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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书声明

广东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对北京

中富胶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

认真的清查核实、评定估算，并形成了资产评估报告书，现声明如下：

一、我们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

规定，并对评估结论的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本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评

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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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在注册资产评估师认知的最大能力范围内，评估报告中陈述的事项是客观的、

完整的和真实的；

四、评估机构和注册资产评估师与本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利害关系，也与

有关当事人没有个人利害关系或利益冲突；

五、评估人员已对本评估对象于 2009 年 5 月 27 日 至 2009 年 6 月 3 日期间进行

了实地查勘、合理的抽查核实和现状拍照；

六、没有人对本评估报告提供重要的专业帮助；

七、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

专业意见，并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

实现价格的保证；

八、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

意见，是注册资产评估师的责任；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

性和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九、注册资产评估师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但不对评估

对象的法律权属作任何形式的保证；

十、评估报告的使用仅限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

与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及本评估机构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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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HDZPZ2009000004 号

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涉及的

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

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广东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根

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

资产评估方法，对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

估的资产实施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估资产在 2009 年 3 月 31 日所

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恰当反映。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摘要如下：

一、评估目的是为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北京中富胶罐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提供市场价值参考意见。

二、评估对象为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北京中富胶罐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全部资产、负债以及

与企业价值相关的经营资料。

三、评估所选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类型。

四、评估基准日定为：2009 年 3 月 31 日。

五、评估方法采用收益法。

六、其他报告使用者为政府监管部门及股权转让涉及的相关单位或个人。

七、经评定估算，评估基准日时，在本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及价值定义、评

估假设条件下：

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账面值为人民币

3,823,746.43 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6,340,900.00 元，增幅为 65.83%（具体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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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法资产评估明细表）。

本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壹年，即从 2009 年 3 月 31 日起至

2010 年 3 月 30 日止有效。

本摘要与评估报告书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

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本摘要单独使用可能会导致对评估结论的误解或误用。

评估机构：广东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詹铁军

注册资产评估师： 徐沛

注册资产评估师： 岳小舟

二○○九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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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HDZPZ2009000004 号

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涉及的

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

资产评估报告书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依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

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北

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进行了评估。根据本公司与委托方订立的《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所约定的条

款，本公司业已实施了包括对评估范围涉及的相关资产的抽查核实、市场调查与

询证等必要的评估程序。

我们认为，在本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及价值定义、假设及限制条件下，本报

告所载评估结论对委估资产于评估基准日2009年 3月 31日的市场价值作出了恰

当的反映。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资产占有方及其他报告使用者一、委托方、资产占有方及其他报告使用者一、委托方、资产占有方及其他报告使用者一、委托方、资产占有方及其他报告使用者

（一）委托方简介（一）委托方简介（一）委托方简介（一）委托方简介

名称：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85 年 12 月 18 日

注册号：440400400015843

登记机关：广东省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住所：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南湾南路 6002 号

注册资金：人民币陆亿捌仟捌佰贰拾玖万伍仟陆佰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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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饮料容器制造、瓶坯制造；批发零售：塑料制品、化工原料；

制造销售：PET 高级饮料瓶、纸杯、防冒瓶盖、纸箱、非织造布、标签。

（二）资产占有方（被评估企业）简介（二）资产占有方（被评估企业）简介（二）资产占有方（被评估企业）简介（二）资产占有方（被评估企业）简介

名称：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1 年 3 月 12 日

注册号：110000410156382

登记机关：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工业开发区栖东二路 9号

注册资金：78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饮用水罐、瓶胚、盖、纸杯、销售自产产品。。

评估基准日时，委托方与资产占有方受同一方控制。

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系经北京市人民政府外经贸京字【2001】0094 号文批

准设立，于 2001 年 3 月 12 日成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注册资本 78 万美元，

并取得号码为 110000410156382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期限为 15 年。

