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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火灾损失价格鉴证评估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火灾损失价格鉴证评估行为，统一火灾损失价

格鉴证评估程序和方法，保护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火灾损失统计方法》

和《价格鉴证评估执业规范》《价格鉴证评估专业技术评审工作规

范》等制定本技术规范。 

第二条 火灾损失，一般是指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直接

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 

直接经济损失指财产形态或功能发生变化，导致自身价值直接

丧失或灭失，包括火灾直接财产损失和火灾现场处置费用，不包括

人身伤亡支出的费用。 

火灾直接财产损失是指财产（不包括流通货币、票据、有价证

券等）在火灾中直接被烧毁、烧损、烟薰、砸压、辐射以及在灭火

抢险中因破拆、水渍、碰撞等所造成的损失。 

火灾现场处置费用是指灭火救援费（包括灭火剂等消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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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水带等消防器材损耗费、消防装备损坏损毁费、现场清障调用

大型设备及人力费）及灾后现场清理费。 

间接经济损失是指因火灾造成停工、停产、停业的收益损失。 

第三条 本规范所称火灾损失价格鉴证评估，通常指火灾直接

财产损失价格鉴证评估，是指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及其价格鉴证评估

专业人员根据委托，按照法定的标准和程序，运用科学的方法对火

灾直接财产损失进行统计、评定、测算，并出具价格鉴定意见书或

价格评估报告的专业服务行为。 

如果确需对火灾现场处置费用、火灾间接经济损失等其他火灾

损失进行价格鉴证评估，需另行专门委托。 

第四条 本规范适用于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及其价格鉴证评估专

业人员执行火灾损失价格鉴证评估业务。  

第五条 本规范不涉及国家另有规定的价格认定事项。 

第二章 火灾直接财产损失分类 

第六条 根据火灾直接经济损失分类界定范围，结合价格鉴证

评估的特点，对火灾直接财产损失分类如下： 

（一）建筑物及构筑物类损失，指火灾造成的供人们生产、生

活、经营、娱乐等活动的建筑物及构筑物，含供水、供电、供气、

供暖、通信、消防、中央空调、中央通风等的配套设施设备的损

失。 

（二）装饰装修类损失，指建筑物及构筑物的室内外装饰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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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 

（三）生产设备机械类损失，指工、农、三产服务业中各种生

产线、设施设备、机械车辆等的损失。 

（四）产品类损失，指工、农、林、草、畜牧业在生产过程中

的产品、在产品、半成品、原材料等的损失。 

（五）商品类损失，指商业流通领域商品（含仓储物品及 4S

店仓储成品车等）的损失。 

（六）家庭物品类损失，指家用电器、乐器、健身器具、家具

等有形家庭财产的损失。 

（七）低值易耗品类损失，指家庭已使用衣物、床上用品、文

具、玩具、挂件、摆件、炊具、餐具、粮油、食品以及企业不能作

为固定资产的各种用具及耗材类物品的损失。 

（八）贵重物品书刊类损失，指钱币、邮票、字画、古董古玩

等收藏品；金银、珠宝、红木家具、摆挂件、现代名工艺品等贵重

物品；名表、名牌化妆品、名箱包、皮草、衣物等奢侈品，以及图

书期刊等财物的损失。 

（九）文物及保护动植物类损失，指国家保护文物及动植物类

的损失。 

第三章 火灾损失价格鉴证评估的原则 

第七条 火灾损失价格鉴证评估应遵循以下工作原则： 

（一）合法原则，指火灾损失价格鉴证评估行为、依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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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要求。 

（二）公平原则，指火灾损失价格鉴证评估必须站在公正立场

上，对火灾所有当事人采用相同原则、标准，对火灾损失进行合理

的鉴证评估。 

（三）客观原则，指火灾损失价格鉴证评估应以事实或证据为

依据，实事求是地对火灾损失鉴证评估。 

（四）独立原则。指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应坚持第三者立场，不

受委托方意图的影响或有关利益方的干扰，客观、公正开展火灾损

失价格鉴证评估工作。 

第八条 火灾损失价格鉴证评估应遵循以下技术原则： 

（一）时点原则。资产的价格会随着时间和市场条件的变化而

不断变化；时点不同，鉴证评估的价格不同。火灾损失价格鉴证评

估一般以火灾发生日为价格鉴证评估基准日，价格内涵为火灾发生

前当日资产状态下的价格。 

（二）替代原则。在同一个市场中，具有相同使用价值和质量

的财物，其价格是趋于一致的，即在同一市场具有相近效用的替代

物，其价格应是相近的。火灾中被烧毁、烧损或灭失的财物可采用

相近效用的替代物或具有相同使用价值和质量的参照物鉴证评估价

格。火灾中灭失的整体资产可类比同类企业修正鉴证评估价格。 

（三）预期收益原则。一些鉴证评估标的价格不是根据过去的

生产成本或购买价格确定的，而是根据其未来的效用或获利能力来确

定的。火灾中灭失的财物或整体资产可根据其灭失前获利情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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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合理预测未来获利能力及有效期鉴证评估其灭失前的价格。 

（四）贡献原则。火灾中灭失的财物或整体资产的某一部分构

成的价格，可据其对整体资产贡献或对整体资产的影响程度进行鉴

证评估。 

第四章 火灾损失价格鉴证评估程序 

第九条 委托与受理。 

（一）价格鉴证评估机构接受委托人的委托，进行火灾损失价

格鉴证评估时，须委托人填写《火灾直接财产损失价格鉴证评估委

托书》，签订委托合同。 

（二）委托书应载明如下内容： 

1．价格鉴证评估目的和要求； 

2．价格鉴证评估基准日、价格区域、物品所处环节或价格内

涵； 

3．毁损财物名称、范围、数量等； 

4．委托方名称、印章、委托日期、联系人、地址、电话； 

5．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三）委托方应提交如下资料： 

1．《火灾直接财产损失申报统计表》：品名、规格、型号、生

产厂家、数量、购置(交易)时间、原购置价格或进货价等； 

2．火灾损失财物权属、质量及使用情况等证明资料； 

3．火灾损失物品账目、发票、进出货单、托运单等资料（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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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毁须提供相关联的证明资料）； 

4．烧损程度描述，重要的物品应当附照片； 

5．应检验检测财物的检验检测报告及修复方案。 

（四）对授权价格鉴证评估机构通过现场核实、确认火灾损失

事实、进行火灾损失价格鉴证评估的，须有书面授权委托书及协助

配合承诺书或委托合同。 

（五）以办理刑事案件、统计火灾直接损失为目的的价格鉴证

评估。委托主体应为各级政府及其公安、消防部门、检察机关和人

民法院等，委托人应出具火灾直接财产损失价格鉴证评估委托书。

价格鉴证评估机构根据委托内容和要求出具火灾损失价格鉴定意见

书。意见书中不得包含任何间接损失，并声明该意见书不作为民事

赔偿参照依据。 

（六）以民事赔偿、事故处理为目的的价格鉴证评估，火灾损

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委托人可以是各级政府部门、人民法

院、仲裁机构，也可以是市场主体（一般要求双方当事人共同委

托），应出具火灾财产损失价格鉴证评估委托书。价格鉴证评估机

构受理时应全面了解委托目的和案情，做到价格内涵和评估范围与

委托书相一致，出具正式价格鉴定意见书或价格评估报告，并声明

该意见书或评估报告不得作为办理放火罪、失火罪等刑事案件参照

依据。 

（七）价格鉴证评估机构不得转让已受理的业务。但对严重灭

失，类型复杂的大型火灾损失鉴证评估案件，对特殊专业性强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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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鉴证评估项目，应当聘请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或经委托方同意可

以联合相关专业机构共同办理，联合出具价格鉴证评估报告。 

（八）受理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价格鉴证评估人员应

主动回避。 

1．是价格鉴证评估事项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的； 

2．本人或者其近亲属和价格鉴证评估事项有利害关系的； 

3．与价格鉴证评估事项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价格鉴

证评估公正的。 

价格鉴证评估人员的回避，应当由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决定。 

（九）受理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应

出具书面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或出具补充材料通知书。 

1．价格鉴证评估委托书内容不符合要求的; 

2．相关材料不齐全的; 

3．应当提供有效的真伪、质量、技术等检验检测报告、鉴定报

告、修复方案等而未提供的; 

4．提出价格鉴证评估时，价格鉴证评估标的已灭失或者其状态

与价格鉴证评估基准日相比发生较大变化，委托方未确定其在价格

鉴证评估基准日状态的。 

第十条 现场勘验。 

（一）火灾损失价格鉴证评估现场勘验，应由两名以上价格鉴

证师及专业人员组成鉴证评估小组，调取《火灾直接财产损失申报

统计表》，全面了解案情和委托要求，制定作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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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场勘验时应要求委托方工作人员及有关当事人参加，

