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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声明 

（一）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人员在执行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

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所收集的资

料做出客观的评估报告陈述，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评估对象涉及的森林资源林木资产情况核实一览表由委托单

位、被评估单位（或者产权持有者）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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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恰当使用评估报

告是委托单位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三）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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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任何形式的保证。对已经发

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委托单位及相关当事方完善产权以

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 

（四）本报告书的分析和结论是在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基础

上形成的，仅在报告设定的评估假设和限制条件下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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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对委托评估对象价值进

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是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人员的责任，但评估人员

及评估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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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报告书的使用仅限于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

的后果与签字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人员及本评估机构无关；  

（七）本报告书评估结论有效期限自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4 月 6 日起

有效，有效期为一年，至 2014年 4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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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评估 

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同大评报字[2013]第 026号 

 

 

 

 

福建同人大有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接受福建省永安林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对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森

林资源资产价值进行评估，为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将其

所属森林资源资产作为银行贷款抵押物提供价值参考意见。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和科学的原

则，依据必要的评估程序，本公司的评估人员对委托评估的森林资源资

产实施了实地勘查、市场调查与询证等必要的评估程序。 

本次评估中的森林资源均为用材林，幼龄林采用重置成本法、中龄

林和近熟林采用收获现值法、成过熟林采用市场价倒算法、天然阔叶林

采用择伐作业的收益现值法，毛竹林采用年金资本化法，根据以上评估

工作，得出如下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2013年 4月 6日持续经营的前提下，福建省永安林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评估产权属于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22887 亩森林资源资产（其中有林地面积 22036 亩）现值共计人民币伍

重要提示 

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

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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仟壹佰伍拾叁万陆仟陆佰元（5153.66万元）。 

本报告评估结论的有效期为一年，至 2014年 4月 5日。超过一年，

需重新进行资产评估。 

评估师郑重提请评估报告的使用者应注意评估报告书正文中的

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 

 

 

 

福建同人大有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专家：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专家： 

 

 

二〇一三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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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评估报告书 

同大评报字[2013]第 026号 

 

福建同人大有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接受福建省永安林

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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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永安林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作为银行贷款抵押物的森林资源资产进行了评估。本

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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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

查、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托评估资产在 2013年 4月 6日所表现的市场

价值作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产权持有者和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一） 委托方与资产占有方简介 

本次评估项目委托方为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占有方为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永林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永安市燕江东路 819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276.028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景贤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木（竹）采运、加工；水力发电；林业、农业、畜牧业、

生产技术服务；林业、农业、蓄牧业、生产技术服务；家具，百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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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杂品，五金、交电、化工，石油制品（不含成品油），建筑材料批发、

零售；苗木培植；花卉盆景栽培；对外贸易。（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

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永安市是我省主要林区，其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十分

适宜林木生长；永安又是闽西北的交通枢纽，鹰厦铁路横穿境内，境内

公路网密布，交通运输条件良好。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永

安市境内拥有 7 个场站。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各采育场和采

购站的森林资源运输条件较为便利，经营管理水平较高，立地条件较好，

林分生长水平中上。近年各场站营造了大片的桉树速生丰产工业原料林，

经营水平较高，投资大，林木生长良好。本次拟评估的用材林林木资源

分布于永安市经营区内，山场的地利条件良好。林分以杉木、松木、天

然阔叶林为主。立地条件以Ⅱ、Ⅲ类地为主，林分生长水平中等。 

（二） 其他可能的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报告仅为本评估目的服务，在此行为实现的过程中，除以上经济

行为涉及到的各方外，不排除其他相关方会阅读到本评估报告，但我们

对其他相关方基于自身立场对本报告的理解不负任何责任。 

二、评估目的 

评估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作为银行贷款抵押物的

森林资源资产的现值，为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将其所

属森林资源资产作为银行贷款抵押物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三、评估范围和对象 

评估范围为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评估产权属于

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将其所属森林资源资产作为银行贷款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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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物的 22887亩，（其中有林地及未成林造林地 22036亩）林地上的森林

资源资产市场价值现值。 

四、价值类型和定义 

本评估报告选用市场价值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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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交易中某项资产应当进行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是 2013年 4月 6日。一切计价标准均为基准

日有效的价格标准，所有资产均为基准日实际存在的资产。 

此基准日是距评估目的计划实现日较接近的基准时间，由委托方和

评估人员共同讨论后确定。 

六、评估依据 

我们在本次资产评估工作中所遵循的国家、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

法律法规，以及在评估中参考的文件资料主要有： 

(一)法律法规及行业规定 

1.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评协[1996]03号《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

(试行)； 

2. 财政部财评字[1999]91号文《资产评估报告基本内容与格式的暂

行规定》； 

3. 财政部财企[2004]20号《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

和《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的通知》； 

4. 财政部与国家林业局财企[2006]529 号《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管理