经历次股权转让变更，截止评估基准日该公司注册资本仍为 78 万美元，其

中：珠海市中富胶罐有限公司持有 75%股权，Beverage Packaging（HK）Company

Limited 持有 25%股权。

上述实收资本业经北京兴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京兴验字（2001）第7

号验资报告验证。

（三）被评估企业的近年资产负债和经营业绩如下：（三）被评估企业的近年资产负债和经营业绩如下：（三）被评估企业的近年资产负债和经营业绩如下：（三）被评估企业的近年资产负债和经营业绩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09年3月末 2008年末 2007年末

========= ============== ============== ===============

总资产 15,337,114.59 17,136,830.27 18,917,605.62

总负债 11,513,368.16 13,338,187.57 14,413,626.37

净资产 3,823,746.43 3,798,642.70 4,503,979.2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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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2007 年度财务数据业经广东恒信德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08 年度财

务数据业经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09 年 3 月份财务数据根据被评

估单位账面数据反映。

（四）其他报告使用者：（四）其他报告使用者：（四）其他报告使用者：（四）其他报告使用者：

政府监管部门及股权转让涉及的相关单位或个人。

二、评估目的二、评估目的二、评估目的二、评估目的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北京中富胶罐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提供市场价值参考意见。

三、评估对象和范围三、评估对象和范围三、评估对象和范围三、评估对象和范围

（一）评估对象和范围：（一）评估对象和范围：（一）评估对象和范围：（一）评估对象和范围：

评估对象为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全部资产、负债以及与

企业价值相关的经营资料。

（二）被评估企业主要资产概况：（二）被评估企业主要资产概况：（二）被评估企业主要资产概况：（二）被评估企业主要资产概况：

1、流动资产账面值为946.77万元，其中货币资金99.22万元，应收票据10.00

万元，应收账款 475.68 万元，预付款项 0.18 万元，其他应收款 14.18 万元，存

货 343.68 万元，待摊费用 3.83 万元。

2、固定资产账面原值 953.53 万元，净值 421.76 万元，其中：

（1）机器设备账面原值 862.09 万元，净值 383.65 万元，包括注吹机、吹

塑机、混料机、模具等 23 台（套）。聪明盖生产线包括吹塑机、模具等 8 台（套 ）

设备账面原值 193.36 万元，净值 158.75 万元，目前处于闲置状态。

项目 2009年1-3月 2008年度 2007年度

========= ============== ============== ===============

收入 3,403,469.22 22,416,851.34 20,083,335.01

净利润 -13,826.46 -705,336.55 449,986.0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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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车辆账面原值 61.75 万元，净值 30.56 万元，包括各类小汽车和货车

等共计车 6辆。

（3）办公及其他设备账面原值 29.69 万元，净值 7.55 万元，主要是电脑、

打印机、空调、冷却塔、稳压器等设备共计 24 台。

4、长期待摊费用账面值 55.65 万元，为装修费、车间改造工程及银团贷款

费用等的摊余价值。

5、递延税款借项账面值 109.53 万元，为递延至以后经营期间负担的企业所

得税税款。

6、流动负债账面值为 1,151.34 万元，其中：应付账款 805.06 万元，预收

账款 1.29 万元,应付职工薪酬 17.76 万元，应交税费-6.87 万元，其他应付款

233.39 万元，预提费用 100.71 万元。

评估基准日时，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账面总资产为人民币 15,337,114.59

元，总负债为人民币 11,513,368.16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3,823,746.43 元。

（三）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近年来主要生产经营情况：（三）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近年来主要生产经营情况：（三）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近年来主要生产经营情况：（三）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近年来主要生产经营情况：

1、设备及产能介绍：

评估基准日时，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租赁厂房、仓库 3000 余平方米，拥

有进口吹瓶机 2套，设计年产饮用水专用桶 80 余万只。

2、生产经营业务概述：

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与其母公司珠海市中富胶罐有限公司等中富系统胶

罐业务专业生产企业共同构成中国最大的 PC 桶生产企业集团，中富品牌在行业

中是质量和信誉的象征，中富品牌在客户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产品营销网络

遍及全国，客户资源丰厚。

中富系统胶罐业务生产工艺处于行业高端水平，国家 PC 桶的检验标准就是

参照中富标准来制定的，多年来优质产品的质量保证和贴身服务客户的经营理

念，确立了中富系统胶罐业务在行业中的定价权，中富系统胶罐业务在行业中处

于主导地位。

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主要服务于华北地区，年产销量居华北地区同行业之

首，主要客户有：天津雀巢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北京可口可乐、北京百事可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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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屈臣氏等。

