液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

务模式较为成熟稳定，在延续现有的业务内容和范围的情况下，未来收益能够合理

预测，与企业未来收益的风险程度相对应的折现率也能合理估算，故本次评估适宜

采用收益法。 

由于被评估单位各项资产、负债能够根据会计政策、企业经营等情况合理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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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评估中有条件针对各项资产、负债的特点选择适当、具体的评估方法，并具

备实施这些评估方法的操作条件，故本次评估适宜采用资产基础法。 

结合本次资产评估的对象、评估目的和评估师所收集的资料，确定分别采用资

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委托评估的杉杉新材料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在上述评估基础上，对形成的各种评估测算结果依据实际状况充分、全面分析，

综合考虑不同评估方法和评估测算结果的合理性后，确定采用收益法的测算结果作

为评估对象的评估结论。 

(二) 资产基础法简介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

表内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它是以

重置各项生产要素为假设前提，根据委托评估的分项资产的具体情况选用适宜的方

法分别评定估算各分项资产的价值并累加求和，再扣减相关负债评估值，得出股东

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计算公式为：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各分项资产的评估价值-∑各分项负债的评估价值 

主要资产的评估方法如下： 

一) 流动资产 

1. 货币资金 

对于人民币现金和存款，以核实后账面值为评估值；对于外币存款，按核实后

的外币存款数和基准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币汇率折合人民币金额作为评估值。 

2. 应收款项融资 

应收款项融资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价值。 

3. 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和相应坏账准备 

(1)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均为货款。 

1) 对于有充分证据表明可以全额收回的款项，系关联方货款，估计发生坏账的

风险较小，以其核实后的账面余额为评估值。 

2) 对于可能有部分不能收回或有收回风险的款项，评估人员进行了分析计算，

估计其坏账损失金额与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差异不大，故将相应的坏账准备金额确

认为预估坏账损失，该部分应收账款的评估值即为其账面余额扣减预估坏账损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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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额。 

公司按规定计提的坏账准备评估为零。 

(2)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包括备用金、押金等。 

1) 对于有充分证据表明可以全额收回的款项，包括押金、备用金等，估计发生

坏账的风险较小，以其核实后的账面余额为评估值。 

2) 对于有充分证据表明全额损失的款项，将其评估为零。 

公司按规定计提的坏账准备评估为零。 

4. 预付款项 

预付账款包括货款、租金等。对于发票未到而挂账的费用，将其评估为零，其

他款项期后能够实现相应的资产或权益，故以核实后账面值为评估值。 

5. 存货 

存货包括原材料、库存商品、在产品、周转材料，根据各类存货特点，分别采

用适当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 

原材料、周转材料和在产品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库存商品采用逆减法评估，即按其不含增值税的售价减去销售费用和销售税金

以及所得税，再扣除适当的税后利润计算确定评估值。 

6. 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系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期后应可抵扣，以核实后的账面值。 

二) 非流动资产 

1. 建筑物类固定资产 

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建筑物类固定资产为工业厂房及附属建筑，由于其邻近区

域类似建筑物市场交易不活跃和未来预期正常收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故本次评

估选用成本法。该类建筑物的评估值中不包含相应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值。 

成本法是通过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待估建筑物所需的

全部成本，减去待估建筑物已经发生的各项贬值，得到的差额作为评估价值的评估

方法。本次评估采用成新折扣的方法来确定待估建筑物已经发生的各项贬值。计算

公式为： 

评估价值＝重置成本×成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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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置成本的评估 