当事人拒绝参加或因故不能参加的，可请求当地基层组织或管理方

指派工作人员见证，也可聘用两名以上与火灾无利害关系的公民见

证。所有参加勘验的人员应在记录上签字，记录可作为最主要的鉴

证评估依据。到场当事人不愿签字的，勘验人员应在勘验记录上说

明情况，现场勘验记录的使用效力不受影响。 

（三）现场勘验可聘请相关专家参加。必要时可提请委托方进

行专业检验检测，依据检验检测报告进行价格鉴证评估。 

（四）现场勘验按照先拍照录像后提取的原则；先总体观察后

逐项展开的原则；先查可见残留物后再查灭失物的原则；先易后难、

先外后内的顺序逐项开展清点核实工作。必要时召开质证座谈会，

广泛听取各方陈述及意见建议。现场勘验应客观核实，如实记录，

制作完整的现场勘验记录。 

第十一条 通过现场勘验核实，协助确认火灾损失事实的原则

及方法。 

（一）现场核对。按照受损人提供的《火灾直接财产损失申报

统计表》及证明材料，对损失财物类别、名称、型号、数量现场进

行核查验证。 

（二）现场无法勘验时，以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为价格鉴证评估

依据。 

第十二条 认定火灾事实，原则上应由委托方或职能部门确

认；委托方或职能部门确有困难的，经特别授权，鉴证评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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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授权范围内协助开展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但需委

托方签字认可。 

第十三条 现场勘验确定烧损等级及烧损率的原则和方法。 

（一）本规范所称火灾烧损率，是指烧损财物的损坏程度，用

百分比表示。 

（二）烧损率的确定方法。 

1．药品、医疗器械、食品类。因移动外观受损或外包装轻度

烟熏、水渍污染，内包装密封完好，经检测、检疫合格的烧损率, 

按 30%—60%确定；经高温烘烤、辐射、部分烧损的烧损率按

100% 确定。 

2．商品类。外包装轻度烟熏、水渍污染，内包装密封完好，

或高温烘烤、辐射后不产生毒副作用，简单处理可销售的，烧损率

按 30%—40%确定，中度处理可销售的，烧损率按 40%—70%确

定；高温烘烤、辐射后变形或可能产生毒副作用的，烧损率按

100%确定。 

3．树木类（不含森林、古木、珍稀保护树木）。 

（1）轻度烧损。烟熏、辐射、烘烤、过火造成芽孢、小枝条烧

损，修剪处理后不影响存活，仅影响当年产量或生长，烧损率按

30%确定。 

（2）中度烧损。小枝条或局部侧枝烧损，主杆树皮小面积受损，

修剪处理后不影响存活，长期影响产量或生长，烧损率按 30%—60%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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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全烧损。树冠受损面积超过一半，或主杆树皮局部受损，

修剪处理后仍对产量成材影响较大，以及死亡树木认定为完全烧损。

烧损率按 100%确定。但应合理测算死亡树木可能形成用材的残值。 

4．房屋、构筑物类。 

（1）轻度烧损。存在烟黑、水渍印迹，轻微变形或局部稍有变

形，轻微网状裂缝，轻微碳化，略有烘烤痕迹。烧损率按 20%以下

确定。 

（2）中度烧损。存在烟黑、水渍损坏，略有变形，局部轻微裂

缝或个别裂痕，中度碳化或局部木基层碳化烧损，表层混凝土变为

粉红色、局部酥皮、隆起、脱落，轻微露筋。对承载无明显影响。

烧损率按 20%—50%确定。 

（3）重度烧损。大面积烧损，较大变形或局部承重严重变形，

粗裂缝网，面层严重碳化，基层大部分碳化或烧损，表层混凝土变

为土黄色或白色、大部分隆起、脱落，大面积露筋。对承载有一定

影响。烧损率按 50%—70%确定。 

（4）完全烧损。结构倒塌或构建脱落。梁、柱、墙、板等承重

构件及非承重构件保护层，大部分或全部严重剥落、露筋或断裂，

主体结构严重损坏，丧失使用功能，有倒塌危险；门、窗、室内外

装修大部分或全部烧毁脱落。烧损率按 70%—100%确定。 

5．车辆、机器、设备设施类。 

（1）轻度烧损。仅外观或少量零部件、附属件受损，使用功能

和精确度未受影响，通过一般的维护、保养、小修（简单修理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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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建筑内水、电、暖、气、通信、特种设备（消防、霹雳等公

共设施）等稍有变形或局部烧损；小修可恢复原状，烧损率按 20%

以下确定。 

（2）中度烧损。部分零部件、附属件损坏，导致部分使用功能

和精确度降低或丧失，部分拆解修理或更换烧损件；建筑内水、电、

暖、气、通信、特种设备等局部变形或局部烧损，修复时涉及少量

主体结构；单项中修可恢复原状，烧损率按 20%—50%确定。 

（3）重度烧损。大部分零部件、附属件或关键零部件损坏，导

致大部分使用功能和精确度降低或丧失，全部拆解修理或更换烧损

件；建筑内水、电、暖、气、通信、特种设备等大部分严重变形或

烧损，修复时涉及部分主体结构；大修可恢复原状，烧损率按 50%

—70%确定。 

（4）完全烧损。绝大部分零部件、附属件或关键零部件烧损，

失去原有使用价值；建筑内水、电、暖、气、通信、特种设备等绝

大部分严重变形或烧损，烧损后无法修复使用，需拆除重建；鉴定

大修后虽能修复，但修复不经济（超过自身现值 70%），烧损率按

70%—100%确定。 

第十四条 房屋、构筑物、车辆、机器、设备设施类烧损率确

定有争议，或者修复方案有争议，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应要求委托方

委托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检验检测、鉴定。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应按

检测报告鉴定结论测算确定价格。 

第十五条 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在现场勘验中发现委托内容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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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不一致或缺少资料，应及时书面通知变更、补充。 

第十六条 价格鉴证评估人员应做必要的市场调查，制作内容

完整的调查记录，包括调查时间、地点、方式、内容。被调查人不

愿签字的，调查人记录情况并签字，使用不受影响。必要时可以要

求委托人协助。 

第十七条 市场调查可多渠道采用多种方式进行。调查方式可

采用市场当面询价、网络询价、电话视频询价等。调查内容可以是

公开的政府部门及行业管理和行业公布的政府定价、招标价、拍卖

价、补偿价、统计价、基准价，市场上实体店、网店的交易价。 

第十八条 价格鉴证评估人员应当对市场调查资料的合法性、

真实性、关联性审查并负责。 

第十九条 价格鉴证评估小组应当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分

析、数据处理，按照价格鉴证评估相关规定、规则，结合价格鉴证

评估标的特点，选择合理的技术路径和方法进行测算，并形成测算

说明。 

火灾损失财产价格鉴证评估一般按照以下规定办理： 

（一）火灾损失财产为实行政府定价的，采用政府定价标准确

定； 

（二）火灾损失财产为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按当地政府规定的

基准价格与浮动幅度结合市场情况合理确定； 

（三）火灾损失财产为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按市场价值标准，

根据委托书内容和要求，结合调查掌握的资料情况，选择以下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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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适应的方法进行测算。 

1．商品、原材料、燃料财产损失按烧损前购进价加购进税

金、运费、仓储费等扣除残值计算。 

2．在产品、半成品、成品、协作产品财产损失按成本价格扣

除残值计算。 

3．达到或超过使用年限，但仍有使用价值的财产损失，结合

现场勘验到的实际情况，按重置价值的 20%—40%计算。  

4．低值易耗品、日常生活用品等财产损失，按其烧损前财产

价值具体计算。 

第二十条 价格鉴证评估小组应当根据测算说明，按照《价格

鉴证评估文书指引》的相关规定，撰写价格鉴定意见书或价格评估

报告。自受理委托书之日起，30 个工作日内出具正式的价格鉴定意

见书或价格评估报告。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价格鉴证评估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价格鉴证评估事项描述; 

（二）价格鉴证评估依据; 

（三）价格鉴证评估过程及方法; 

（四）价格鉴证评估结果; 

（五）价格鉴证评估限定条件和说明;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二十一条 价格鉴证评估报告可以采用直接送达、邮寄送达

等方式送达委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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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送达的，应当要求委托方在送达回证上签字，并注明接收

日期及份数。 

邮寄送达的，应当同时邮寄送达回证，并要求委托方寄回送达

回证。送达回证没有寄回的，应当在邮寄凭证上记明情况，以邮寄

凭证作为送达回证的附件，邮寄凭证上注明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二十二条 价格鉴证评估人员应当将反映价格鉴证评估全过

程的各种资料和文书整理归档，并统一保管。价格鉴定意见书保存

期限不少于 30 年，价格评估报告保存期限不少于 15 年。 

归档资料和文书主要包括： 

（一）价格鉴证评估委托书及相关材料; 

（二）价格鉴证评估报告书正式文本; 

（三）现场勘验核实或者勘验记录及相关资料; 

（四）市场调查记录及相关资料; 

（五）测算说明; 

（六）送达回证; 