目前华北地区生产 PC 桶的企业主要有山东鑫鼎、天津科信、北京正菱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其生产工艺主要是挤吹为主，与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注

拉吹工艺相比还有些差异，而且其品牌尚未得到市场认可，尤其是品牌客户，一

般都使用名牌桶和质量好的桶，故该等公司对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的冲击不

大。

由于中富系统胶罐业务的原料主要从国外进口，供应商都是国际化工界的大

公司、在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对于 PC 原料的定价权主要掌控于上述国际化工

公司,但由于胶罐业务所使用的 PC 原料属于上述化工公司的高端产品,相对于上

述国际化工公司的高端产品来看，中富系统胶罐业务的用量占有一定的份额，中

富系统集体采购对价格的谈判具有一定的回应能力,故在国内同行业中,中富系

统一般可得到较低的 PC 原料采购价格；对于下游企业，中富系统胶罐业务的定

价权比较主动，特别是在每年的 3月至 9月产品销售旺季，往往可以充分选择品

牌、信誉、价格等都较好的企业作为重点客户。

3、内部管理概述：

在内部控制和管理方面，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采用目前先进的ＥＲＰ系

统,从而保证了财务信息的及时性、集成性、远见性，便于总部调控和计划。货

物运输方面主要使用物流系统，便于对所有货物的跟踪。人员配备完善，各个部

门分工明晰，岗位与职责相匹配。在行业内率先通过 ISO9000 质量体系认证和国

家 QS 认证。

4、近年来主要经济指标：

2007 年度共销售各类水桶 59.09 万只，聪明盖 157.62 万只；2008 年度共销

售各类水桶 62.28 万只，聪明盖 257.33 万只，较上年分别增长 5.40%和 63.26%。

2009 年 1 至 3 月销售各类水桶 11.43 万只，聪明盖 34.26 万只，上年同期销售

各类水桶 20.72 万只，聪明盖 45.18 万只，同比增长-44.82%和-24.17%。

2007、2008 年度及 2009 年 1－3 月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008.33 万元、

2,241.69 万元和 340.35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45.00 万元、-70.53 万元和-1.38

万元。

以上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负债及经营收益与委托的范围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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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特点，评估结论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类

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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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的情

况下，对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某项资产进行价值估计得出的数额。

市场价值反映市场整体而不是个别市场主体对资产价值的认识和判断。

五、评估基准日五、评估基准日五、评估基准日五、评估基准日

根据委托要求，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2009 年 3 月 31 日。

评估工作一切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六、评估依据六、评估依据六、评估依据六、评估依据

（一）法规依据（一）法规依据（一）法规依据（一）法规依据

1、国务院[1991]91 号令《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

2、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 号《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

办法》；

3、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办发[1992]36 号《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

行细则》；

4、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办发[1996]23 号《关于转发〈资产评估操作

规范意见(试行)〉的通知》；

5、财政部财评字[1999]91 号《资产评估报告基本内容与格式的暂行规定》；

6、《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

7、《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

8、《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

9、《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

10、《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

11、《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

12、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评协[2004]134 号关于印发《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

见（试行）》的通知；

13、《企业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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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有关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标准。

（二）行为依据（二）行为依据（二）行为依据（二）行为依据

《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三）产权依据（三）产权依据（三）产权依据（三）产权依据

1、《车辆行驶证》；

2、主要设备购买合同、发票。

（四）取价依据及其他相关参考资料（四）取价依据及其他相关参考资料（四）取价依据及其他相关参考资料（四）取价依据及其他相关参考资料

1、被评估企业提供的未来经营情况预测资料、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

的说明；

2、被评估企业提供的会计报表、账册、会计原始凭证和经营资料；

3、《北京市统计年鉴》；

4、网上询价 WWW.CHINAMACHINEPS.COM；

5、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评估基准日执行的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

