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 C66 版 ）
应收利息为保理款利息，未发生逾期，经测试不存在减值；
其他应收款主要是应收子公司湖州摩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9,924.11 万元、中

证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保证金 8,750 万元和其他款项 214.77 万元，湖州摩山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经营正常，总资产 43,752.13 万元，净资产 8,608.13 万元，未出现减值
迹象；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58,598 万元，且保证金期后已收回，未
出现减值迹象；

其他款项根据历史经验及对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等综合分析未发生减值迹象；
摩山保理应收子公司霍尔果斯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股利 20,240.81 万元，虽

然霍尔果斯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41.02 万元，实
现净利润 -2.23 亿元，所有者权益仅为 2,970 万元，较 2018 年末所有者权益 25,310
万元下降 88.27%， 但摩山保理存在对霍尔果斯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应付款
54,095.14 万元， 两者相抵后， 摩山保理还应付霍尔果斯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33,854.33 万元，故应收子公司股利不存在减值。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认为：上述应收款项不存在减值迹象，减值准备
合理。

四、补充说明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其他流动资产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
限于交易对象的名称、期限、利率、还本付息安排、是否逾期、款项的最终流向、交易
对象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
股 5%以上股东是否构成关联关系，并说明针对上述款项减值测算的具体过程。

1、补充说明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其他流动资产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
于交易对象的名称、期限、利率、还本付息安排、是否逾期、款项的最终流向及上述
款项减值情况

摩山保理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其他流动资产的具体情况已报备深圳证券
交易所。

公司根据部分客户出具的《情况说明》获知了该等交易对象保理款项的最终流
向；因公司与上海国联能源有限公司、北京中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腾邦物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四家公司发生诉讼，配合受限，故无法
获取该等交易对象保理款项最终流向的情况； 根据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ST 索菱、002766） 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公开披露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
函（【2019】第 185 号）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19-073）获知了广东索菱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保理款项的最终流向； 公司应收深圳汇金创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款项系
债权转让款，非发放的保理款，且截至本《重组问询函》出具之日，上述 16.03 亿元已
全额还款，具体款项形成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5 日公开披露的《江苏法尔胜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债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公告内容。 因
配合受限，公司无法获取其余客户上述保理款项的最终流向。

2、交易对象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是否构成关联关系

截至本《重组问询函》回复出具之日，根据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http://www.
gsxt.gov.cn/）查询，上述交易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深圳汇金创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解植锟， 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
东江阴耀博泰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
东江阴耀博泰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董事张韵构成关联关系；公司未发现深圳汇
金创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除张韵外的其他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构成关联关系。

公司未发现上述其他交易对象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构成关联关系。

3、中介机构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认为：
（1） 中介机构通过查询相关保理合同及放款银行回单等上述款项业务开展资

料， 对部分交易对象进行函证和实地走访等方式对摩山保理上述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其他流动资产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核查，公司披露的上述款项真实、准确；

（2）中介机构根据上述款项部分交易对象提供的《情况说明》和查询公开披露
信息获取了部分交易对象上述款项的最终流向， 经查询上述最终流向企业的工商
资料，未发现该等企业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应收深圳汇金创展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款项系债权转让款，非发放的保理款，且截至本《重组问询函》出具之日，
上述 16.03 亿元已全额还款， 深圳汇金创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持股 5%以上
股东江阴耀博泰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与公司具有关联
关系；因公司与上述款项部分客户涉及诉讼及配合受限原因，公司无法获取该等客
户上述款项的最终流向情况，但中介机构亦获取了上市公司及相关关联方承诺函，
承诺上述款项未最终流向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通过上述核查程序，除上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其他流动资产所对应的 2-3、15-21 项款项，由于受交易对象配合受限及新冠
疫情的影响无法通过核查知晓其资金流向外， 中介机构未发现上述部分交易对象
中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其他流动资产所对应的款项最终流向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的情形；

（3）中介机构通过核查上述款项交易对象的工商信息等资料，交易对象中除深
圳汇金创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解植锟，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江阴
耀博泰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江阴
耀博泰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董事张韵构成关联关系；未发现其他对象与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
东构成关联关系。

五、结合前述信息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1.3 条说明公司是
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事项。

结合前述信息，公司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1.3 条，逐条
说明如下：

（一）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遭受重大损失；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3 日发布《2019 年度业绩预告》，预计 2019 年度亏损：46,000

万元 ~69,00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16.74%~375.11%。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2019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
2020-002）等公告。

（二）发生重大债务、未清偿到期重大债务或者重大债权到期未获清偿；
截至本《重组问询函》出具之日，公司存在如下重大债权到期未获清偿的情况：

序号 交易对象 账面原值（万元）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备注
1 上海国联能源有限公司 96.75 2016/2/25 2016/8/25
2 北京中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000.00 2018/5/18 2018/6/7
3 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 2017/12/28 2018/11/25
4 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 2017/12/29 2018/11/25
5 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200.00 2018/1/23 2018/11/25
6 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200.00 2018/1/23 2019/1/17
7 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600.00 2018/2/6 2019/2/5
8 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 2018/6/29 2019/2/28