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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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资办发〔1996〕95号《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试行）》; 

6. 福建省地方法规《福建省森林资源流转条例》； 

7.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产权[2006]274 号《关于

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问题的通知》； 

8. 中评协[2007]189 号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等 7

项资产评估准则的通知； 

9. 福建省地方标准 DB35/T544-2004《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报告的编制

规则》； 

10. 福建省地方标准 DB35/T642-2005《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

范》； 

11.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通知文件等。 

(二)评估工作行为依据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同人大有资产评估土地

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评估项目合同书。 

(三)产权证明文件及其他权属证明 

1. 森林资源资产产权情况说明； 

2. 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基准日会计报表、营业执照

等；  

3. 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属森林资源资产产权证书及相

关协议合同。 

 (四)取价依据 

1. 永安市林业企事业及集林林近年木材生产资料及营造林生产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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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有关生产经营数据； 

3. 福建省永安市林业税费政策与相关规定； 

4. 福建同人大有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价格信息资料

库； 

5. 其他相关资料。 

(五)参考资料及其它 

1. 资产占有单位提供的资产清查申报明细表； 

2. 企业提供的历史收入及成本费用数据； 

3. 评估人员进行的市场调查资料； 

4. 评估人员现场勘察及询证的相关资料； 

5. 企业相关部门及人员提供的相关材料； 

6. 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统计资料和技术标准资料，以及评估机构收

集的其他有关资料。 

七、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按《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试行）》及福建省地方

标准《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的有关要求，分别不同树种、龄组

采用如下的评估方法： 

(一)市场价倒算法 

用材林成熟林和过熟林的林木资产采用木材市场价倒算法进行评

估，即将该林分主伐时的木材总销售收入，扣除木材生产经营成本、税

费及木材生产段的合理利润后的剩余值作为林木资产的评估值。 

(二)收获现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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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材林中龄林和近熟林的林木资产采用收获现值法进行评估，即预

测该林分成熟时采伐所得到的纯收入（已扣除木材生产成本、税费及合

理的经营利润），再扣除从现在到主伐之间的管护费用，其剩余值的折

现值作为林木资产的评估值。 

(三)重置成本法 

用材林 10年生以下（含 10年）的幼龄林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即按现在的技术标准和工价、物价水平，重新营造一片与被评估资产同

样的林分所需的资金成本和资金的投资收益（利息）作为林木资产的评

估值。 

(四)择伐作业的收益现值法 

天然阔叶林及生态林林木资产采用择伐作业的收益现值法评估。未

成熟林利用生长模型预测成熟时的择伐纯收入，按成熟林计算公式测算

价值，再将其折为现值。 

(五)年金资本化法 

年金资本化法是将被评估的森林资源资产每年的稳定收益作为资本

投资的收益，再按适当的投资收益率求出资产的价值。 

上述方法的详细内容及采用的技术经济指标见资产评估说明。 

八、评估过程 

(一)接受委托 

委托方与资产占有方于 2013年 4月 2日正式确定福建同人大有资产

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的评估机构，之后双方签定了评

估业务约定书，明确了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及范围和评估基准日。 

(二)组建评估项目组和制定评估方案 

根据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的分布情况、资产特点并结

合项目的整体时间要求，我公司成立评估项目组。同时针对本项目实际

情况和资产分布的情况，为了保证质量，统一评估方法和参数，我们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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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待评估森林资源资产的特点，在前期调研后制定了本项目资产评估工

作方案。 

(三)资产清查核实和相关情况访谈 

本次现场清查核实工作于 2013年 4月 6日开始至 2013年 4月 25日

结束。 

在企业如实申报资产并对待评估资产进行全面自查的基础上，对永

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的森林资源资产清单及产权进行核

查、询证、内业统计分析，验证委托评估的森林资源资产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对企业提供未来预测数据进行了分析和判断。评估人员就企业的

未来发展规划、市场销售产品生产能力、未来经营、企业销售和采购政

策等与评估相关的事项进行了调查并对其管理层进行了相应的访谈。 

(四)评定估算 

本次评估作价工作于 2013年 4月 26日开始至 2013年 5月 5日结束。 

评估人员在现场依据针对本项目特点制定的评估方案，结合实际情

况确定各类资产的作价原则，明确评估参数和价格标准后，进行评定估

算工作。 

(五)汇总和内部审核 

本次评估根据操作方案的要求由负责人完成汇总评估明细表、撰写

评估说明和评估报告并完成自审后将完整的评估明细表、评估说明、评

估报告及相应的工作底稿提交机构内部进行三级审核程序。 

项目组根据审核意见修改完善评估报告后将评估报告征求意见稿提

交委托方。 

(六)提交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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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5月 8日将评估报告提交委托方。 