6、评估人员现场清查核实记录及现场勘察所取得的资料；

7、本所评估人员在市场上调查了解的价格信息。

七、评估方法七、评估方法七、评估方法七、评估方法

((((一一一一))))评估方法的介绍：评估方法的介绍：评估方法的介绍：评估方法的介绍：

一般来说，企业价值评估途径包括三种基本方法，即:市场法、成本法和收

益法。按照《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评估需根据评估目的、

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方法，且以

持续经营为前提对企业进行评估时，成本法一般不应当作为唯一使用的评估方

法。

1、市场法：

市场法是通过与被评估企业类似公司的交易来估测其价值的方法。运用市场

法时，要求有充分的市场交易数据并有可比的参考企业或交易案例；要求参考企

业或交易案例与被评估企业属于同一行业、从事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或受相同经济

http://www.chinama.chine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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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影响；能够收集参考企业或交易案例的经营和财务信息及相关资料等。

2、成本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成本法也称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

值和负债价值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方法。在运用成本法进行企业价值评

估时，应当考虑被评估企业所有的有形资产、无形资产以及应当承担的负债，并

应当注意其适用范围，成本法主要适用于评估新的或完工不久的企业，不适合评

估拥有大量无形资产的公司。

3、收益法：

收益法是指通过估算被评估企业的未来预期收益，采用适当的折现率折算成

现值，借以确定被评估企业价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收益法适用于评估成立时

间比较长、有比较完整的历史经营情况、具有稳定获利能力、且未来收益可以较

为准确地预测的企业。

(二)评估方法的选择：

考虑到我国目前的产权市场发展状况和被评估企业的特定情况以及市场信

息条件的限制，我们很难在市场上找到与此次我们所评估的企业相类似的参照物

及交易情况。因此我们无法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通过对被评估企业资产状况、历史及现行经营业绩、管理团队、客户关系、

销售网络的了解、分析，考虑委托方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被评估企业的

管理和影响等因素，结合本次评估目的分析了成本法和收益法各自的适用条件，

我们未采用成本法而采用收益法对被评估企业进行评估。本次评估选用收益法对

被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主要理由是：

1、被评估企业分享了委托方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市场品牌、客户

关系、销售网络和管理资源，对被评估企业生产经营构成良性影响。珠海中富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知名塑料饮料包装生产企业，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统

一、康师傅、健力宝等著名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是可口可乐、百事

可乐在东南亚最大的 PET 饮料瓶、PVC 标签供应商，行业垄断地位非常突出。该

公司生产开发饮料包装产品已有 20 年的历史，拥有较为成熟的饮料包装生产企

业管理架构。该公司在全国各地共设立了 70 余家生产企业，占全国同类产品产

能的 60%以上，其“中富”商标获广东省著名商标称号。从历史沿革来看，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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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企业受中富集团的影响较大，同属饮料包装生产行业，拥有较好的品牌效应、

客户关系和销售网络。由于成本法固有的特性，采用成本法无法涵盖被评估企业

整体资产的完全价值，评估师难以单独准确地对被评估企业拥有的客户关系、销

售网络、品牌效应、管理能力、商誉等无形资产对被评估企业盈利能力的贡献程

度进行量化估值，故评估师对成本法未予选用。

2、从理论上来说，以收益法得出的评估值更能科学合理地反映企业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收益法考虑企业价值是一个有机的结合体，被评估企业虽然部分

有形资产要素不尽齐全，如没有自有土地使用权和自建厂房，生产用房为租赁厂

房，但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品牌效应、客户关系、管理能力等使被评估企业拥有

较强的获利能力及现金流控制能力，在同行业中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其整体价

值体现于被评估企业未来预期收益能力。经了解收集，被评估企业历史经营及财

务信息比较完整，近年来收益比较稳定，且有与营业收入水平基本相当的营业现

金流入，未来收益可以预测，符合采用收益法评估的有关要求。本次评估目的为

股权转让，从本次市场主体（受让方）考虑，购买此股权的价格主要取决于未来

的投资回报情况，回报高则愿意付出的价格也高，这正好与收益法的思路是吻合

的，因此收益法更能满足交易双方的要求，有利于评估目的的实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选用收益法作为本次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之方法，采