9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联合营销
有限公司 11,359.59 2019/3/11 2019/6/30

10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联合营销
有限公司 32,700.00 2019/3/11 2019/9/30

11 腾邦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17/10/26 2018/10/25
12 腾邦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17/11/7 2018/11/6
13 腾邦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 2018/1/24 2018/8/22
14 腾邦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 2018/6/14 2018/12/13
（三）可能依法承担的重大违约责任或者大额赔偿责任；
不存在。
（四）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
1、公司于 2016 年 6 月同一控制下收购摩山保理 90%的股权确认商誉 33,000 万

元，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商誉减值测试后计提减值 24,716.60 万元，商誉余额为
8,283.40 万元。 鉴于摩山保理的实际经营情况，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拟 2019 年度
对上述商誉余额计提全额商誉减值准备 8,283.40 万元；

2、摩山保理业务客户违约风险增加，预计 2019 年度对相关应收保理款与利息
计提相应减值准备约 36,000 万元。

上述资产减值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19 年年度报告为准。

（五）公司决定解散或者被依法强制解散；
不存在。
（六）公司预计出现资不抵债（一般指净资产为负值）；
根据公证天业就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编制的 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10 月

备考财务报表出具的《审阅报告》（苏公 W[2020]E1009 号），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
2019 年 10 月 31 日净资产均为负值，分别为 -8,428.96 万元和 -8,363.29 万元。

（七） 主要债务人出现资不抵债或者进入破产程序， 公司对相应债权未提取足
额坏账准备；

不存在。
（八）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
不存在。
（九）主要或者全部业务陷入停顿；
不存在。
（十）公司因涉嫌违法违规被有权机关调查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刑事处罚；
不存在。
（十一）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违法违规被有权机关调查或者采

取强制措施而无法履行职责，或者因身体、工作安排等其他原因无法正常履行职责
达到或者预计达到三个月以上；

不存在。
（十二）本所或者公司认定的其他重大风险情况。
不存在。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不存在其他《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1.3 条应披露未披露的事项。

问题 11：
报告书显示，经资产基础法评估，霍尔果斯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湖州摩山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4,300.51 万元、
9,079.29 万元、4,324.86 万元，评估增值分别为 0.09 万元、6,079.29 万元、0.17 万元，
增值率分别为 0、202.64%、0。 请你公司结合《26 号准则》第二十四条的相关规定，详
细列示霍尔果斯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湖州摩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摩山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过程、重要的评估或估值参数以及相关依据。

回复：
由于工作人员失误，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5 日披露的《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中摩山保理对其下属企业霍尔果斯摩山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北京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评估价
值及增减值金额列示有误，原披露情况如下：

经评估，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合计为 163,748,338.68 元。 具体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持股比例
（%）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1 湖州摩山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 30,000,000.00 90,792,886.33 60,792,886.33

2 霍尔果斯摩山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100.00 43,004,194.17 43,005,079.97 885.80

3 北京摩山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100.00 43,248,634.28 43,250,372.38 1,738.10

合计 180,000,000.00 163,748,338.68 -16,251,661.32

减: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77,047,171.55 0.00 -77,047,171.55

合 计 102,952,828.45 163,748,338.68 60,795,510.23

现更正披露如下：
经评估，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合计为 163,748,338.68 元。 具体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持股比例
（%）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1 湖州摩山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 30,000,000.00 90,792,886.33 60,792,886.33

2 霍尔果斯摩山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100.00 100,000,000.00 29,705,079.97 -70,294,920.03

3 北京摩山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100.00 50,000,000.00 43,250,372.38 -6,749,627.62

合计 180,000,000.00 163,748,338.68 -16,251,661.32

减: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77,047,171.55 0.00 -77,047,171.55

合 计 102,952,828.45 163,748,338.68 60,795,510.23

公司已在本次披露的《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修订稿》中修订，并以楷体加粗标明。

根据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交易标的评估的情况”之“一、交易标的股权评估概
述”之“（四）资产基础法评估情况”之“3、长期股权投资”中披露内容，标的资产下属
企业全部权益评估值及增值情况如下：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霍尔果斯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湖州摩山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北京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2,970.51 万元、9,079.29 万元、
4,325.04 万元， 评估增值分别为 0.09 万元、471.16 万元、0.18 万元， 增值率分别为
0.0030%、5.47%、0.0042%。

1、霍尔果斯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评估情况
霍尔果斯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系摩山保理主要下属企业，其主要从事商业保

理业务，与摩山保理开展同样的业务，但自 2019 年下半年至今，由于宏观经济影响，
加之监管部门监管趋严，公司已停止开拓新的业务，公司管理层目前对未来收益难
以合理预测，因此，本次评估不采用收益法；由于通过查询各产权交易所、CVsource、
Wind、同花顺资讯等交易信息平台，能够收集到较多关于保理类公司的交易案例，
且通过其官网、产权交易所、CVsource、同花顺等可靠途径可以获取可比公司规模、
经营状况、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等相关的信息，因此，本次与摩山保理以合并口径
采用交易案例比较法进行评估。