（七）其他相关资料。 

第二十三条 委托单位或相关当事人对价格鉴证评估报告有

异议的，应在收到价格评估报告之日起 10 内，向出具价格鉴证评估

报告的价格鉴证评估机构提出异议申请，除下列情况外，评估机构

一般应予以受理： 

（一）逾期提出异议的； 

（二）异议提出方不是价格鉴证评估事项的委托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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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异议书无正当异议理由的，或异议事项不明确的； 

（四）异议书无异议提出单位印章或提出人签名的。 

如果相关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对价格鉴证评估报告有异议，应

通过委托方向评估机构提出异议申请。 

第二十四条 评估机构应在收到价格鉴证评估异议书 20 日内

做出答复；另有约定的按约定期限内做出。 

异议书提出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一）异议事项； 

（二）提出异议的理由和依据； 

（三）提供异议材料的名称、份数； 

（四）提出异议的日期； 

（五）异议人的单位名称、联系人、联系方式或者异议人的姓名、

身份证号码、联络方式等。 

异议答复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一）异议的范围及内容； 

（二）异议处置过程要述； 

（三）异议处置结论（原价格鉴证评估复议结论或重新价格鉴证

评估结论）；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评估机构进行复议后，认为原评估程序符合规定，原评估报告

适用依据正确、选用方法适当、采用参数合理并且测算准确的，应

当维持原价格鉴证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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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人对评估机构的书面异议答复仍然持有异议的，诉讼案件

应通过人民法院委托专业技术评审，非诉讼案件可直接向评估机构

所属中国价格协会或地方行业协会提出专业技术评审委托。 

第五章 火灾损失价格鉴证评估方法 

第二十五条 市场法。是指经市场调查，选取三个或三个以上

可比参照物，比较分析毁损财物烧损前与参照物之间的因素差异，

通过调整修正确定被毁损财物在价格鉴证评估基准日损失价格的方

法。 

（一）计算公式： 

1．全部毁损： 

鉴证评估价格＝（市场价格±修正值）－回收价格 

鉴证评估价格＝市场价格×修正率－回收价格 

2. 部分毁损： 

鉴证评估价格＝（市场价格±修正值）×烧损率 

鉴证评估价格＝市场价格×修正率×烧损率 

（二）市场价格的确定方法。价格鉴证评估人员应当对调查资

料整理分析，去伪存真，运用适当方法确定市场价格。 

第二十六条 成本法。是指在鉴证评估火灾损失时，按财物价

格鉴证评估基准日重置成本扣减其各项贬值或折旧，确定损失的方

法。 

（一）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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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鉴证评估价格＝（重置成本-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

贬值）×烧损率-残值 

2、鉴证评估价格＝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烧损率-残值   

烧损率小于 100%，扣减毁损部分残值；烧损率等于 100%，扣

减全部残值。 

（二）重置成本的确定方法。重置成本是指在价格鉴证评估基

准日重新建造、制造、购置全新状态下与标的相同财物或资产的成

本。重置成本可以采用市场价格的确定方法测算，还可采用如下方

法测算。 

1．重置核算法。是指按财物或资产的成本构成，以现行市价

加全部购建支出。也可按间接成本占人工或直接成本的比例计算。 

计算公式为： 

（1）重置成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 

（2）重置成本＝直接成本×（1+间接成本占直接成本比率） 

（3）重置成本＝材料+人工成本×（1+间接成本占人工成本比

率） 

2．价格指数调整法。是指按财物或资产的成本，采用原始成

本，运用价格指数测算重置成本。 

计算公式为： 

（1）重置成本＝原始成本×（1＋价格变动指数） 

（2）重置成本＝原始成本×基准日价格指数/购建日价格指数 

3．功能价值法。是指依据财物或资产的生产能力与制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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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线性关系，按生产能力比率关系计算重置成本。 

计算公式为： 

重置成本＝参照物重置成本×标的生产能力/参照物生产能力 

（三）综合成新率的确定方法。综合成新率是指火灾中被毁损

的已使用财物或资产在烧损前与全新状态的新旧程度比率。火灾具

有灭失性，无法采用观察法确定成新率，一般先计算年限成新率，

调查火灾发生前维护、保养情况及是否存在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

值因素，综合分析后确定综合成新率。 

火灾常见类财物总使用年限参考值（详见附表）。 

计算公式为： 

1．综合成新率＝年限成新率±修正值 

2．年限成新率＝预计尚可使用年限/总使用年限×100%  

3．总使用年限＝实际使用年限+预计尚可使用年限 

第二十七条 收益法。是指将财物或资产的未来的预期收益，按

一定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的方法。 

（一）运用收益法的前提条件。财物或资产可连续获利；未来

预期收益能够用货币衡量；资产所有者承担的风险必须能够用货币

衡量。  

（二）折现率。是指将未来收益折现成现值的比率。通常由无

风险利率、风险报酬率和通货膨胀率构成。 

（三）注意事项。运用收益法对火灾财物或资产损失进行价格

鉴证评估时，应注意如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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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期收益额、成本、折现率应选用科学、可行的方法测

算。 

2．应查清收益来源，若收益是全部资产获得，火灾损失是局

部或者为完全毁损，测算出的是火灾发生前财物或资产的价值，应

考虑烧损率、残值等因素。 

计算公式： 

鉴证评估价格＝财物现值×烧损率-残值 

烧损率小于 100%，扣减毁损部分残值；烧损率等于 100%，扣

减全部残值。 

第二十八条 修复费用加和法。是指火灾财物部分烧损情况下，

修复恢复原有使用功能和外观的支出费用。并分析比较修复后财物的

状态与火灾前财物的状态或全新状态的差异，修正确定火灾损失。 

（一）计算公式为： 

鉴证评估价格＝修复费用±修正值-残值 

修复费用＝更换主材价格+辅料价格+工时费+其他费用 

（二）恢复原状。是指恢复到毁损前的外观需要及基本使用功

能。 

（三）注意事项。运用修复费用加和法对火灾财物或资产损失

进行价格鉴证评估时，应注意如下事项。 

1．根据价格鉴证评估目的，区分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办理中

折旧率范围与修正值的差异。刑事案件按火灾发生前财物的状态对

全部修复费用折旧或修正；民事案件只对材料费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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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事案件办理中当修复费用大于火灾发生前财物现有价值

70%时，为修复不经济，推定全损，按火灾发生前财物现有价值计

算损失。刑事案件按实际损失只计算毁损财物直接损失，不包括任

何间接损失。 

3．残值。是指毁损物烧毁后的残骸回收价。 

第二十九条 专家咨询法。专家咨询法是将若干专家设定为市

场潜在的购买者，利用其专业知识、经验和分析判断能力对火灾财

物损失的价格进行鉴证评估的方法。 

（一）专家。指国家公布或权威行业机构公示的持有专家证书

并从事相应专业工作的人员；取得中级以上职称或具有同等能力，

长期从事本行业工作，具有丰富经验以及长期在本业工作业界公认

的权威专业人士。 

（二）适用范围。油脂、纤维、塑料等石油产品，火灾后无残

留物或残留物很少的灭失物；残骸不具备清理条件，其他方法难以

鉴定财物；火灾价格鉴证评估初期的预估。 

（三）注意事项。专家应在本行业内选取，数量不得少于三名

以上单数。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一条 本规范由中国价格协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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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火灾常见财物分类总使用年限参考值（年、万千米）表 
 

序号 设备分类 年限 里程 

-- 建筑物、构筑物类  

（一） 生产、经营用房  

1 钢结构  40  

2 钢筋混凝土结构、仓库  35  

3 砖混、砖木结构  30  

4 受腐蚀生产用房、危险品专用仓库  25  

5 受强腐蚀生产用房  15  

6 办公、独立值班用房  45  

7 简易住宅  8  

（二） 居民住宅  

1 剪力墙、钢筋混凝土结构  70  

2 砖混结构  50  

3 砖木结构  40  

4 简易结构  10  

（三） 装饰装修    

1 宾馆、饭店、商场、公共娱乐、营业场所  5-6  

2 办公、居民住宅  8-10  

（五） 房屋设施  

1 玻璃幕墙、铝合金及钢木门窗  25  

2 锅炉及附属设施、暖气、自来水管道  20  

3 快装锅炉  15  

4 电梯、监控、通信系统  10  

5 变配电、动力电、照明电等强电系统  23  

6 消防安全设施、设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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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构筑物  

1 水井、水池、水塔、冷却塔、冷库、加油站基础设施  30     

2 露天库，水罐、露天水池，污水池及其他构筑物  20     

二 物品类  

（一） 交通工具  

1 小、微型出租客运汽车  8 60 

2 中型出租客运汽车  10 50 

3 大型出租客运汽车  12 60 

4 租赁载客汽车  15 60 

5 小型教练载客汽车  10 50 

6 中型教练载客汽车  12 50 

7 大型教练载客汽车  15 60 

8 公交客运汽车  13 40 

9 其他小微型营运载客汽车  10 60 

10 其他中型营运载客汽车  15 50 

11 其他大型营运载客汽车  15 60 

12 大型非营运载客汽车  20 60 

13 中型非营运载客汽车(大型轿车除外)  20 50 

14 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和大型非营运轿车   60 

15 微型载货汽车  12 50 

16 危险品运输载货汽车  10 40 

17 其他载货汽车（包括半、全挂牵引车）  15 60 

18 装有多缸发动机的低速货车  12 30 

19 三轮汽车、装有单杠发动机的低速货车  9 30 

20 有载货功能专项作业车  15 50 

21 无载货功能专项作业车  30 50 

22 轮式专用机械车   50 

23 正三轮摩托车  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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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其他摩托车  13 12 