用收益法评估时，主要经济参数采用了以下方法进行确定：

1、预测未来收益额：

根据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的具体情况，本次评估预期未来收益额采用企

业自由现金流量指标，对于未来预期企业现金流量的预测分为两段，前段为评

估基准日后 2009 年 4 月至 12 月及之后 10 个完整的经营年度，即 2009 年 4 月

至 12 月及 2010 年至 2019 年；后段为自 2020 年起无限年预期权益现金流量保

持不变，具体数据与 2019 年相同。

估算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时，我们以 2006-2008 年的财务资料为基础，预测了

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未来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所得税等会计要素，同时考虑折旧及摊销、资本支出、营运资金变动

和付息债务等因素计算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2、预测收益还原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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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还原利率确定的原则为：折现率采用不低于无风险报酬率的原则、收益

还原利率与收益额相匹配的原则和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原则。

收益还原利率测算的方法，根据本次资产评估的特点和收集的资料情况，

采用了国际通用 CAPM 模型和 WACC 来确定自由现金流对应的折现率。

（1）、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WACC 公式

WACC=E/(D+E)×Re+D/(D+E)×(1－T)×Kd

其中： Re ：权益资本成本；

Kd ：债务资本成本；

D/E ：被估企业的目标债务市值与权益市值比率；

T ：为所得税率

（2）、股权收益率（权益资本成本）公式

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简称 CAPM）来确定的。其公式为 Re=Rf+

β(Rm-Rf)+Rs

其中：Re：股权回报率

Rf：无风险回报率

Rm：市场收益率

β：风险系数

Rs：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本次评估采用了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公开信息中 5 家同类上市公

司财务指标，以上海、深圳两个证券市场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金融界网

站公开贝塔系数为测算基础。

3、预测收益年期

本次评估设定被评估企业持续经营，收益年期为无限年期。

4、溢余资产

根据被评估企业资产的具体情况，对溢余资产进行分析、调整。

5、付息债务

根据企业提供资料，分析付息债务市场价值。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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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程序主要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评估准备阶段（一）评估准备阶段（一）评估准备阶段（一）评估准备阶段

与委托方洽谈，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对自身专业胜任能力、独立性和

业务风险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接受委托，签订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确定项目

负责人，组成评估项目组，编制评估计划；辅导被评估企业填报资产评估预测申

报表，准备评估所需资料。

（二）现场调查及收集评估资料阶段（二）现场调查及收集评估资料阶段（二）现场调查及收集评估资料阶段（二）现场调查及收集评估资料阶段

根据此次评估业务的具体情况，按照评估程序准则和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

评估人员通过询问、核对、监盘、勘查、检查、抽查等方式进行实地调查，从各

种可能的途径获取评估资料，核实评估范围，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估对象

法律权属；同时对反映收益状况的历史财务数据进行抽查核实，对北京中富胶罐

有限公司预测的未来经营情况的数据进行现场调查、分析判断其合理性。

（三）评定估算阶段（三）评定估算阶段（三）评定估算阶段（三）评定估算阶段

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的依据；根

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评估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选择适用的评估方法，

选取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初步评估结果。

（四）编制和提交评估报告阶段（四）编制和提交评估报告阶段（四）编制和提交评估报告阶段（四）编制和提交评估报告阶段

根据评估组对评估对象的初步评估结果，编制相关评估说明，在核实确认

相关评估说明具体评估依据和数据计算准确无误，评估工作没有发生重复和遗漏

情况的基础上，进行资产评估分析，确定最终评估结论，撰写资产评估报告书；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资产评估准则和评估机构内部质量控制制度，对评估报告

及评估程序执行情况进行必要的内部审核；与委托方或者委托方许可的相关当事

方就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必要沟通；按《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的要求向委托

方提交正式资产评估报告书。

九、评估假设九、评估假设九、评估假设九、评估假设

1、本次评估的基本前提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无重大变化、被评估企业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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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条件基本保持不变；