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0 月 31 日， 霍尔果斯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资产基础法评
估汇总结果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9 年 10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107,321.21 107,321.21

2 非流动资产 0.64 0.73 0.09 14.06

3 其中： 固定资产 0.64 0.73 0.09 14.06

4 资产总计 107,321.85 107,321.94 0.09

5 流动负债 104,351.43 104,351.43

6 非流动负债

7 负债合计 104,351.43 104,351.43

8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2,970.42 2,970.51 0.09 0.0030

霍尔果斯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资产基础法评估情况如下：
（1）流动资产的评估说明
①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为银行存款，账面价值 97,850.50 元。
A.银行存款
公司银行存款账面余额 97,850.50 元，共 2 个账户，均为人民币账户。
人民币账户按核实后的账面值评估，银行存款评估值为 97,850.50 元。
B.货币资金评估结果
经评估，货币资金评估值为 97,850.50 元。
②应收及预付(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款项
应收款项包括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A.预付账款
预付账款账面价值 2,762,826.66 元，共 3 笔款项，核算内容为预付的咨询服务

费等。
预付账款评估值为 2,762,826.66 元。
B.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588,651,436.96 元，未计提坏账准备，其他应收款净额

为 588,651,436.96 元。 主要为关联单位往来款等。
其他应收款评估值为 588,651,436.96 元。
③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账面值 610,000,000.00 元，计提坏账准备 128,300,000.00 元，账面

净值 481,700,000.00 元，主要为应收客户的保理款，共 3 笔。
其他流动资产评估值为 481,700,000.00 元。
（2）非流动资产的评估说明
①固定资产
A.固定资产—设备类
a.设备概况
设备类固定资产为电子设备，具体如下表：

资产名称 数量
账面价值（元）

原值 净值

电子设备 1台 9,868.00 6,414.20

电子设备账面原值 9,868.00 元，净值 6,414.20 元，为笔记本电脑，数量共计 1
台，购置时间为 2018/8/4，该电脑目前正常使用。

b.评估方法
设备的评估采用成本法评估
成本法是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被评资产所需的全部

成本，减去被评估资产已经发生的实体性陈旧贬值、功能性陈旧贬值和经济性陈旧
贬值，得到的差额作为被评估资产的评估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 采用成本法确认
评估值也可首先估算被评估资产与其全新状态相比有几成新，即求出成新率，然后
用全部成本与成新率相乘， 得到的乘积后再减去经测试后存在的经济性贬值作为
评估值。

计算公式：
评估值 =� 重置全价×成新率
（a）重置全价的确认：
因电子设备均为就地采购，一般不需安装或安装由售货方负责，通过向当地经

销商询价、查阅价格信息网站或有关报价资料等方法确认重置全价。
（b）成新率确认
年限法
成新率 =（1－已使用年限÷规定使用年限）×100%
成新率 = 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 + 尚可使用年限）×100%
式中已使用年限是指日历年限，规定使用年限采用设备的经济寿命年限，尚可

使用年限一般适用于超期服役设备。
尚可使用年限依据专业人员对设备的利用率、负荷、维护保养、原始制造质量、

故障频率、环境条件诸因素确认。
尚可使用年限 =� 法定使用年限 -� 已使用年限。
c.评估举例
固定资产—电子设备评估成本法案例
表 4-6-6 序号 1
设备名称：苹果笔记本电脑
规格型号： MR9U2CH/A
生产厂家：苹果
数量：1 台
放置地点：办公室
购置日期：2018 年 08 月启用日期：2018 年 08 月
账面原值：9,868.00 元
账面净值：6,414.20 元
（a）重置成本的确认
经京东网上询价（https://item.jd.com/30567087843.html#crumb-wrap），该型号电

脑的报价为 10,888.00（含税）元，包安装，则重置全价为每台 9,600.00 元（不含税，百
位取整）。

（b）成新率的确认：
该设备根据厂家的产品质量与品牌保障，并经现场勘查设备使用状况，一般可

使用年限为 5 年左右，已使用了 1.2 年，尚可使用 3.8 年，年限成新率 76%。
（c）评估值的确认
评估值＝重置成本×成新率×数量
＝9,600.00×76%×1
＝7,300.00 元（取整）
根据以上评估方法及计算公式，本次评估电子设备评估净值为 7,300.00 元。 评

估净值较账面净值增值额为 885.80 元，增值率为 13.81％。
（3）流动负债的评估说明
①应交税费
应交税费账面值 1,955,220.51 元，系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城市建设维护税、教

育费附加等。
经评估，应交税费评估值为 1,955,220.51 元。
②应付利息
应付利息账面价值 59,343,351.79 元，系应付华泰创新资产管理（天津）有限公

司融资款利息。
经评估，应付利息评估值为 59,343,351.79 元。
③应付股利
应付股利账面价值 202,408,143.91 元，系应付上海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股