25 飞机  10  

（二） 工程机械  

 

1 
起重机械、挖掘机械、土方铲运机械、基础及凿井机械、

皮带螺旋运输机械、钢筋及混凝土机械  
10  

 

2 
单转电动起重机、混凝土输送泵、内燃凿岩机、风动凿岩

机、电动凿岩机、等离子切割机、磁力氧气切割机  
5  

（三） 农用机械  

1 大型拖拉机（73.55 千瓦以上）  10  

2 中型拖拉机（14.71—73.5 千瓦）  12  

3 小型拖拉机（14.71 千瓦以下）  4-7  

 
4 

农用飞机及作业设备、联合收获机、粮食处理机械、排灌

机械及大型喷灌机、农田基本建设机械、农机修理专用设

备及测试设备  

 
12 

 
 

（四） 营业、办公、家用设备 

1 办公、家用设备  15  

 

2 
营业用家具设备、游乐场设备、健身房设备、洗涤设备、

厨房用具设备  
 

6 
 

 

 

3 
手机、电话机、电脑、复印机、传真机、文字处理机、电

子计算机及系统设备  
 

5 
 

 

4 纯毛地毯、化纤地毯、混织地毯  8  

5 经营柜台、货架 4  

6 音响设备、电冰箱、空调器、电视机  10  

7 电梯、自动扶梯  10  

8 消防安全设施、设备  6  

5 供电、供热系统设备，中央空调设备  18  

6 钢琴  16  

7 电子乐器  7  

8 其他乐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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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工业设备  

1 电力工业专用输电线路  30     

2 电力工业专用配电线路  15     

3 
电力工业专用发电、变电配电设备，动力设备、传导设备、

非生产设备及器具设备工具  
18 

 
    

4 公用事业企业专用自来水、燃气设备  18   

5 造船工业专用设备  18     

6 

电气化铁路供电系统；机械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

医药工业，电子仪表电讯工业，冶金工业，矿山、煤炭及

森林工 业，建材工业，纺织工业，轻工业等专用设备；运

输设备，机械设备，自动化控制及仪器仪表自动化、半自

动化控制设备通用测试仪器设备，工业炉窖，工具及其他

生产用具等通用设备  

10 

 
 
    

7 
港口装卸机械及设备、运输船舶及辅助船舶、铁路机车车

辆和通讯线路  
 

16 
 
    

8 
铁路通信信号设备、通信导航设备、邮电通信电信机械及

电源设备；集装箱  
7 

 
  

9 
酱醋类腐蚀性严重的加工设备及器具、粮油原料整理筛选

设备、烘干设备、油池、油罐  
8 

 
  

10 
材料试验设备，测量、计量、探伤、测绘仪器；照相、监

控、音影设备；电子分色设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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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海洋资源性资产价格鉴证评估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海洋资源性资产价格鉴证评估行为，统一海

洋资源性资产价格鉴证评估程序和方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公

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

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渔业法》、《价格鉴证评估执业规范》、《价格鉴证评估

专业技术评审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技术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所称海洋资源性资产，包括海洋油气和矿产

资源、海域使用权、无居民海岛使用权、海洋养殖及水域污染损

失（包括海洋资源性资产的其他损失）、海洋资源工程资产及其

配套设施等资产。 

第三条 本规范所称海洋资源性资产价格鉴证评估，是指价

格鉴证评估机构及其价格鉴证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委托，按照法律

规定和海洋相关专业标准和程序，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海洋资源性

资产进行价格鉴定或价格评估，并出具价格鉴证评估报告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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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行为。  

第四条 海洋资源性资产价格鉴证评估目的是根据海洋资源

的现实价值或潜在价值，揭示其在正常条件下的市场交易价格，

为委托方或当事人占用、出让、转让、抵押、收回补偿等提供价

格参考。 

第五条 本规范适用于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及其价格鉴证评估

专业人员执行海洋资源性资产价格鉴证评估业务。  

第二章 海洋资源性资产价格鉴证评估类型 

第六条 根据海洋资源性资产价格鉴证评估特点，主要可分

为以下五大类型： 

（一）海洋油气和矿产资源价格类型，是指对海洋油气及其

天然气水化合物和其他矿产资源资产（包括勘探、开发、生产和

销售及其有关的活动）；涉案海洋资源和矿产资源损失（包括非

法开采盗采海砂认定等）进行价格鉴证评估。  

（二）海域使用权价格类型，是指对依法取得的海域使用权

及其附属用海设施和海上构筑物（含从事海盐生产晒制与盐化及

海水利用和淡化制备设施），包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水、领

海的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滩涂、湿地、浴场、盐田、养殖、

海产品等海域用海进行价格鉴证评估。  

（三）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价格类型，是指对依法取得的无居

民海岛用海使用权的出让流转、合作使用进行价格鉴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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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洋养殖及水域污染损失价格类型，是指对造成直接

或间接海洋珍稀、濒危深水野生动植物死亡或损害损失价值；人

工养殖资源资产及其水域污染损失；以及因海域水域污染和自然

灾害事故造成的海滨度假区（例如：海滨公园、浴场、度假村等

娱乐场所）、海上观光和涉海旅游及其有关配套设施关闭等所产

生的经济损失进行价格鉴证评估。  

（五）其他海洋工程固定资产及其配套设施价格类型，是指对

海洋工程（包括海岛交通、电力、水利）等建设基础设施项目，以

及对水运工程包括港口工程、航道整治、航道疏浚、航运枢纽、过

船建筑物、修造船水工建筑物等及其附属建筑物和设施的新建、改

建、扩建及其相关的装修、拆除、修缮等工程进行价格鉴证评估。  

第三章 海洋资源性资产价格鉴证评估基本原则 

第七条 海洋资源性资产价格鉴证评估应遵循以下工作原

则： 

（一）合法原则 ，合法合规原则是指执行价格鉴证评估业务的

机构在开展价格鉴证评估工作的过程中必须遵守法律规定和海洋规

划要求，不得与法律规定相违背，否则其所做出的价格鉴证评估结

果无效。 

（二）公平原则，是指价格鉴证评估必须站在公正立场上，对

所有当事人采用相同原则、标准，进行合理的价格鉴证评估，包括

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实体公正是指价格鉴证评估工作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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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应当体现公正原则。开展价格鉴证评估工作时，应当全面考虑与价

格鉴证评估工作相关的因素，不得考虑与价格鉴证评估工作无关的因

素，保证价格鉴证评估结果实现公正、公平。在程序公正方面，要有

一系列程序规定保障价格鉴证评估实体公正，如回避制度、内部审核

制度、集体审议制度、复核制度、专业技术评审制度等。 

（三）客观原则。客观原则要求价格鉴证评估工作必须根据价

格鉴证评估的特定对象和目的，结合价格鉴证评估标的的实际状况

及特征，按照价格鉴证评估规范、规则规定的方法、程序进行价格

鉴证评估，保证价格鉴证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合理性和准确性。 

（四）独立原则，是指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应坚持第三者立场，

不受委托方意图的影响或有关利益方的干扰，客观、公正开展价格

鉴证评估工作。 

第八条 海洋资源性资产价格鉴证评估应遵循以下技术原

则： 

（一）预期收益原则，以在正常开发利用的条件下，实现对海

洋资源性资产未来预期有效客观的收益价格为依据。  

（二）最佳使用原则，以在最佳有效利用的前提下，充分考虑

海洋资源性开发投入及其他生产要素，取得最大经济效益的价格。  

（三）替代原则，以相邻地区或类似地区公开市场交易价格，

或者同等开发利用条件下的海洋资源性资产价格为依据 。  

（四）市场供需原则，以市场供需关系为基础,充分考虑海洋资

源所在域区的供需市场特点和差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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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贡献原则，以开发利用中贡献程度为依据，确定各生产

要素对总收益的贡献价值。 

第四章 海洋资源性资产价格鉴证评估程序 

第九条 价格鉴证评估一般程序  

（一）取得委托人出具的价格鉴证评估委托书。  

委托书应载明如下内容： 

1. 价格鉴证评估目的和要求； 

2. 价格鉴证评估基准日、价格区域、价格内涵； 

3. 价格鉴证评估标的种类、品名、规格、型号、生产厂家、

量、购置(交易)时间、原购置价格或进货价等； 

4. 委托方名称、印章、委托日期、联系人、地址、电话； 

5.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二）签订委托合同。 

委托合同应明确价格鉴证评估完成时限、收费标准、异议处

理等事项。 

（三）指派价格鉴证评估专业人员，组成评估工作小组。 

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受理价格鉴证评估事项后，应当指派2名或

者2名以上符合条件的价格鉴证评估人员组成价格鉴证评估小组，

办理价格鉴证评估事项。 

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价格鉴证评估人员应当回避： 

1. 是价格鉴证评估事项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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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价格鉴证评估事项有利害关系的； 