重置成本一般由建安工程费用、前期及其它费用、建筑规费、应计利息和开发

利润组成，结合评估对象具体情况的不同略有取舍。 

2) 成新率 

A. 复杂、大型、独特、高价的建筑物分别按年限法、完损等级打分法确定成新

率后，经加权平均，确定综合成新率。 

a. 年限法 

年限法的计算公式为： 

成新率(K1) ＝尚可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00% 

b. 完损等级打分法 

即将建筑物分为结构、装饰和设备等部分，按具体情况确定其造价比例，然后

将每部分中具体项目结合标准打分，综合打分情况确定每一部分成新，最后以各部

分的成新和所占造价比例加权得出建筑物的成新率，计算公式为： 

成新率(K2)＝结构部分比重×结构部分完损系数＋装饰部分比重×装饰部分完

损系数＋设备部分比重×设备部分完损系数 

打分标准参照《有关城镇房屋新旧程度（成新）评定暂行办法》的有关内容。 

c. 成新率的确定 

将上述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取加权平均值确定综合成新率。 

K ＝ A1×K1＋A2×K2 

其中 A1、A2分别为加权系数，本次评估 A1、A2各取 0.5。 

B. 其他建筑物的成新率以年限法为基础，结合其实际使用情况、维修保养情况

和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时的经验判断综合评定。 

2. 设备类固定资产 

根据本次资产评估的特定目的、相关条件、委估设备的特点和资料收集等情况，

主要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成本法是指按照重建或者重置被评估资产的思路，将评

估对象的重建或者重置成本作为确定资产价值的基础，扣除相关贬值(包括实体性贬

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以此确定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本次评估采用成新

折扣的方法来确定待估设备已经发生的实体性贬值，计算公式为： 

评估价值＝重置成本-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 



宁波甬湶投资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9 

        ＝重置成本×成新率-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 

对于闲置设备，根据未来的预计使用情况作相应评估处理。 

(1) 重置成本的评定 

重置成本是指资产的现行再取得成本，由设备现行购置价、运杂费、安装调试

费、建设期管理费、资金成本等若干项组成。 

(2) 成新率的确定 

根据委估设备特点、使用情况、重要性等因素，确定设备成新率。 

A. 对价值较大、重要的设备，采用综合分析系数调整法确定成新率。 

综合分析系数调整法，即以年限法为基础，先根据被评设备的构成、功能特性、

使用经济性等综合确定经济耐用年限 N，并据此初定该设备的尚可使用年限 n；再按

照现场调查时的设备技术状态，对其技术状况、利用率、工作负荷、工作环境、维

护保养情况等因素加以分析，确定各项成新率调整系数，综合评定该设备的成新率。 

B. 对于价值量较小的设备，以及电脑、空调等办公设备，主要以年限法为基础，

结合设备的维护保养情况和外观现状，确定成新率，计算公式为： 

年限法成新率(K1) ＝尚可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00% 

C．对于车辆，首先按年限法和行驶里程法分别计算理论成新率，采用孰低法确

定其理论成新率，以此为基础，结合车辆的维护保养情况和外观现状，确定成新率。 

(3) 功能性贬值的确定 

本次对于委估的设备采用更新重置成本，故不考虑功能性贬值。 

(4) 经济性贬值的确定 

经了解，设备利用率正常，不存在因外部经济因素影响引起的使用寿命缩短等

情况，故不考虑经济性贬值。 

公司按照规定，将企业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评估为零。 

3. 固定资产清理 

对于拟报废的晶析槽设备，以报废的市场价值扣除清理费用后的可回收价值为

评估值。 

4. 在建工程 

评估人员在核查在建项目财务记录的基础上，对有关工程进行了实地查勘，采

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宁波甬湶投资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 

由于在建项目建设不久，各项投入时间较短，故采用成本法，按正常情况下重

新形成在建工程已完工作量所需发生的全部费用确定评估值。经了解，主要设备、

材料的市场价值变化不大，故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价值。 

5.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1) 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内涵 

对委估宗地，根据杉杉新材料提供的资料及评估人员的现场踏勘，委估宗地用

途均为工业用地，评估设定用途均为工业用地；委估宗地的实际开发程度为规划红

线外基础设施开发程度为“五通”（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讯），规划红

线内场地已平整。评估设定的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五通”（通路、通电、通上水、

通下水、通讯）和宗地红线内场地已平整。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宗地地价的内涵是指在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8 月 31 日，委

估宗地在出让权利状态、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土地用途及土地使用年限条件下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价格。 