利。
经评估，应付股利评估值为 202,408,143.91 元。
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账面值为 8,107,617.94 元，系与关联公司北京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的往来款。
其他应付款按核实的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8,107,617.94 元。
其他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账面值 771,700,000.00 元，系向华泰创新资产管理（天津）有限公

司融资本金。
其他流动负债评估值为 771,700,000.00 元。
2、湖州摩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评估情况
湖州摩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系摩山保理主要下属企业， 其不从事保理业务，仅

进行股票、债券的短期投资以及通过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参股了一家拟 IPO 企业，故
不适合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直接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0 月 31 日， 湖州摩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基础法评
估汇总结果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9 年 10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8,739.28 8,739.28
2 非流动资产 35,012.85 35,484.01 471.16 1.35
3 其中：债权投资 25,993.15 26,464.31 471.16 1.81
4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6,209.78 6,209.78
5 递延所得税资产 2,809.93 2,809.93
6 其他非流动资产
7 资产总计 43,752.13 44,223.29 471.16 1.08
8 流动负债 34,990.75 34,990.75
9 非流动负债 153.24 153.24
10 负债合计 35,144.00 35,144.00
11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8,608.13 9,079.29 471.16 5.47

湖州摩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基础法评估情况如下：
（1）流动资产的评估说明
①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为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账面余额为 6,520,756.24 元。
A.公司银行存款账面余额 6,520,332.27 元，共 2 个账户，均为人民币账户。
人民币账户按核实后的账面值评估。 银行存款评估值为 6,520,332.27 元。
B.其他货币资金账面余额 423.97 元，共三个账户，均为人民币账户。
其他货币资金评估值为 424.10 元
经评估，货币资金评估值为 6,520,756.37 元。
②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主要为公司投资的流通股(公司持有的智云股份、康尼机电全

部股份质押给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和证券公司资金账户余额，详见下表：
被投资单位名

称
股票名
称 投资日期 持股数量（股） 成 本

（人民币元）
账面价值

（人民币元）

南京康尼机电
股份有限公司 流通股 2018年 02月 9,824,561.00 111,999,995.40 51,578,945.25

大连智云自动
化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

流通股 2017年 07月 3,268,940.00 80,056,340.60 28,080,194.60

海通现金 - 证
券账户资金 2018年 12月 1,212,883.00

合计 80,872,022.85

对公司持有的流通股按评估基准日的收盘价 * 持股数确定评估值，对证券公司
资金账户余额按核对后账户余额确定评估值。 计算如下：

被投资单位名称 股票名称 持股数量（股） 基准日收盘价
元 /股 评估价值（元）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
司 流通股 9,824,561.00 5.25 51,578,945.25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 流通股 3,268,940.00 8.59 28,080,194.60

对证券公司资金账户余额按核实后余额确认评估值。
经核对海通证券公司资金账户余额与账面价值一致，故本次评估值按账面价值

确认为 1,212,883.00 元。
经评估，交易性金融资产评估值为 80,872,022.85 元。
（2）非流动资产评估说明
①债权投资
债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259,931,471.24 元，系债券投资 259,931,471.24 元。
债权投资—债券投资账面价值 259,931,471.24 元，主要为公司购买的华泰创新

资产管理（天津）有限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按核实后购买票面金额和票面利率计
算的截至评估基准日本金和利息之和确认为评估值。 举例如下：

明细表序号 1：

被投资单位名称 债券种类 发行日期 到期日 年票面利率% 成本（面值）

华泰创新资产管理
（天津）有限公司 理财 2019年 1月 18

日
2020年 1月 18

日 9.80% 10,000,000.00

经计算，发行日至评估基准日持有天数为 287 天，故该笔理财产品至评估基准
日的评估值为：

10,000,000.00� *(1+(9.80%/365*287))=� 10,770,575.34� 元。
经以上计算，债权投资评估值为 264,643,021.93� 元。
②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账面价值 62,097,751.71 元，系公司投资的持股 41.92%（实

际出资比例 42.24%）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弘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
的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0.7777%股权的市场价值。孚能科技已于 2019 年 9
月申报科创板，目前处于待核准阶段。

该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系根据 2019 年 5 月份投资孚能科技（赣州）股份股权转
让的市场价值测算，账面价值即为市场价值，故本次评估按其账面价值确认为评估
值。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评估值为 62,097,751.71 元。
③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价值为 28,099,299.04 元。
经评估，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值为 28,099,299.04 元。
（3）流动负债评估说明
①应交税费
应交税费账面值 2,508,959.21 元，系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等。
经评估，应交税费评估值为 2,508,959.21 元。
②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账面值为 347,398,568.43 元，主要包括应付关联方往来款。
经评估，其他应付款评估值为 347,398,568.43 元。
③递延所得税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账面值 1,532,437.93 元。
经评估，递延所得税负债评估值为 1,532,437.93 元。
3、北京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评估情况
北京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系摩山保理主要下属企业， 其尚未开展具体业务，

直接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0 月 31 日， 北京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资产基础法评