3. 与价格鉴证评估事项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价格鉴

证评估报告公正的。 

（四）制定价格鉴证评估作业方案。  

根据价格鉴证评估事项特点和要求，确定评估技术路经，结合

人员特长分配工作并合理计划作业时间和进度，选取拟调查、搜集

资料的渠道，准备作业经费，做好实物勘验和市场调查的各项前期

准备工作。 

（五）实物（实地）勘验。  

1. 价格鉴证评估实地勘验，应由两名以上价格鉴证师及专业

人员进行。 

2. 现场堪验时应要求委托方工作人员和有关当事人参加，当

事人拒绝参加或因故不能参加的，可请求当地基层组织或管理方指

派工作人员见证，也可聘用二名以上与评估事项没有利害关系的公

民见证。所有参加堪验的人应在记录上签字，记录可作为最主要的

鉴证评估依据。到场当事人不愿签字的，堪验人员应在勘验记录上

说明情况，现场勘验记录的使用不受影响。 

3. 实物堪验可聘请相关专家参加。必要时可提请委托方对评

估标的有关情况进行专业检验检测，依据检验检测报告进行价格

鉴证评估。 

4. 实物堪验按照先拍照录像后提取，先总体观察后逐项展开的

原则。必要时召开质证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陈述及意见建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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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堪验应客观核实，如实记录，制作完整的查验核实记录。 

（六）市场调查。 

价格鉴证评估人员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市场调查，收集价格

鉴证评估业务所需要的资料，并记录调查情况。价格鉴证评估人员

应当对市场调查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审查。 

市场调查记录应当有调查人和被调查人签字。 被调查人未签字

的，调查人应当在记录上载明情况，市场调查记录的使用不受影响。 

（七）收集与整理价格鉴证评估资料。  

价格鉴证评估人员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地收集资料作为价

格鉴证评估依据，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审查，在

此基础上做出价格鉴证评估结果。价格鉴证评估依据可以分为三

类：一是文件依据类，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技

术标准文件；二是价格鉴证评估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三是价格鉴

证评估人员收集的资料。 

（八）选定价格鉴证评估方法。 

价格鉴证评估方法是价格鉴证评估人员在对价格鉴证评估标

的进行价格确认的过程中采用的工具和技术手段。市场法、成本

法、收益法和专家咨询法是价格鉴证评估的基本方法。 

价格鉴证评估人员应当根据价格鉴证评估标的、价格内涵、

价格鉴证评估目的及取得的相关资料，选择最适宜的方法进行价

格鉴证评估。资产评估法要求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鉴证评估方法

从不同途径评估标的价值，相互验证，得出最终结果。若因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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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或条件限制等原因只能采用一种评估方法，须说明理由。 

（九）分析、测算、确定价格鉴证评估结论。 

价格鉴证评估小组应当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核查验证、分析整

理、数据处理，按照价格鉴证评估相关原则、规定，结合价格鉴证

评估事项特点，选择合理的技术路径和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测

算，经综合分析，形成测算技术报告。 

（十）撰写价格鉴证评估报告。  

价格鉴证评估小组应当根据价格鉴证评估事项的性质、测算技

术报告，形成价格鉴证评估结论，并按照价格鉴证评估文书格式的

相关规定，撰写价格鉴证评估报告。 

价格鉴证评估报告应当包括标题、文号、目录、声明、摘要、

正文、附件等部分。 

具体内容包括： 

1. 价格鉴证评估事项描述：主要包括委托人及其他价格鉴证评

估报告使用人；价格鉴证评估目的；价格鉴证评估标的数量和范围；

价格内涵；价格鉴证评估基准日、价格鉴证评估报告日、价格鉴证

评估报告有效期等。 

2. 价格鉴证评估依据：包括政策依据和委托人提供的材料依据

以及价格鉴证评估人员收集的市场调查依据等。 

3. 价格鉴证评估过程及方法：简要描述实物查验或勘验、市场

调查情况以及价格鉴证评估专业技术测算分析过程，并说明选用的

价格鉴证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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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价格鉴证评估结论：结论应当说明币种，并且分别用大、小写

表示价格鉴证评估标的价格，数额精确程度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确定。 

5. 价格鉴证评估限定条件：即价格鉴证评估结论成立的前提条

件或假设条件，表明结论可能受到这些前提或假设条件影响。 

6. 委托人或当事人对价格鉴证评估报告有异议的处理方式和

限定处理时限。 

7. 价格鉴证评估专业人员签名和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印章。 

8.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如权属证明等主要资料不完整或者存

在瑕疵的情形；未决事项、法律纠纷等不确定因素；利用专家工作

情况；委托人或者其他价格鉴证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使用

价格鉴证评估报告，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报告载明的使用

范围使用价格鉴证评估报告的，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及其价格鉴证评

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等。 

（十一）审核价格鉴证评估报告。 

经过审核、审议的价格鉴证评估报告应当由价格鉴证评估机构法

定代表人或者首席合伙人签发。价格鉴证评估报告自签发之日起生效。 

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应当制作价格鉴证评估报告正式文本，由至

少两名承办该项业务的价格鉴证评估专业人员签名并加盖价格鉴证

评估机构印章。法定评估（如国有资产价格鉴证评估）业务的应当

由至少两名承办该项业务的评估师签名并加盖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印

章。出具价格鉴定意见书应当由至少两名承办该项业务的价格鉴证

师签名并加盖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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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提交（送达）价格鉴证评估报告。  

价格鉴证评估报告可以采用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送达委

托方。 

直接送达的，应当要求委托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字，并注明接收日

期及份数。 

邮寄送达的，应当同时邮寄送达回证，并要求委托人寄回送达

回证。 

送达回证没有寄回的，应当在邮寄凭证上记明情况，以邮寄凭

证作为送达回证的附件，邮寄凭证上注明的日期为已送日期。 

（十三）价格鉴证评估报告及资料归档。 

价格鉴证评估专业人员应当将反映价格鉴证评估全过程的各

种资料和文书整理归档，并统一保管。 

价格鉴证评估档案的保存期限不少于十五年, 属于法定评估业务

的（涉案鉴证评估和国有资产鉴证评估），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十年。 

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及其价格鉴证评估专业人员，可以根据价格

鉴证评估业务的具体情况及公正、科学、效率原则， 合理确定一般

程序的繁简程度，但不得随意删减价格鉴证评估一般程序。 

第十条 价格鉴证评估主要因素。 

海洋资源性资产价格鉴证评估受多种因素影响，应根据不同

海域用途和用岛特点进行分析，选择不同的价格鉴证评估方法和

技术路线，制定具体作业方案，重点有以下几种因素：  

（一）自然因素：价格鉴证评估对象在沿海城镇中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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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海岛资源条件、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区域气象与气候条件、海

洋灾害和污染发生机率等。 

（二）社会因素：地区人口密度、就业状况、城镇发展与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用岛项目等。 

（三）经济因素：区域经济发展规模、海岛海域使用状况、交

通条件、基础配套设施、物价水平。 

（四）行政因素：区域经济与产业政策、海岛保护规划、海洋 

功能区、相关产业发展规划限制等。  

（五）标的状况：价格鉴证评估标的产权状况（委托方或当事 

人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生产经营与财务状况（实际

开发利用程度和设定程度、实际用途和设定用途）等情况。 

第五章 海洋资源性资产价格鉴证评估方法 

第十一条 海洋资源性资产价格鉴证评估方法，总体分为成本

法、收益法、市场法和专家咨询法等四种基本方法，在实际评估过程

中可根据价格鉴证评估标的的特性，灵活选取较为适用的细分方法。  

（一）价格鉴证评估标的在公开市场交易实例少、市场发育不

充分不成熟、开发成本可取得的，宜采用成本法。  

（二）价格鉴证评估标的具有收益或潜在收益确定的，宜采用

收益法。 

（三）对于待开发和再开发的用海区域，宜采用假设开发法。 

（四）同一或相邻区域内有相似用海类型，宜采用市场比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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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根据政府公布海域用岛项目基准价格，宜采用基准价格