(2) 评估方法的选择 

通行的土地评估方法有市场法、收益还原法、假设开发法、成本逼近法、基准

地价系数修正法等。结合评估师收集的有关资料，根据衢州市工业用地市场情况并

结合评估对象的具体条件、用地性质及评估目的等，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由于评

估对象为位于衢州市柯城区的工业用地，土地市场较为活跃，因此，本次评估采用

市场法进行评估。 

(3) 选用的评估方法简介及参数的选取路线 

市场法是在求取一宗待评估土地的价格时，根据替代原则，将待估土地与在较

近时期内已经发生交易的类似土地交易实例进行对照比较，并依据后者已知的价格，

参照该土地的交易情况、期日、区域、个别因素、使用年期、容积率等差别，修正

得出待估土地的评估基准日地价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V=VB×A×B×C×D×E 

其中： 

V：待估宗地使用权价值； 

VB：比较案例价格； 

A：待估宗地交易情况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情况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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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待估宗地期日地价指数/比较案例期日地价指数 

C：待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案例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案例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待估宗地使用年期指数/比较案例使用年期指数 

本次委估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值按市场法下得出的不含契税的土地使用权价值

并加计相应契税确定。计算公式为： 

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不含契税的土地使用权价值×(1+契税税率) 

6. 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1) 概况 

其他无形资产包括 64项专利权及相关生产技术。 

(2) 评估方法选择 

专利权的价值内涵为专利所有权，且属于杉杉新材料所有和使用或者与浙江凯

圣氟化学有限公司、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等公司共有和使用，未授权许可

第三方使用，未设立权利质押，也未作价向第三方入股。无形资产的使用不需依赖

第三方基础专利，不涉及需要第三方进行基础专利授权的情形，不涉及国家的强制

许可。 

本次评估将杉杉新材料申报的 64 项专利权及相关生产技术作为一个资产组合

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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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衍生方法)。 

对于专利权资产组合，由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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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3) 收益法评估方法说明 

收益法是在估算无形资产在未来每年预期纯收益的基础上，以一定的折现率，

将纯收益折算为现值并累加确定评估价值的一种方法。计算公式为： 

𝑉 =∑
𝐴𝑖

(1+r)𝑖

𝑛∑

𝑖=1

 

式中：V—待估无形资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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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第 i年无形资产纯收益； 

     r—折现率； 

     n—收益年限。 

本次对委估无形资产组合的评估，评估专业人员选用收入分成法来确定无形资

产贡献进而确定评估对象的评估价值。收入分成法系基于无形资产对利润的贡献率，

以收入为基数采用适当的分成比率确定被评估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的方法。本次评

估通过对无形资产的技术性能、经济性能进行分析，结合该无形资产的法定年限和

其他因素，确定收益年限；采用风险累加法进行分析确定折现率。 

7. 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包括装修费、保温工程款等费用的摊余额，企业按 3、8 年摊销。 

评估人员查阅了相关文件和原始凭证，检查了各项费用尚存的价值与权利。经

核实，长期待摊费用已在固定资产评估时考虑，此处评估为零。  

8. 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包括被评估单位信用减值损失、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等产生的可

抵扣暂时性差异而形成的所得税资产。 

因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等纳税暂时性差异引起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根据本次应收款项、其他应收款项目评估中损失判断情况结合企业未

来适用的所得税率计算该类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评估值。 

因递延收益中的政府补助款纳税暂时性差异引起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根据本次

递延收益中相应补助款项的评估情况结合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政策和纳税情况确定

该类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评估值。 

其他纳税暂时性差异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资产基础法评估时，难以全面准

确地对各项资产评估增减额考虑相关的税收影响，故对该类递延所得税资产以核实

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9. 其他非流动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系预付的工程款、设备款等。因各项资产期后存在对应的价值

或权利，故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为评估值。 

三) 负债 

负债包括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其中流动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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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负债、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其他应付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和其他

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系递延收益。通过核对明细账与总账的一致性、对金额较大

的发放函证、查阅原始凭证等相关资料进行核实。经核实，除递延收益期后无需支

付评估为零外，其他款项均为实际应承担的债务，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三) 收益法简介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单位的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

评估方法。 

一) 收益法的应用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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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现率进行合理估算。 