估汇总结果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9 年 10 月 31 日 金额单位： 人民币（万
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4,369.14 4,369.14
2 非流动资产 25.15 25.33 0.18 0.72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 固定资产 6.19 6.37 0.18 2.91
5 在建工程
6 长期待摊费用 18.96 18.96
7 资产总计 4,394.29 4,394.47 0.18
8 流动负债 69.43 69.43
9 负债合计 69.43 69.43
10 股东全部权益（所有者权益） 4,324.86 4,325.04 0.18 0.0042

北京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资产基础法评估情况如下：
（1）流动资产评估说明
①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均为银行存款。
公司银行存款账面余额 265,453.51 元，共 2 个账户，为人民币账户。
人民币账户按核实后的账面值评估。 银行存款评估值为 265,453.51 元。
②应收(含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款项
应收款项包括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A.预付账款
预付账款账面价值 586,336.93 元，共 1 笔款项，核算内容为预付的张笑虹房租

款。
预付账款评估值为 586,336.93 元。
B.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42,425,460.24 元，共 4 笔款项，未计提坏账准备，其他

应收账款账面净值 42,425,460.24 元，核算内容主要为关联方借款等。
其他应收款评估值为 42,425,460.24 元。
③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账面值 414,194.88 元，为预缴所得税款余额。
其他流动资产评估值为 414,194.88 元。
（2）非流动资产评估说明
①固定资产—设备类
A.设备概况
设备类固定资产为电子设备，具体如下表：

资产名称 数量
账面价值（元）

原值 净值

电子设备 2台 /套 99,075.54 61,851.90

合计 99,075.54 61,851.90

电子设备账面原值 99,075.54 元，净值 61,851.90 元，主要为家具和平板电视会
议系统 1 套，数量共计 2 台 / 套，购置时间为 2018 年 3 月至 2018 年 5 月。

上述设备运行状态良好， 没有闲置或封存的设备， 设备维护保养情况良好，目
前正常使用。

B.评估方法
设备的评估采用成本法评估。
成本法是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被评资产所需的全部

成本，减去被评估资产已经发生的实体性陈旧贬值、功能性陈旧贬值和经济性陈旧
贬值，得到的差额作为被评估资产的评估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 采用成本法确认
评估值也可首先估算被评估资产与其全新状态相比有几成新，即求出成新率，然后
用全部成本与成新率相乘， 得到的乘积后再减去经测试后存在的经济性贬值作为
评估值。

计算公式：
评估值 =� 重置全价×成新率
重置全价的确认：
a.因电子设备均为就地采购，一般不需安装或安装由售货方负责，通过向当地

经销商询价、查阅价格信息网站或有关报价资料等方法确认重置全价。
b.成新率确认
年限法
成新率 =（1－已使用年限÷规定使用年限）×100%
成新率 = 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 + 尚可使用年限）×100%
式中已使用年限是指日历年限，规定使用年限采用设备的经济寿命年限，尚可

使用年限一般适用于超期服役设备。
尚可使用年限依据专业人员对设备的利用率、负荷、维护保养、原始制造质量、

故障频率、环境条件诸因素确认。
尚可使用年限 =� 法定使用年限 -� 已使用年限。
C.评估举例
固定资产—电子设备评估案例
表 4-6-6 序号 2
设备名称：平板电视会议系统
规格型号：MAXHUB
生产厂家：广州视睿
数量：1 套
放置地点：办公室
购置日期：2018 年 05 月
启用日期：2018 年 05 月
（a）重置成本的确认
经查询苏宁易购网（https://product.suning.com/0000000000/11217300769.html#?

ch=cu），该类型会议系统器的报价为 39,999.00 元（含税），包安装，则重置全价为每
台 35,400.00� 元（不含税，取整）。

（b）成新率的确认：
该设备根据厂家的产品质量与品牌保障，并经现场勘查设备使用状况，一般可

使用年限为 5 年左右，已使用了 1.5 年，尚可使用 3.5 年。
理论成新率 = 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100%
=3.5/5×100%
=70.00%
（c）评估值的确认
评估值＝重置成本×成新率×数量
＝35,400.00×70%×1
＝24,780.00 元（取整）
D.电子设备评估结果：
根据以上评估方法及计算公式，本次评估电子设备评估净值为 63,590.00 元。评

估净值较账面净值增值额为 1,738.10 元，增值率为 2.81％。
②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账面值 189,666.46 元， 主要为装修费用， 原始发生额 379,332.96

元。
长期待摊费用评估值为 189,666.46 元。
（3）流动负债评估说明
①应付职工薪酬
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应付职工薪酬账面余额为 77,147.30 元， 系被评估单位

计提的工资等。
经评估，应付职工薪酬的评估值为 77,147.30 元。
②应交税费
应交税费账面值 617,182.34 元，系应交城市建设维护税、增值税、教育费附加、

个人所得税等。
经评估，应交税费评估值为 617,182.34 元。
公司结合《26 号准则》第二十四条的相关规定，补充披露了霍尔果斯摩山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湖州摩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评估过程、 重要的评估或估值参数以及相关依据， 详见本次交易重组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第五节 交易标的评估的情况”之“一、交易标的股权评估概述”之
“（六）标的资产下属企业评估情况”。