系数修正法和最低价补偿修正法。  

第十二条 海洋油气和矿产资源资产价格和涉案海洋油气和矿

产资源损失价格（包括非法开采盗采海砂认定）鉴证评估方法。  

（一）海洋油气和矿产资源资产宜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和预期

收益能力法进行评估测算。 

1. 对企业整体资产进行价格评估，当企业现金流入量减去年现

金流出量等于0或者负数时，一般选择折现现金流量法。计算公式为： 

价格鉴证评估值=（年现金流入量－年现金流出量）/ 折现率×

收益年限； 

2. 当企业内部财务帐目不充分不完整，难以确定其折现现金流

量时，则宜采用预期收益能力法。计算公式为： 

价格鉴证评估值=（矿产资源年度销售净收益）/ 折现率×剩余

使用年限。 

公式中，折现率合理取值为8%－10%之间。 

矿产资源年度销售收入=原矿产品×开采产量×原矿销售价格； 

矿产资源年度净收益=矿产资源年度收入－矿产资源年度支出。 

在评估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海洋油气和矿产勘探储量、矿体结

构、矿床分布、原矿产量、贫化程度、原矿品位、开采回采年限、

海域状况、作业条件等各种影响因素。对于中大型矿区规模大，分

摊成本少开采产量高效益好，服务年限拟设定为30年。对于小型矿

区规模小，分摊成本多开采产量低效益差，则服务年限拟设定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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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涉案海洋油气和矿产资源损失宜采用市场法和剩余价值

法进行评估测算。 

1. 对于未经批准非法采矿采砂价格认定，交易市场活跃的，宜

采用市场法，按公开市场交易的原矿产品和海砂价格进行测算。 

2. 当地交易市场不活跃的，宜采用剩余价值法。参考当地建筑

工程定额基价进行核定，且从销赃数额中扣减海上开采作业及运输

费、人工费和其他开采费用等评估测算。 

①涉案海洋资源损失价格=原矿产品或者海砂市场交易价格－

海上作业及运输费－人工费－其他开采费用；  

②对于难以确定其海上开采作业及运输费和有关开采费用时，

宜采用“工半料半”的原则，直接核定该项开采活动中所产生的有关

费用。计算公式为：  

涉案海洋资源损失价格=涉案海洋资源核定金额×实际开采数。 

涉案海洋资源核定金额=原矿产品或海砂市场交易价格×开采

费用费率基数； 

该项费用费率基数，宜采用最低值不得低于50%，最高值不得

高于70%进行计算。 

第十三条 海域使用权价格鉴证评估方法。 

按照不同的海域特点及评估目的，比较常见的评估方法有：市

场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基准价格修正法和补偿价格

法等多种方法。其中，补偿价格法是指以开发前海域使用权价值和

开发后追加费用总和为依据，确定开发后海域价格的一种鉴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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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适用于新开发海洋区域价格，对于新开发尚难了解收益的滨

海旅游、港口航运、修造船等用海类型均可采用这种方法。 

补偿价格法计算公式如下：   

           P=Pei+d+f+w          

公式中： 

P—开发后海域使用权价值 

Pei—开发前海域初始价值 

d—海域开发费用 

f—海域开发合理利润 

w—开发利息  

（一）开发前海域初始价值，包括海域使用金和相关税费。 

海域使用金，根据不同的海域等别和用海类型，按照附录(1) 

表中一等至六等，对照《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进行计算。  

相关税费，是指海域开发过程中必须支付的有关税收和费用。 

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海域时 ,海域初始价值为估价期日海域的

客观市场购置价格。 

（二）海域开发费用。 

海域开发费，是指对待评估开发海域设定范围内投入并固化在

海域上的各种客观费用，包括宗海界址线以内、以外两种费用： 

1. 宗海界址线以内的海域开发费一般包括填海、炸礁、疏浚等

费用； 

2. 宗海界址线以外的海域开发费为达到设定开发程度所需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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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各项开发费用。 

（三）海域开发合理利润。 

根据海域使用类型、开发周期和所处地区社会经济条件综合确

定的海域投资回报率来计算海域开发利润；或者参照同一市场上类

似项目的平均投资回报率。确定海域开发合理利润，一般按照投资

项目回报取值综合利润率为10～15%。 

（四）开发利息。 

按照设定海域开发程度的正常开发周期、各项费用投入期限和

年利息率，分别计算各期投入应支付的利息。海域开发周期超过一

年时，利息按复利计算。 

（五）海域使用权价格鉴证评估应注意事项。 

1. 对于海域出让评估委托项目，应予以确定计算出取得海域使

用权而支付的各项开发费、专业费、补偿费、业务费和税金等各种

费用。 

2. 对于海域转让评估委托项目，应予以确定计算出海域转让前

的取得价格、附属用海设施和海上构筑物重置费以及转让增值收益

等各种费用。  

3. 海域转让使用权最高期限，按照下列用途确定：  

养殖用海15年；     

拆船用海20年；  

旅游、娱乐用海25年；     

盐业、矿业用海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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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事业用海40年；  

港口、修造船厂等建设工程用海50年。  

在价格鉴证评估过程中，应按照不同的评估方法，说明数据来

源、测算依据、计算公式和计算过程。 

第十四条 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价格鉴证评估方法。 

根据取得无居民海岛的用岛方式，选择各种不同的价格评估技

术路线，宜采用假设开发法、收益还原法、基准价格系数修正法和

最低价补偿修正法等方法。  

（一）无居民海岛主要分为以下基本类别：  

1. 农林牧渔业用岛； 

2. 工业交通用岛； 

3. 旅游娱乐用岛；  

4. 公共服务用岛。  

（二）在评估过程中，对于无居民海岛或区域土地交易实例少、

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宜采用基准价格系数修正法进行价格评估。

对于评估未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的使用权价格，宜采用最低价补偿

修正法和基准价格系数修正法。对于评估己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及

其配套设施和海上构筑物，以及农林牧渔业用岛时，宜采用市场比

较法、收益还原法等相互交替使用。  

1. 采用最低价补偿修正法评估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公式为： 

P=pi×S×f×X＋px 

公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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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价格；  

Pi——无居民海岛出让最低价标准（元/公顷/年）；  

S——用岛类型区域的面积（公顷）； 

f——无居民海岛出让年限；  

X——以一定年限出让用岛范围内各类用岛区块无居民海岛使

用权的最低价；  

px—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资源及生态补偿费用。  

2. 采用基准价格系数修正法评估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公式为： 

P= Pi（1 + K）×k1） 

公式中：  

P—— 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价值；  

Pi——同一级别类似用途的无居民海岛基准价格或者土地基准

价格； 

K——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价值影响因素修正系数；  

k1——评估基准日、容积率、使用年期等其他修正系数。  

3. 确定修正系数应考虑以下影响因素： 

①按不同用途的无居民海岛，进一步确定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价

格的各项影响因子，综合分析影响因素中的各因子对无居民海岛使

用权价值的影响程度，计算出影响因素因子修正指数之和。 

②根据无居民海岛所在地区社会经济条件，按照同一级别类似

用途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完成后与用岛开发前的变化对价格带来的影

响程度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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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估基准日、用岛类型区域的面积（公顷）、容积率、使用

年期等修正系数，可通过收集大量案例资料，运用统计方法分析特

定区域内无居民海岛随着时间变动的规律，确定求取相关指数。 

（三）不论采用何种价格鉴证评估方法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价格

均不得低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最低价。计算公式为： 

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最低价=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面积×使

用年限× 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最低价标准。 

公式中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面积以无居民海岛使用批准文件

确定的开发利用面积为准。  

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最低价标准，根据不同的用岛方式和用

岛类型，按照附录(2) 表中一等至六等执行。  

第十五条  海洋养殖及水域污染损失价格鉴证评估方法。 

根据不同海域及水域污染损失情况，宜采用成本法、市场法和

收益法等基本评估方法。 

在价格评估过程中，对污染事故渔业损失量的计算方法：宜采

用围捕统计法、调查估算法、统计推算法、专家评估法等方法。其

损失量计算方法、应用范围和推算公式，按原农业部颁布实施的《水

域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计算方法规定》和《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

算方法》（GB/T 21678）执行。具体计算公式为：  

（一）天然渔业资源经济损失价格。  

天然渔业（主要包括鱼类、虾蟹类、头足类、水母类、贝类、

棘皮类等游泳生物、浮游生物及底栖生物）资源经济损失价格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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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 ∑n（Pai×Pci－Yi） 

公式中：  

Pa ——天然渔业资源经济损失价值（元、万元）；  

Pai——第 i 种渔业资源、渔业生物损失量（kg、条、尾、枚、

只、头、个）；  

 Pci ——第 i 种水产品当地的平均价格（元/kg、元/尾、元/个）；  

Yi ——第 i 种渔业生物的捕捞成本（元、万元）。  

（二）水产养殖业经济损失价格。 

水产养殖业（主要包括底播养殖生物贝类，浮筏养殖扇贝、牡

蛎、贻贝、海胆及网箱养殖鱼类）资源经济损失价格公式：  

Pc =∑n（ Pbi× Pci－ Fi） 

公式中：  

Pc——水产养殖业经济损失价值（元、万元）；  

Pbi ——第 i 种养殖生物损失量（kg、个）；  

Pci ——第 i 种养殖生物当地的平均价格（元/kg、元/个）；  

Fi ——第i种养殖生物的后期投资（元、万元）。  

（三）海洋旅游业资产经济损失价格。  

海洋旅游业主要包括因海域水域污染和自然灾害事故造成的海

滨度假区（如海滨公园、浴场、度假村等娱乐场所）、海上观光和

涉海旅游及其有关配套设施关闭等所产生的经济损失价格公式：   

Pv =∑n（ Pvi× Pdi×Li） 

公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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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 —— 旅游业造成经济损失价值（万元）；  