二) 收益法的模型 

结合本次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确定企业自由现

金流价值，并分析公司溢余资产、非经营性资产(负债)的价值，确定公司的整体价

值，并扣除公司的付息债务确定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具体公式为：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企业整体价值-付息债务 

企业整体价值=企业自由现金流评估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负债)

价值 

 

式中：n——明确的预测年限 

——第 t年的企业现金流 

r——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t——未来的第 t年 

——第 n年以后的连续价值 

三) 收益期与预测期的确定 

本次评估假设公司的存续期间为永续期，那么收益期为无限期。采用分段法对

公司的收益进行预测，即将公司未来收益分为明确的预测期间的收益和明确的预测

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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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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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之后的收益，其中对于明确的预测期的确定综合考虑了行业和公司自身发展的情

况，根据评估人员的市场调查和预测，取 2027年作为分割点较为适宜。 

四) 收益额—现金流的确定 

本次评估中预期收益口径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计算公式如下： 

企业自由现金流=息前税后利润＋折旧及摊销－营运资金增加额－资本性支出 

息前税后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

发费用－财务费用(不含利息支出)＋其他收益＋投资收益＋汇兑收益＋净敞口套期

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资产处置收益＋营业外

收入－营业外支出－所得税费用 

五) 折现率的确定 

1．折现率计算模型 

企业自由现金流评估值对应的是企业所有者的权益价值和债权人的权益价值，

对应的折现率是企业资本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式中：WACC——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Ke——权益资本成本； 

Kd——债务资本成本； 

T——所得税率； 

D/E——企业资本结构。 

债务资本成本 采用一年期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权数采用企业同行业上市

公司平均债务构成计算取得。 

权益资本成本按国际通常使用的 CAPM 模型求取，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Ke——权益资本成本 

Rf——目前的无风险利率 

Beta——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 

ERP—市场风险溢价 

Rc——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 )1e d

E D
WACC K K T

E D E D
=  +  − 

+ +

dK

e f cK R Beta ERP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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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型中有关参数的计算过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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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在评估

基准日的国债到期收益率曲线上 10年和 30 年期限的收益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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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资本结构 

通过“同花顺 iFinD金融数据终端”查询沪、深两市同行业上市公司至评估基

准日的资本结构，被评估单位与可比公司在融资能力、融资成本等方面的差异可以

在特定风险报酬率及债权期望报酬率取值中合理量化，本次采用上市公司平均资本

结构作为被评估单位的目标资本结构。 

(3) 企业风险系数 Beta 

本次同行业上市公司的选取综合考虑可比公司与被评估单位在业务类型、企业

规模、盈利能力、成长性、行业竞争力、企业发展阶段等多方面的可比性，最终确

定天赐新材、新宙邦等 6家上市公司作为可比公司。考虑到上述可比公司数量、可

比性、上市年限等因素，选取以 3年为计算周期，截至评估基准日前 154周的贝塔

数据。 

通过“同花顺 iFinD金融数据终端”查询沪、深两地行业上市公司含财务杠杆

的 Beta 系数后，通过公式 = ÷[1+(1-T)×(D÷E)](公式中，T 为税率， 为含财

务杠杆的 Beta系数， 为剔除财务杠杆因素的 Beta系数，D÷E为资本结构)对各项

beta调整为剔除财务杠杆因素后的 Beta系数。 

通过公式
( )'

l uβ =β × 1+ 1-t D/E  ，计算被评估单位带财务杠杆系数的 Beta系数。 

(4) 计算市场收益率及市场风险溢价 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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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人员选用沪深 300 指数为 A股市场投资收益的指标，借助“同花顺 iFinD金融数据

终端”选择每年末成分股的各年末交易收盘价作为基础数据进行测算。 

经计算得到各年的算术平均及几何平均收益率后再与各年无风险收益率比较，

得到股票市场各年的 ERP。 

uβ lβ lβ

u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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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几何平均收益率能更好地反映股市收益率的长期趋势，故采用几何平均收