问题 12：
报告书显示，本次交易中，估值机构对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采用市场法计算

的市场价值为 40,215.56 万元，较账面价值无增减，请你公司：
（1）结合可比公司的业务结构、经营模式、企业规模、企业所处经营阶段、成长

性、经营风险及财务风险等因素，详细说明选取上述三家可比公司作为交易案例参
考的原因及合理性。

（2）上述三家可比公司交易案例的评估基准日分别为 2017 年 11 月 30 日、2018
年 7 月 31 日、2019 年 9 月 30 日， 请公司说明选取可比公司交易基准日差异较大的
原因及合理性。

（3）说明评估结论中未考虑控股股权或少数股权因素产生的溢价或折价，未考
虑流动性因素引起的折价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可比公司的业务结构、经营模式、企业规模、企业所处经营阶段、成长

性、经营风险及财务风险等因素，详细说明选取上述三家可比公司作为交易案例参
考的原因及合理性。

标的资产主要业务为商业保理业务和股权投资业务， 评估基准日实收资本为
63,500.00 万元，账面净资产（本部）34,158.30 万元。 由于受宏观经济环境及政府对
类金融行业监管趋严的影响，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已开始收缩业务，自 2019 年下
半年以来不再开拓新业务。 根据可比公司的业务结构相似、经营模式相近、企业规
模尽可能相近、企业所处经营阶段、成长性、经营风险及财务风险等因素可比，故选
择交易案例具体标准如下：

1、现场清查日前一年内公告的已完成的保理公司的股权转让或收购交易案例。
2、交易标的行业或主营业务为保理业务，且主营该行业历史接近 2 年或超过 2

年，且为亏损或微利。
3、交易股权均为控股股权交易，本次案例均为 100%股权交易。
4、交易方式均为协议转让。
由于近一年宏观经济环境及政府对类金融行业监管趋严影响较大，故对近一年

内保理公司的股权转让或收购交易案例全部进行筛选如下表：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最新公告日期 项目进度 名称 选择理由

300096.SZ 易联众 2019-11-19 完成 厦门易联众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 100%股权 可选

002290.SZ *ST中科 2019-11-02 进行中 深圳市中科创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的部分保理融资款债权 进行中不选

002535.SZ 林州重机 2019-10-31 完成 盈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51%
股权 盈利不选

002120.SZ 韵达股份 2019-08-30 完成 韵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规模差异太大

600090.SH 同济堂 2019-08-28 完成 深圳瑞帝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1元收购不选

000507.SZ 珠海港 2019-08-27 完成

珠海港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00%股权，珠海港瑞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珠海
港瑞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资产包转让，
实际保理为零

002081.SZ 金螳螂 2019-08-22 完成 苏州金诺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规模差异太大
不选

603056.SH 德邦股份 2019-08-21 进行中 德易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
司 100%股权 进行中不选

002314.SZ 南山控股 2019-08-10 进行中 中开保理的保理资产收益权 进行中不选

000676.SZ 智度股份 2019-07-18 进行中 广州市智度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 40%股权 进行中不选

000828.SZ 东莞控股 2019-04-17 完成 天津市宏通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 2.5%股权

净利润为
4846.5万元，
不选

600277.SH 亿利洁能 2019-04-17 完成 天津亿利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可选

600110.SH 诺德股份 2019-04-16 完成 深圳明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规模差异太大
不选

870064.OC 威恒股份 2019-04-12 完成 深圳盛业敦豪金链商业保理
股份有限公司 20%股权

规模差异太大
不选

870064.OC 威恒股份 2019-04-12 完成 深圳盛业敦豪金链商业保理
股份有限公司 35%股权

规模差异太大
不选

002092.SZ 中泰化学 2019-03-27 完成
新疆中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欣浦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可选

601600.SH 中国铝业 2019-01-31 进行中 中铝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
司 34.38%股权 进行中不选

300252.SZ 金信诺 2019-01-02 完成 金诺(天津)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 15%股权

转让后不再控
股不选择

002930.SZ 宏川智慧 2018-12-25 完成 东莞市快易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 100%股权

规模差异太大
不选

经核查，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本次交易评估机构根据可比公司的业务结构相
似、经营模式相近、企业规模尽可能相近、企业所处经营阶段、成长性、经营风险及
财务风险等因素可比选取三家可比公司作为交易案例参考具有合理性。

二、上述三家可比公司交易案例的评估基准日分别为 2017 年 11 月 30 日、2018
年 7 月 31 日、2019 年 9 月 30 日， 请公司说明选取可比公司交易基准日差异较大的
原因及合理性。

选取案例的首次公告日时间只是交易双方有意向的时间，最新公告日为最后实
际成交较为接近的时间， 最新交易日会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及市场情况对交易价格
进行修正。 易联众（300096.SZ）完成厦门易联众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收购交
易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19 日；亿利洁能（600277.SH）完成天津亿利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 100%股权收购交易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31 日；中泰化学（002092.SZ）完成上海欣
浦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收购交易时间 2018 年 11 月 30 日，故交易案例实际
完成时间距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相对较近，时间差异较小。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评估选取的三家交易案例实际完成时间距本
次交易评估基准日相对较近，时间差异较小。