九、评估假设 

本次评估的森林资源均为用材林与毛竹林，幼龄林采用重置成本法、

中龄林和近熟林采用收获现值法、成过熟林采用木材市场价倒算法、天

然阔叶林采用择伐收益现值法，其中的假设前提条件是按照以下设定的： 

1.本次评估测算各项参数取值均按基准日取值，因此不考虑通货膨

胀因素； 

2.影响企业经营的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企业所属行业的基

本政策无重大变化，宏观经济形势不会出现重大变化；企业所处地区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3.国家现行的银行利率、汇率、税收政策等无重大改变； 

4.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5.本次评估测算价值为一次性支付价值总额； 

6.本次评估所涉及的木材价格、生产成本、出材率、山场作业条件、

经营成本等，均按永安市现有林分生长及经营管理的平均水平确定。 

十、评估结论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和科学的原则

及必要的评估程序，对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评估的

产权属于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森林资源资产进行了评估，根

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如下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2013年 4月 6日持续使用前提下，委托评估的森林资

源资产现值共计人民币伍仟壹佰伍拾叁万陆仟陆佰元（5153.66万元）。

各类资产评估值详见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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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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和能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一) 本评估结果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下，根据公开市场

原则确定的现行价格，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担保和质押事宜，以及

特殊的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国家

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

响。当前述条件以及评估中遵循的持续经营原则等发生变化时，评估结

果一般会失效。 

(二) 由委托方和资产占有方管理层及其有关人员提供的与评估相关

的行为文件、营业执照、产权证明文件、财务报表、会计凭证等，是编

制本报告的基础；委托方和相关当事人应当提供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等资

料，并对所提供的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

担责任。资产评估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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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确认或发表意见超出资产评

估人员执业范围。 

因此，针对本项目，评估人员进行了必要的、独立的核实工作，福

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相关当事人应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

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 

(三) 评估结论是福建同人大有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

具的，受具体参加本次项目的评估人员的执业水平和能力的影响。 

(四) 本次评估委托评估森林面积为 22887 亩，其中 506 亩为零星分

布经济林未予以评估，345 亩为无林地亦未予以评估，故实际纳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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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的森林面积为 22036亩。 

(五) 对企业存在的可能影响资产评估值的瑕疵事项，在企业委托时

未作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执行评估程序一般不能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

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注意以上的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可能产生的影

响。 

十二、评估报告基准日期后重大事项 

评估基准日后，若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对评估结论造成

影响时，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须对评估结论进行调整或重新评估。 

本次资产评估过程中未发现有影响评估工作的重大期后事项。 

十三、评估报告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本评估报告的结论是在产权明确的情况下，以持续经营为前提

条件； 

(二)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结论仅对被评估资产和本项目评估目的有

效，有效期为一年，至 2014年 4月 5日； 

(三)本报告系评估师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出具的专业性结论，需经评

估机构及评估人员签字、盖章后，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生法

律效力； 

(四)本报告书的评估结论仅供委托方为实现本次评估目的和主管部

门、评估行业主管部门及委托方和资产占有单位审查资产评估报告书和

检查评估机构工作之用，报告书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许

可，我公司不会随意向他人提供或公开； 

(五)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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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七)未征得出具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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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

定的除外。 

十四、评估报告提出日期 

本报告书提交委托方的时间为：2013年 5月 8日。 

 

福建同人大有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专家：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专家： 

 

二〇一三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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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结果表 

单位：亩、立方米、元 

树种 起源 龄组 面积 蓄积 评估值 

杉木 
人工 

幼龄林 1885 5060 1977000 

中龄林 932 3353 1387700 

近熟林 94 728 290200 

成过熟林 1375 15083 6894100 

小计 4286 24224 10549000 

合计  4286 24224 10549000 

马尾松 

天然 

近熟林 320 2755 951800 

成过熟林 2679 33775 11843000 

小计 2999 36530 12794800 

人工 

幼龄林 1694 2983 1603700 

中龄林 4171 17629 6632000 

近熟林 1976 20932 6761100 

成过熟林 277 2925 1111800 

小计 8118 44469 16108600 

合计  11117 80999 28903400 

阔叶树 

天然 

中龄林 223 1276 40000 

近熟林 299 2212 129500 

成过熟林 1542 17559 1316300 

小计 2064 21047 1485800 

人工 

幼龄林 22 59 24000 

中龄林 126 1166 259900 

近熟林 386 4767 976100 

成过熟林 95 1558 384900 

小计 629 7550 1644900 

合计  2693 28597 3130700 

桉树 
人工 

中龄林 358 932 399200 

近熟林 144 787 238900 

成过熟林 2104 13858 3962800 

合计 2606 15577 4600900 

用材林总计  20702 149397 47184000 

毛竹  1334      4352600 

无林地  345   

经济林  506  0 

评估汇总  22887 149397 5153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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