益率而估算的 ERP 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目前国内股市的风险溢价。 

(5) Rc—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的确定 

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反映企业的非系统性风险，是由于企业特定因素而要求

的风险回报。 

本次测算企业风险系数 Beta时选取了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而被评估单位为非

上市企业，因此，通过分析被评估单位在风险特征、企业规模、发展阶段、市场地

位、核心竞争力、内控管理、对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依赖度、融资能力等方面与可

比上市公司的差异，以评估师的专业经验判断量化确定被评估单位的企业特定风险

调整系数。 

3．加权平均成本的计算 

(1) 权益资本成本 的计算 

 

(2) 债务资本成本 计算 

经综合分析被评估单位的经营业绩、资本结构、信用风险、抵质押以及第三方

担保等因素后，债务资本成本 dK
采用基准日适用的一年期银行贷款市场利率（LPR）。 

(3) 加权资本成本计算 

 

六) 非经营性资产(负债)和溢余资产的价值 

非经营性资产(负债)是指与企业经营收益无关的资产(负债)。 

溢余资产是指超过企业正常经营需要的资产规模的那部分经营性资产，包括多

余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有价证券等。 

截至评估基准日，杉杉新材料无溢余资产和非经营性负债。 

截至评估基准日，杉杉新材料的非经营性资产为固定资产清理、三期项目的闲

置土地及三期项目的在建工程(项目前期费用)。对上述非经营性资产，按资产基础

法中相应资产的评估值确定其价值。 

七) 付息债务价值 

截至评估基准日，公司付息债务为银行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和

eK

e f cK R Beta ERP R= +  +

dK

( )1e d

E D
WACC K K T

E D E D
=  +  − 

+ +



宁波甬湶投资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7 

其他应付款中关联方借款及相应借款利息，按资产基础法中相应负债的评估价值确

定其价值。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项资产评估工作于 2022年 10月 9日开始，评估报告日为 2022年 11月 29日。

整个评估工作分五个阶段进行： 

(一) 接受委托阶段 

1. 项目调查与风险评估，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确定评估目的、评估范围和

对象、评估基准日； 

2. 接受委托人的资产评估项目委托，签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3. 制定资产评估工作计划； 

4. 组成项目小组，并对项目组成员进行培训。 

(二) 资产核实阶段 

1. 评估机构根据资产评估工作的需要，向被评估单位提供资产评估申报表表样，

并协助其进行资产清查工作； 

2. 了解被评估单位基本情况及委估资产状况，并收集相关资料； 

3. 审查核对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表和有关测算资料； 

4. 根据资产评估申报表的内容进行现场核实和勘察，收集整理资产购建、运行、

维修等相关资料，并对资产状况进行勘查、记录； 

5. 收集整理委估资产的产权证、合同、发票等产权证明资料，核实资产权属情

况； 

6. 收集整理相关行业资料，了解被评估单位的竞争优势和风险； 

7. 获取被评估单位的历史收入、成本以及费用等资料，了解其现有的生产能力

和发展规划； 

8. 收集并查验资产评估所需的其他相关资料。 

(三) 评定估算阶段 

1. 根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和特点，制订各类资产的具体评估方法； 

2. 收集市场信息； 

3. 对委估资产进行评估，测算其评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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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果汇总阶段 

1. 分析并汇总分项资产的评估结果，形成评估结论； 

2. 对各种方法评估形成的测算结果进行分析比较，确定评估结论； 

3. 编制初步资产评估报告； 

4. 对初步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内部审核； 

5. 征求有关各方意见。 

(五) 出具报告阶段 

征求意见后，正式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九、评估假设 

1. 基本假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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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次评估以公开市场交易为假设前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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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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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本次评估以宏观环境相对稳定为假设前提，即国内外现有的宏观经济、政

治、政策及被评估单位所处行业的产业政策无重大变化，或其变化能明确预期；国

家货币金融政策基本保持不变，现行的利率、汇率等无重大变化，或其变化能明确

预期；国家税收政策、税种及税率等无重大变化，或其变化能明确预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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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具体假设 

(1) 本次评估中的收益预测是基于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其在维持现有经营范围、

持续经营状况下企业的发展规划和盈利预测的基础上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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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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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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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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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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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特殊假设 

2020 年 12 月 1 日，杉杉新材料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取得编号为

GR202033001054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根据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2020