三、说明评估结论中未考虑控股股权或少数股权因素产生的溢价或折价，未考
虑流动性因素引起的折价的原因及合理性。

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交易案例均为 100%控股权转让，不需对少数股权进行修正；
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交易案例均为非上市公司，均为非流动性高的股权，故无需对流
动性因素引起的折价因素进行修正。

因此，本次评估未考虑控股股权或少数股权因素产生的溢价或折价和未考虑流
动性因素引起的折价是合理的。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非上市公司 100%股权转让，
故未考虑控股股权或少数股权因素产生的溢价或折价和未考虑流动性因素引起的
折价是合理的。

问题 13：
你公司第一大股东泓昇集团持股比例为 21.34%， 第二大股东江阴耀博泰邦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比例为 15%，两者持股比例较接近。 请补充说明你公司未来
六十个月上市公司是否存在维持或变更控制权计划， 交易对手是否有取得公司控
制权的计划，如有，详细说明主要内容。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 请补充说明你公司未来六十个月上市公司是否存在维持或变更控制权计

划，交易对手是否有取得公司控制权的计划，如有，详细说明主要内容。
根据相关方的确认，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泓昇集团无自本《重组问询函》回复出

具之日起未来六十个月内变更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 第二大股东江阴耀博泰邦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交易对手汇金创展暂无自本《重组问询函》回复出具之日起
未来六十个月内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计划。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上述股东将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中介机构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相关方出具的说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泓昇

集团无自本《重组问询函》回复出具之日起未来六十个月内变更上市公司控制权的
计划；第二大股东江阴耀博泰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交易对手汇金创展暂无自
本《重组问询函》回复出具之日起未来六十个月内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计划。 若发
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上述股东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
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 14：
请你公司根据《26 号准则》第十六条第（五）项的有关规定，补充说明摩山保理、

霍尔果斯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湖州摩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摩山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如果该经营性资产的主营业务和产品（或服
务）分属不同行业，则应按不同行业分别披露相关信息。

回复：
（一）标的公司的业务发展概况
摩山保理主要提供以应收账款融资为主要服务内容的商业保理服务、与商业保

理有关的咨询业务，专业提供应收账款及信用风险综合管理的新金融服务。 摩山保
理主要有债权类保理业务以及部分股权投资类业务。 摩山保理下属企业霍尔果斯
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商业保理业务； 摩山保理下属企业湖州摩山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 摩山保理下属企业北京摩山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主要从事商业保理相关业务。

（二）标的公司的业务模式简介
1、保理业务
保理行业主要通过应收款项保理为亟需资金的企业提供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

资金，获取保理融资的利息收入、保理手续费收入等，同时保理企业还可以通过为
部分客户提供应收账款咨询管理、信用风险评估等服务获得收入。

保理业务可分为有追索权保理和无追索权保理。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是指卖方
（即融资方）将在国内采用赊销方式进行商品交易所形成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保
理公司，保理公司向其提供包括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应收账款催收等综合性
的金融服务；无追索权保理是指保理公司根据卖方所提供的债务人的情况，在信用
额度内承购卖方对债务人的应收账款并提供坏账担保责任， 在债务人发生信用风
险（即债务人未按期支付账款）时，保理公司无权向卖方追索已发放的融资款的保
理业务。

2、股权投资业务
股权投资业务主要通过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对非上市公司以及已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进行的权益性投资以获取投资收益的业务。 公司股权投资业务主要开展
一级及一级半市场投资，定位中长期投资，主要围绕新能源、智能制造、高端制造等
实体行业及金融服务业。

（三）标的公司的盈利模式简介
摩山保理主要通过应收款项保理为亟需资金的企业提供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

资金，获取保理融资的利息收入、保理手续费收入等。 同时，摩山保理还通过为部分
客户提供应收账款咨询管理、信用风险评估等服务获得收入。 此外，摩山保理下属
企业湖州摩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获取相应投资收益。

1、保理业务融资利息收入
保理业务融资利息收入是摩山保理的主要收入来源。该部分收入是指摩山保理

在卖方申请保理融资款时，因为向客户支付保理融资款而收取的利息收入。 摩山保
理在与卖方签订保理业务合同后，会按照卖方的申请，经公司对客户进行调查并审
核同意后，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向卖方支付保理融资款。 根据不同的保理融资款，
摩山保理会按照保理业务合同中约定的年利率或者日利率收取一定的资金使用利
息。 保理融资款利息的高低通常在考虑客户的信用状况、公司与客户的合作关系、
融资金额的大小、资金使用期限及资金成本等相关因素与客户协商确定。