2、本次评估假设未来公司产品价格及主要原材料价格维持在目前的水平；

3、本次评估假设未来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未来物价上涨及通货膨胀在合

理范围内；

4、企业所在的行业保持稳定发展态势，所遵循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制

度及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与现时无重大变化；

5、被评估企业提供的服务一直为市场所需要；

6、被评估企业各要素资产有效,公司的资源，如设备、资金、管理人员、技

术人员、市场营销网络等企业资源的使用配置合理；

7、被评估企业可以持续经营，在经营期限到期后能够顺利延期；

8、被评估企业经营及收益正常，不考虑其他非正常因素对企业经营或盈利

能力的影响；

9、本次评估对涉及抵押、查封的资产，评估时假设其已解除抵押、查封；

10、本次评估对产权不完整、产权手续尚未办理或产权资料缺乏，但确属被

评估企业的资产，评估时假设其已具有完整产权；

11、本评估结果建立在被评估企业提供所有文件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客

观基础上，为委托方指定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和价值类型定义下的评估价

值。

提醒报告的使用者，在以上评估假设变化时，本评估结果无效。

十、评估结论十、评估结论十、评估结论十、评估结论

评估基准日时，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账面值

为人民币 3,823,746.43 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6,340,900.00 元，增幅为 65.83%

（具体详见收益法资产评估明细表）。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十一、特别事项说明十一、特别事项说明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一）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主要产品为桶装饮用水专用水桶，其销售价格

及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PC(聚碳酸脂)采购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之间依存度较高，

而国际原油价格近年来跌宕起伏，考虑到该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与原材料采购价格

一般呈正相关关系，故本次评估假设未来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及主要原材料采购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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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维持在目前的水平。

（二）2008 年 3 月 18 日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的母公司珠海市中富胶罐有

限公司、关联公司珠海市中粤纸杯容器有限公司及珠海市中富胶盖有限公司及其

各自的子公司作为借款人，珠海市中富胶罐有限公司、珠海市中粤纸杯容器有限

公司、珠海市中富胶盖有限公司作为借款人代表，与华商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

行作为牵头安排行，若干金融机构作为贷款行，华商银行作为贷款代理行和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作为担保代理行签订境内担保人民币循环贷款

合同，贷款行提供总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50,000,000.00 元的三年期循环贷款

额度。贷款额度项下提取的每笔贷款资金按其利率确定日当日的基准利率的105%

计息。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的抵押质押情况如下：（1）自有的存货作为抵押物 ；

（2）期末自有应收帐款余额作为综合借款质押物；（3）珠海市中富胶罐有限公

司将所持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75%股权以及Beverage Packing(HK) Co.Ltd将

所持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公司25%股权均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

海分行。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三）评估基准日时,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向上述金融机构直接借款余额

为 0,但其在经营中实际长期利用关联单位借入款项,并承担借款利息，评估基准

日时使用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 994.49 万元。本次委托评估的企业范围为珠海市

中富胶罐有限公司、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昆山中富胶罐有限公司、珠海市中

粤纸杯容器有限公司、天津中粤纸杯容器有限公司等 5家公司，该 5 家企业中，

评估基准日时从上述金融机构直接借款的单位及余额情况：昆山中富胶罐有限公

司借款人民币 5,000 万元、天津中粤纸杯容器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3,000 万元，

合计借款人民币 8,000 万元。

（四）本次评估结果系被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其中包含了公司产品

品牌、营销网络、特殊客户资源等无形资产的价值。

（五）本次评估没有考虑评估对象股东权益的流动性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所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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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评估报告只能由委托方和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3、未征得出具本报告的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

或披露于公开媒体，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

4、本评估报告应当在评估基准日至经济行为实现日相距不超过一年内使

用，通常情况下，只有当评估基准日与经济行为实现日相距不超过一年时，才可

以使用评估报告。

十三、评估报告日十三、评估报告日十三、评估报告日十三、评估报告日

本次评估报告日为 2009 年 6 月 10 日。

评估机构：广东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詹铁军

注册资产评估师： 徐沛

注册资产评估师： 岳小舟

二○○九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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