年至 2022年企业所得税按 15%的税率计缴。 

在充分考虑杉杉新材料的产品、业务模式的基础上，结合该公司当前的研发创

新能力，预计杉杉新材料未来高新技术企业复审通过无重大的法律障碍，因此假设

公司未来年度的所得税政策不变，即杉杉新材料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期满后仍可继续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持续享有 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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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评估结论 

(一)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杉杉新材料的资产、负债及股东全部权益

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资产账面价值 1,095,680,386.34元，评估价值 1,192,159,458.90 元，评估增

值 96,479,072.56 元，增值率为 8.81%； 

负债账面价值 454,581,561.51元，评估价值 454,018,227.99 元，评估减值

563,333.52元，减值率为 0.12%；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641,098,824.83 元，评估价值 738,141,230.91 元，评

估增值 97,042,406.08 元，增值率为 15.14%。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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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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631,270.41 609,534,024.37 2,902,753.96 0.48 

 二、非流动资产 489,049,115.93 582,625,434.53 93,576,318.60 19.13 

 其中：固定资产 287,193,308.95 331,381,500.00 44,188,191.05 15.39 

       在建工程 153,240,994.05 153,240,994.05                                       

       无形资产 24,279,952.07 78,489,600.00 54,209,647.93 223.27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24,279,952.07 55,339,600.00 31,059,647.93 127.92 

       长期待摊费用 4,200,949.42 0.00 -4,200,949.42 -10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026,119.65 9,940,627.59 -85,492.06 -0.85 

       其他非流动资产 9,357,712.89 9,357,712.89                                       

    资产总计 1,095,680,386.34 1,192,159,458.90 96,479,072.56 8.81 

 三、流动负债 454,018,227.99 454,018,227.99 0.00 0.00 

 四、非流动负债 563,333.52 0.00 -563,333.52 -100.00 

    负债合计 454,581,561.51 454,018,227.99 -563,333.52 -0.12 

    股东全部权益 641,098,824.83 738,141,230.91 97,042,406.08 15.14 

评估结论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二) 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杉杉新材料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收益法

评估的结果为 1,371,000,000.00 元。 

(三) 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比较分析和评估价值的确定 

杉杉新材料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结果为 738,141,230.91

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为 1,371,000,000.00 元，两者相差 632,858,769.09 元，

差异率 85.74%。 

评估人员认为，以企业提供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企业价值，

在评估中很难考虑那些未在财务报表上出现的项目如企业的客户资源、服务能力、

管理效率等，且资产基础法以企业单项资产的再取得成本为出发点，有忽视企业的

获利能力的可能性。而收益法是从企业未来发展的角度，通过合理预测企业未来收

益及其对应的风险，综合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估时，不仅考虑了各分

项资产是否在企业中得到合理和充分利用、组合在一起时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贡献

等因素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同时也考虑了行业竞争力、公司的管理水

平、人力资源、要素协同作用等资产基础法无法考虑的因素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

影响。根据杉杉新材料所处行业和经营特点，收益法评估价值能比较客观、全面地

反映目前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因此，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1,371,000,000.00元（大写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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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叁亿柒仟壹佰万圆整）作为杉杉新材料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1. 本次评估利用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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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对杉杉新材料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中，评估人员对杉杉新材料提供的

评估对象和相关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及其来源进行了必要的查验，未发现评估对象

和相关资产的权属资料存在瑕疵情况。提供有关资产真实、合法、完整的法律权属

资料是杉杉新材料的责任，评估人员的责任是对杉杉新材料提供的资料作必要的查

验，资产评估报告不能作为对评估对象和相关资产的法律权属的确认和保证。若被

评估单位不拥有前述资产的所有权，或对前述资产的所有权存在部分限制，则前述

资产的评估结论和杉杉新材料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论会受到影响。 

3. 截至评估基准日，杉杉新材料存在以下资产抵押、融资租赁及未决诉讼事项，

可能对相关资产的评估结果产生影响，但评估时难以考虑： 

(1) 抵押事项 

1) 杉杉新材料以所持有的浙（2019）衢州市不动产权第 0013437 号《不动产权

证》登记的位于衢州市华荫北路 62号 26幢的面积为 57,158.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及建筑面积 9,692.83 平方米房屋等资产为抵押物，为建设银行衢州分行借出的合计