2、保理业务手续费收入
保理手续费收入是指摩山保理根据客户的融资需求及实际情况，为客户设计融

资方案或提供其他咨询服务而向客户收取的一次性融资手续费。 该笔手续费已按
保理融资款本金一定比率收取，于发放每笔保理融资款本金前收取。

3、咨询费收入
咨询费收入是指公司为部分客户提供其他渠道的融资服务而收取的费用。在开

展业务时，公司在对客户进行尽职调查并充分了解客户融资需求的基础上，根据客
户的实际经营情况，为客户设计交易结构和融资方案，帮助客户积极寻找与客户融
资需求相匹配的资金，包括但不限于银行、信托、保险、证券、资管及私募等方面的
资金，并根据融资规模按一定比例收取咨询费用。

4、信用风险评估费收入
即摩山保理对客户进行尽职调查、单证审核、风险评估、额度确认等服务而收

取的费用，按保理融资款一定比率收取，每次在放款前收取。
5、股权投资收益
公司股权投资业务的主要收益来源于公司投资项目的退出，通常以标的公司股

票在公开市场发行并上市后卖出股份为退出机制以赚取资本利得。
（四） 标的公司重要下属子公司霍尔果斯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最近三年主营

业务发展情况
1、业务情况
霍尔果斯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专业提供以应收账款及信用风险综合管理为

主的新金融服务，主要为以应收账款融资为服务内容的商业保理服务、与商业保理
有关的咨询服务等。 2017～2018 年，霍尔果斯摩山保理的放款发生额分别为 24.16
亿元和 7.50 亿元，放款余额分别为 11.50 亿元和 6.50 亿元。 2019 年 1-10 月，霍尔果
斯摩山保理的放款发生额为 0.00 元，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保理放款余额为 6.10
亿元。

保理行业主要通过应收款项保理为亟需资金的企业提供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
资金，获取保理融资的利息收入、保理手续费收入等，同时保理企业还可以通过为
部分客户提供应收账款咨询管理、信用风险评估等服务获得收入。

2、经营情况
霍尔果斯摩山保理主要通过应收款项保理为亟需资金的企业提供日常生产经营所

需的资金，获取保理融资的利息收入、保理手续费收入等。 此外，霍尔果斯摩山保理还通
过为部分客户提供应收账款咨询管理、信用风险评估等服务获得收入。2017～2018年，霍
尔果斯摩山保理营业收入分别为 184,427,809.04元和 117,768,084.95元，营业利润分别为
139,423,519.31元和 -10,048,646.24元。 2019 年 1-10 月，霍尔果斯摩山保理营业收入和
营业利润分别为 -410,194.97元和 -223,399,783.79元。

（1）保理业务融资利息收入
保理业务融资利息收入是霍尔果斯摩山保理的主要收入来源。该部分收入是指霍尔

果斯摩山保理在卖方申请保理融资款时， 因向客户支付保理融资款而收取的利息收入。
霍尔果斯摩山保理在与卖方签订保理业务合同后，会按照卖方的申请，经公司对客户进
行调查并审核同意后，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向卖方支付保理融资款。 根据不同的保理融
资款，摩山保理会按照保理业务合同中约定的年利率或者日利率收取一定的资金使用利
息。保理融资款利息的高低通常在考虑客户的信用状况、公司与客户的合作关系、融资金
额的大小、资金使用期限及资金成本等相关因素与客户协商确定。2017～2018年，霍尔果
斯摩山保理的保理利息收入分别为 69,485,592.06 元和 88,266,077.61 元。 2019 年 1-10
月，霍尔果斯摩山保理的保理利息收入为 -410,194.97元。

（2）保理业务手续费收入
保理手续费收入是指霍尔果斯摩山保理根据客户的融资需求及实际情况，为客

户设计融资方案或提供其他咨询服务而向客户收取的一次性融资手续费。 该笔手
续费已按保理融资款本金一定比率收取， 于发放每笔保理融资款本金前收取。
2017 ～2018 年， 霍尔果斯摩山保理的手续费收入分别为 67,459,198.10 元和
20,527,122.63 元。 2019 年 1-10 月，霍尔果斯摩山保理的手续费收入为 0 元。

（3）咨询费收入
咨询费收入是指霍尔果斯摩山保理为部分客户提供其他渠道的融资服务而收

取的费用。 在开展业务时，霍尔果斯摩山保理在对客户进行尽职调查并充分了解客
户融资需求的基础上， 根据客户的实际经营情况， 为客户设计交易结构和融资方
案，帮助客户积极寻找与客户融资需求相匹配的资金，包括但不限于银行、信托、保
险、证券、资管及私募等方面的资金，并根据融资规模按一定比例收取咨询费用。
2017～2018 年， 霍尔果斯摩山保理的咨询费收入分别为 12,437,735.86 元和
8,974,884.71 元。 2019 年 1-10 月，霍尔果斯摩山保理的咨询费收入为 0 元。

（4）信用风险评估费收入
信用风险评估费收入是指霍尔果斯摩山保理对客户进行尽职调查、单证审核、风险

评估、额度确认等服务而收取的费用，按保理融资款一定比率收取，每次在放款前收取。
2017～2018 年， 霍尔果斯摩山保理的信用风险评估费收入分别为 35,045,283.02 元和 0
元。 2019年 1-10月，霍尔果斯摩山保理的信用风险评估费收入为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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