Pvi ——第i个公园历史同期每米岸线每日平均净利润值（万

元）； 

Pdi ——第i个公园关闭时间（天）；  

Li ——第i个公园关闭岸线长度（m）。  

第十六条 海洋资源工程资产及其配套设施价格鉴证评估方

法。 

按不同的价格评估类型及评估目的，选择最有效的价格评估技

术路线：宜采用成本法、收益现值法和清算价格法等评估方法。  

（一）海洋机械设备价格。  

在价格评估过程中，对海洋机械设备(主要包括港口装卸设备、

修造船生产设备、过船闸起动装置和趸船等)进行评估 ，较宜采用

成本法。计算公式如下：  

1. 重置成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  

2. 价格鉴证评估值=重置成本－有形损耗－功能性损耗－经济

性损耗；  

3. 价格鉴证评估值=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  

（二）海洋工程建（构）筑物价格。  

1. 在价格评估过程中，对海洋工程投资项目整体资产价格评估

时，宜采用收益现值法、投资收益率法和清算价格法。 

2. 对于海洋工程投资项目部分基建工程(包括海岛交通、电力、

水利)，以及水运工程（包括港口工程、航道整治、航道疏浚、航运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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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过船建筑物、修造船水工建筑物）等及其附属建筑物和设施的新

建、改建、扩建及其相关的装修、拆除、修缮等工程，具体工程量的

估算及重置费用，宜采用行业工程建设项目造价定额计算方法。 

第六章 异议处理 

第十七条 委托单位或相关当事人对价格鉴证评估报告有异议

的，应在收到价格鉴证评估报告之日起10内先向出具价格鉴证评估

报告的价格鉴证评估机构提出异议申请，除下列情况外，价格评估

机构一般应予以受理： 

（一）逾期提出异议的； 

（二）异议提出方不是价格鉴证评估事项的委托单位、相关当

事人，或者与价格鉴证评估事项无利害关系的； 

（三）异议书无正当异议理由的，或异议事项不明确的； 

（四）异议书无异议提出单位印章或提出人签名的。 

价格评估机构应在收到价格鉴证评估异议书20日内做出答

复；另有约定的按约定期限内做出。 

异议书提出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一）异议事项； 

（二）提出异议的理由和依据； 

（三）提供异议材料的名称、份数； 

（四）提出异议的日期； 

（五）异议人的单位名称、联系人、联系方式或者异议人的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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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身份证号码、联络方式等。 

异议答复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一）异议的范围及内容； 

（二）异议处置过程要述； 

（三）异议处置结论（原价格鉴证评估复议结论或重新价格鉴 

证评估结论）；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评估机构进行复议后，认为原评估程序符合规定，原评估报告

适用依据正确、选用方法适当、采用参数合理并且测算准确的，应

当维持原价格鉴证评估结论。 

异议人对评估机构的书面异议答复仍然持有异议的，诉讼案件

应通过人民法院委托专业技术评审，非诉讼案件可直接向价格评估

机构所属中国价格协会和地方行业协会提出专业技术评审委托。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本规范所称价格鉴证评估方法，除本规范有特殊规

定外，均按价格评估行业一般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本规范由中国价格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规范自XX年XX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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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 
 

（单位：万元/公顷） 

 
海域等别 
用海类型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五等 六等 
征收

方式

填海造

地用海 

建设填海造地用海 180 135 105 75 45 30 

一 
次 
性 
征 
收 

农业填海造地用海 4.5  

废弃物处置填海造地用

海 
195 150 120 90 60 37.50 

构筑物

用海 

非透水构筑物用海 150 120 90 60 45 30 

跨海桥梁、海底隧道等

用海 
11.25  

透水构筑物用海 3 2.55 2.10 1.65 1.20 0.75 

按 
年 
度 
征 
收 
 

围海 
用海 

港池、蓄水等用海 0.75 0.60 0.45 0.30 0.21 0.15 

盐业用海 0.01  

围海养殖用海 0.15  

开放 
式用 
海 

开放式养殖用海 0.15  

浴场用海 0.45 0.36 0.30 0.21 0.15 0.06 

游乐场用海 2.25 1.65 1.20 0.81 0.51 0.30 

专用航道、锚地等用海 0.21 0.18 0.12 0.09 0.06 
0.03 

 

其它 
用海 

人工岛式油气开采用海 9 

平台式油气开采用海 4.5 

海底电缆管道用海 0.45 

海沙等矿产开采用海 4.50 

取、排水口用海 0.45 

污水达标排放用海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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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最低标准 
 

单位：万元/公顷·年 

等

别 
用岛方式 
用岛类型 

原生利

用式 
轻度利

用式 
中度利

用式 
重度利

用式 
极度利

用式 

填海连岛与造

成岛体消失的

用岛 

一

等 

旅游娱乐用岛 0.95 1.91 5.73 12.41 19.09 

2455.00 万 元 /
公顷，按用岛

面积一次性计

征。 

交通运输用岛 1.18 2.36 7.07 15.32 23.56 

工业仓储用岛 1.37 2.75 8.25 17.87 27.49 

渔业用岛 0.38 0.75 2.26 4.90 7.54 

农林牧业用岛 0.30 0.60 1.81 3.92 6.03 

可再生能源用岛 1.04 2.08 6.25 13.54 20.83 

城乡建设用岛 1.47 2.95 8.84 19.15 29.46 

公共服务用岛 - - - - - 

国防用岛 - - - - - 

二

等 

旅游娱乐用岛 0.77 1.54 4.62 10.00 15.38 

1976.00 万 元 /
公顷，按用岛

面积一次性计

征。 

交通运输用岛 0.95 1.90 5.69 12.33 18.97 

工业仓储用岛 1.11 2.21 6.64 14.38 22.13 

渔业用岛 0.30 0.61 1.83 3.95 6.08 

农林牧业用岛 0.24 0.49 1.46 3.16 4.87 

可再生能源用岛 0.84 1.68 5.04 10.91 16.78 

城乡建设用岛 1.19 2.37 7.11 15.41 23.71 

公共服务用岛 - - - - - 

国防用岛 - - - - - 

三

等 

旅游娱乐用岛 0.68 1.37 4.10 8.88 13.66 

1729.00 万 元 /
公顷，按用岛

面积一次性计

征。 

交通运输用岛 0.83 1.66 4.98 10.79 16.60 

工业仓储用岛 0.97 1.94 5.81 12.59 19.36 

渔业用岛 0.28 0.55 1.65 3.58 5.50 

农林牧业用岛 0.22 0.44 1.32 2.86 4.40 

可再生能源用岛 0.75 1.49 4.47 9.69 14.90 

城乡建设用岛 1.04 2.07 6.22 13.48 20.75 

公共服务用岛 - - - - - 

国防用岛 - - - - - 



— 51 — 

等

别 
用岛方式 
用岛类型 

原生利

用式 
轻度利

用式 
中度利

用式 
重度利

用式 
极度利

用式 

填海连岛与造

成岛体消失的

用岛 

四

等 

旅游娱乐用岛 0.49 0.98 2.94 6.36 9.79 

1248.00 万 元 /
公顷，按用岛

面积一次性计

征。 

交通运输用岛 0.60 1.20 3.59 7.79 11.98 

工业仓储用岛 0.70 1.40 4.19 9.08 13.98 

渔业用岛 0.20 0.39 1.17 2.54 3.91 

农林牧业用岛 0.16 0.31 0.94 2.03 3.13 

可再生能源用岛 0.53 1.07 3.20 6.94 10.68 

城乡建设用岛 0.75 1.50 4.49 9.73 14.97 

公共服务用岛 - - - - - 

国防用岛 - - - - - 

五

等 

旅游娱乐用岛 0.42 0.84 2.51 5.45 8.38 

1056.00 万 元 /
公顷，按用岛

面积一次性计

征。 

交通运输用岛 0.51 1.01 3.04 6.59 10.14 

工业仓储用岛 0.59 1.18 3.55 7.69 11.83 

渔业用岛 0.17 0.34 1.02 2.21 3.39 

农林牧业用岛 0.14 0.27 0.81 1.76 2.71 

可再生能源用岛 0.46 0.91 2.74 5.94 9.14 

城乡建设用岛 0.63 1.27 3.80 8.24 12.68 

公共服务用岛 - - - - - 

国防用岛 - - - - - 

六

等 

旅游娱乐用岛 0.37 0.75 2.24 4.86 7.48 

927.00万元 /公
顷，按用岛面

积 一 次 性 计

征。 

交通运输用岛 0.45 0.89 2.67 5.79 8.90 

工业仓储用岛 0.52 1.04 3.12 6.75 10.39 

渔业用岛 0.15 0.31 0.93 2.01 3.09 

农林牧业用岛 0.12 0.25 0.74 1.61 2.47 

可再生能源用岛 0.41 0.82 2.45 5.30 8.16 

城乡建设用岛 0.56 1.11 3.34 7.23 11.13 

公共服务用岛 - - - - - 

国防用岛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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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数字产品价格鉴证评估技术指引 
 