2,100万元抵押借款提供担保。 

2) 杉杉新材料以所持有的浙（2019）衢州市不动产权第 0013210 号《不动产权

证》登记的位于衢州市华荫北路 62号的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地上房屋及其他地上

定着物等资产为抵押物，为衢州衢江农商行借出的合计 3,800万元抵押借款提供担

保。 

(2) 融资租赁事项 

杉杉新材料与远东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进行的《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

远东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将其购买的原属于杉杉新材料的一批专用设备回租给杉

杉新材料使用，租赁期限 2021年 5月 6日至 2023年 5月 5日，共计 24个月。回租

设备原价值 40,004,973.28 元，回租租金成本合计 40,000,000.00 元，租赁期限满，

杉杉新材料的优先购买价为 10.00元。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为该租赁款提供保证

担保，保证期限为自保证合同签署之日始至租赁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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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两年的期间。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租赁物为杉杉新材料涉及的震动干燥器、反应

槽搅拌器等专用设备，合计 36项，总价合计 40,004,973.28元。 

本次评估以该项融资租赁期满时杉杉新材料履行优先购买条款为假设前提。 

(3) 作为第三人的未决诉讼 

原告陕西中电精泰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东氟塑料科技有限公司因《施

工合同》纠纷，要求被告偿还原告工程结算款 13,402,861.18元。原告请求将杉杉

新材料追加为上述施工合同纠纷案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2022 年 3 月 16 日该

案件一审开庭，尚未判决，杉杉新材料在本案中是否会发生经济损失，尚无法估计。

本次评估也未考虑其可能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杉杉新材料承诺，除上述事项外，不存在其他资产抵押、质押、对外担保、未

决诉讼、重大财务承诺等或有事项及租赁事项。 

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评估基准日前已在全球多国爆发，已对宏观经济以

及市场信息产生重大影响。目前该疫情对经济形势的后续影响难以准确预估，因此

本次评估未考虑该疫情后续发展对基准日评估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 

5. 本次评估中，评估人员未对各种建、构筑物的隐蔽工程及内部结构（非肉眼

所能观察的部分）做技术检测，评估师在假定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工程资料是真

实有效的前提下，在未借助任何检测仪器的条件下，通过实地勘察作出的判断。 

评估人员未对各种设备在评估基准日时的技术参数和性能做技术检测，评估师

在假定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技术资料和运行记录是真实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实地

勘察作出的判断。 

6. 在资产基础法评估时，除库存商品外，未对其他资产评估增减额考虑相关的

税收影响。 

7. 本次评估利用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供的相关审计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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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本评估结果是依据本次评估目的、以报告中揭示的假设前提而确定的股东全

部权益的现时市场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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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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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可抗力

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本次评估对象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部分股东权益价值并不必

然等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和股权比例的乘积，可能存在控制权溢价或缺乏控制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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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价。 

9. 本次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时，评估人员依据现时的实际情况作了评估人员

认为必要、合理的假设，在资产评估报告中列示。这些假设是评估人员进行资产评

估的前提条件。当未来经济环境和以上假设发生较大变化时，评估人员将不承担由

于前提条件的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资产评估结论的责任。 

10. 本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对资产评估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经济

行为批文、营业执照、验资报告、审计报告、权证、会计凭证等证据资料本身的合

法性、完整性、真实性负责。 

11. 本次评估对被评估单位可能存在的其他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进行

资产评估时被评估单位未作特别说明而评估师根据其执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

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注意上述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十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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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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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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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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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的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5. 本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自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8 月 31 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30 日止。当评估目的在评估基准日后的一年内实现时，可以以评估结

论作为交易价格的参考依据，超过一年，需重新确定评估结论。 

6. 如果存在资产评估报告日后、有效期以内的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

结论。若资产数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价值额进行相应调整；若资

产价格标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资产评估价值已经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人应及时

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结果。 

7. 当政策调整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时，应当重新确定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