为规范数字产品价格鉴证评估行为，做好数字产品价格鉴证评

估工作，显化数据资产的价值，公平、公正体现数字产品价格，促

进数字产品研发、利用，更好地服务数字产品市场发展，制订本技

术指引。 

1. 定义。 

数字产品是指企业或个人拥有或控制的，以电子化形式存在

的，各种运营数据、业务流程、业务系统及各类电子文件、数据产

品等。 

2. 价格鉴证评估范围。 

本指引适用的鉴证评估范围包括各类数据产品、软件、电子文

件的使用权或所有权。 

3. 委托书规范表述。 

为解决XXX纠纷（鉴证评估目的），对XXX（使用人或所有

权人）所有的XXX（数字产品）的使用权或所有权，于鉴证基准日

XX年XX月XX日（损害发生日或财务报表日）的市场价格进行鉴

证评估。 

4.价格鉴证评估技术标准。 

4.1 国家标准《软件工程 软件开发成本度量规范》（GB/T36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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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4.2 国家标准《信息技术软件测量功能规模测量》（GB/T18491- 

2010）; 

4.3 国家标准《质量数据报文》（GB/T18124- 2000）； 

4.4国家标准《信息技术大数据数据分类指南》（GB/T38667- 

2020）； 

4.4 工业和信息化部行业标准《软件研发成本度量规范》

（SJ/T114 63-2013）以及配套的应用指南;  

4.6 工业和信息化部行业标准《软件工程功能规模测量  

NESMA方法》（SJ/T11619-2016）;  

4.7 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团体标准《软件造价评估实施规程》

（T/C CUA 005-2019）; 

4.8 北京软件造价评估技术创新联盟团体标准《软件造价评估

实施规程》（T/BSCEA 002-2019）; 

4.9 《中国软件行业基准数据》。 

5.委托方提供的资料。 

5.1 开发成本资料：开发过程中的人工成本、材料成本、设备、

办公用房等摊销成本、测试成本、其他间接成本等。 

5.2 使用维护资料：日常的使用维护成本、升级开发频率及开

发成本等。 

5.3 市场收益资料：市场销售合同、授权使用合同、未来市场

收益预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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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鉴证评估方法。 

6.1市场法 

市场法是指经市场调查，获取与价格鉴证评估标的相同或类似

的参照物市场价格，分析比较价格鉴证评估标的与参照物之间的差

异并进行调整，从而确定价格鉴证评估标的价格的方法。 

计算公式如下： 

鉴证评估标的价格＝参照物价格±差异金额 

＝参照物价格×（１±调整系数） 

6.2成本加和法 

成本加和法是指利用鉴证评估标的全部开发成本之和确定鉴证

评估标的价格的方法。 

计算公式如下： 

鉴证评估标的价格 ＝ 人工成本+材料成本+设备房屋等使用

成本+间接成本+资金成本+税费+利润 

鉴证评估标的价格 ＝ ∑分项系统价格+资金成本+税费+利润 

6.3收益法 

收益法是指通过估测鉴证标的未来预期收益的现值，来计算鉴

证标的价格的鉴证方法。 

一般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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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价格鉴证值； 

Ri—未来第i年的预期效益 

r—折现率； 

n—收益年限； 

i—年序号。 

7.鉴证评估技术思路。 

7.1软件资产 

7.1.1开发阶段或测试阶段的数字产品可采用成本加和法进行鉴

证评估。 

开发阶段数字产品尚未达到销售使用条件，成本数据资料相对

完善，宜采用成本加和法进行鉴证评估；测试阶段数字产品虽然达

到了销售使用条件，但还未产生稳定收益，又因其成本数据也相对

完整，故而，有市场交易数据的情况下，可采用市场法和成本加和

法进行鉴证评估；没有市场交易数据时，宜采用成本加和法进行鉴

证评估。 

方法一：将鉴证评估标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核算。 

（1） 利用项目核算财务报表或专项审计报告确认实际支出成

本； 

（2）剔除无效的、非必要的成本支出； 

（3）分析确认成本的客观性，将不客观的成本量调整至客观成

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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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析确认间接费用的合理性，如企业管理费、设计费、设

备摊销、房屋摊销等等，做到不漏项，不重复； 

（5）根据费用支出时间计算资金成本，均匀投入的计算一半时

间，资金量不大的或开发周期不超过1年的可以不计算此项； 

（6）计算合理的利润与税金； 

（7）各项成本相加，计算总成本； 

（8）进行基准日期修正，可采用行业综合费用调整法或单项费

用调整法，计算鉴证评估标的成本价格。 

方法二：将鉴证评估标的按功能模块进行核算。 

（1）计算每个功能模块的直接成本； 

（2）合计后，计算总的直接成本； 

（3）计算总的间接成本； 

（4）计算资金成本； 

（5）计算利润与税金； 

（6）各项成本相加，计算总成本； 

（7）进行基准日期修正，可采用行业综合费用调整法或单项费

用调整法，计算鉴证评估标的成本价格。 

7.1.2开发完成后形成稳定收入的数字产品可采用收益法进行鉴

证评估。 

企业网站的针对性强，主要满足企业自身使用，不具有稳定的

收益，可采用市场法或成本加和法进行鉴证评估；门户网站与应用

软件、网络服务平台类似，收益易实现且相对稳定，使用功能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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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比较调整，可以采用收益法进行鉴证评估；收益不稳定时可以

采用成本加和法进行鉴证评估。 

（1）将鉴证评估标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核算； 

（2）利用项目核算财务报表或专项审计报告确认实际收益； 

（3）剔除偶然发生的收益； 

（4）分析收益的客观性，将不客观的收益调整成客观收益； 

（5）根据历史收益和市场发展状况，分析预测未来客观收益和

经济收益年限；  

（6）根据行业风险，分析计算收益折现率，收益折现率要对应

收益口径； 

（7）根据收益折现公式计算鉴证评估值。 

7.2功能点价值法 

7.2.1评估需要提供的材料。 

（1）软件开发需求说明书； 

（2）软件开发初步设计；  

（3）软件开发数据库设计说明文件； 

（4）软件开发竣工文档； 

（5）软件开发变更说明（如有）； 

（6）软件系统登录地址、用户名、密码.。 

7.2.2评估计算过程。 

（1）计算功能点规模。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相关项目文档，采用计算功能点计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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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计算未调整的功能点数。 

功能点计算公式如下： 

UFP = ILF + EIF + EI + EO + EQ 

式中： 

UFP：未调整的功能点数，单位为功能点；  

ILF：内部逻辑文件数量，单位为个；  

EIF：外部接口文件数量，单位为个； 

EI： 外部输入，单位为个； 

EO：外部输出，单位为个；  

EQ：外部查询，单位为个。 

（2）调整功能点规模。 

S = UFP *重用程度调整系数 * 修改类型调整系数 * 规模变

更调整因子 

式中： 

S：调整后的功能点数，单位为功能点； 

UFP：未调整的功能点数，单位为能点；  

重用程度调整系数 修改类型调整系数 

高 1.30 新增 1.00 

中 1.00 修改 0.80 

低 0.7 删除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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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变更调整因子 

需求早期 1.39 

需求中期 1.21 

需求晚期 1.10 

需求完成及运维阶段 1.00 

（3）计算工作量。 

根据调整后软件规模，计算工作量，公式如下： 

AE = ( PDR * S ) * SWF * RDF 

式中： 

AE：调整后的计算工作量，单位为人时； 

S：调整后的软件规模，单位为功能点； 

PDR：功能点耗时率，单位为人时每功能点； 

SWF：软件因素调整因子，包含业务领域、应用类型及质

量特性调整因子等； 

RDF：开发因素调整因子，包括采用技术、团队经验等； 

软件因素调整

因子 

应用类型 1.00 业务处理类项目 

质量要求 1.00 无特殊质量要求 

完整性级别 1.00 无特别限定 

开发因素调整

因子 

开发语言 1.00 无特别限定 

开发团队 1.00 无特别限定 

（4）计算直接成本。 

在获得了工作量计算结果后，可采用以下公式计算项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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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AE / HM2 * F2 + DNC，   

式中： 

P：预算费用，单位为元； 

AE：调整后工作量，单位为人时； 

HM2：人月折算系数，单位为人时每人月； 

F2：平均人力成本费率（包括开发方直接人力成本、间接成

本及毛利润），单位为元每人月； 

DNC：直接非人力成本。 

（5）计算成本价格。 

成本价格 = 直接成本 + 间接成本 + 利润 + 税金 

8. 注意事项。 

（1）数字产品不存在实体性贬值，但存在经济使用年限； 

（2）开发阶段以成本加和法为主，使用阶段以收益为主，调整

因素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市场法应用的限制； 

（3）鉴证评估中注意使用权和所用权的区别。 

9. 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0. 本指引由中国价格协会负责解释。 

11. 本指引自下发之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