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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辊类业务设计、开发、维护的有11人。 其中，拥有十年以上研发经验的有14人。

（十）人员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SCC的员工总数为1,102人，具体构成如下：

专业类型 人数 占员工总数比例（%）

销售 139 12.61

行政 69 6.26

市场营销 19 1.72

技术支援 27 2.45

信贷控制/金融 33 2.99

分销/运营 151 13.70

物料 32 2.90

工程师 54 4.90

制造/生产 578 52.45

总数 1,102 100

（十一）近期所获奖项

2015年2月14日，SCC获NCN� Imaging� Solution’ s杂志颁发的“最受信赖公司（Most� Trusted� Company）”奖项。

2015年2月1日，SCC获The� Recycler机构颁发的“年度供应商”（Supplier� of� the� Year）奖项。

2013年12月30日，SCC获NCN� Imaging� Solution’ s杂志颁发的“最受信赖公司 （Most� Trusted� Company）” 奖

项。

2013年10月23日，SCC获Recharger� Magazine颁发的“供应商质量领袖（Quality� Leader：Supplies）”奖项。

八、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出具的审计报告，SCC最近两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简要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资产总额（万美元） 12,335.70 14,254.43

负债总额（万美元） 10,935.62 12,214.35

所有者权益（万美元） 1,400.08 2,040.08

（二）简要利润表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万美元） 19,446.02 23,725.46

营业利润（万美元） 726.09 1,847.35

净利润（万美元） 274.90 1,557.70

（三）简要现金流量表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美元） 902.15 1,430.7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美元） -289.98 -413.6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美元） -593.07 -875.94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万美元） 32.07 -79.8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万美元） 51.17 61.30

九、交易标的最近三年发生的股权转让、增资、改制和资产评估情况

SCC最近三年发生的股权转让情况请见本报告书摘要“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之“二、交易标的历史沿革” 。

十、交易标的涉及的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施工建设等有关报批事项的情况说明

SCC未在中国境内进行生产活动，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施工建设等有关报批事项。

根据境外律师的尽职调查成果，SCC厂房的环境调查情况如下：（1）5-7号、12号以及19号厂房不存在被认定为认定

环境责任（Recognize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的环境污染情况；（2）1-2号、9-10号以及16号厂房上存在被认定

为认定环境责任的环境污染情况，但该等污染情况均被评估为轻微；（3）17号厂房虽不存在被认定为认定环境责任的环境

污染情况，但该厂房受到污染，Stanley� Black� and� Decker（该厂房前任使用方）应为该等污染负责，并与美国环境及天

然资源部联合评估及修复该地；（4）18号厂房上存在被认定为认定环境责任的污染情况，但因不知该等污染的来源，无法

判断该等情况的程度。因该等污染来源未知，所以该等污染被评估为轻微；但如果该等污染的来源被辨认出，则该等污染评

估等级应当提高；（5）20号厂房上存在一处被认定为认定环境责任的环境污染情况，但Eaton（该厂房前任使用方）应为

该污染负责，并与美国环境及天然资源部联合解决。 Eaton与目标公司有赔偿协议，但要在该等厂房上完成土壤气体、地板

及室内空气作出取样检验后，该等污染情况的等级才可进行判断。

根据《股权购买协议》的有关条款，目标集团保证：（1）在业务运营上，各目标集团公司在重大方面一直遵守所有适用

的环保法律，据其所知，在任何环保法律下不负有任何责任；（2）任一目标集团公司未收到来自任何政府机构或第三方指

控其在其业务、不动产或资产的重大方面违反任何环保法律的书面通知、要求、索赔、信件或信息索取请求；以及（3）据其

所知，任一目标集团公司没有在任何第三方财产或任何不动产上排放、污染或处理任何污染物质，从而将引起或合理预期

可能引起任一目标集团公司承担或分担环保法律下的任何责任。

十一、交易标的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SCC100%的股权，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十二、交易标的涉及许可他人使用自己所有的资产，或者作为被许可方使用他人资产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SCC涉及的许可他人使用自己所有的资产，或者作为被许可方使用他人资产的情况如下：

（一）SCC作为许可人的许可

序号 许可人 被许可人 日期 许可文件 备注

1. SCC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Development,�Inc

Innovative�

Cartridge�Technologies,�

Inc

Cartridge�

Corporation�of�America,�

Inc

2007/11/21

交叉许可协议以及相应的附

件

SCC与被许可人之间

存在交叉许可

2. SCC 相关经销商 /

商标许可协议； 特殊有限著

作权许可、翻译及转让协议

3. SCC Amcor�Sunclipse 2003/12/3 /

许可在广告中使用

SCC的名称

4. SCC Anduril,�Inc 2009/7/13 许可协议

关 于 Method� of�

Remanufacturing� a�

Toner� Cartridge�

(HP�9000)的许可

5. SCC

Arista�Business�

Imaging�Solutions,�Inc

2011/10/10 许可协议

关 于 Method� of�

Remanufacturing� a�

Toner� Cartridge�

(HP�9000)的许可

6. SCC

Europe

Business�Mind

2012/2/21

关于使用Use�SCC�Video的

有限许可协议

7. SCC Cartridge�Stop�Ltd 2014/2/13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8. SCC

Clarity�Imaging�

Technologies

2004/7/9 有限著作权许可协议

9. SCC

Clover�Technologies�

Group

2006/2/6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协议

10.

SCC�

Europe

CMB�France 2012/3/29

关于使用Use�SCC�Video的

有限许可协议

11. SCC

Compucharts�Computer�

Products�&�Services,�Inc

2010/10/20 许可协议

关 于 Method� of�

Remanufacturing� a�

Toner� Cartridge�

(HP�9000)的许可

12. SCC

Delfos�Imagen�

International,�S.A.�de�C.

V.

2011/9/12 许可协议

关 于 Method� of�

Remanufacturing� a�

Toner� Cartridge�

(HP�9000)的许可

13. SCC

Distribuidora�de�

Componentes�Ozotoner,�

S.L.

2008/5/19 许可协议

14. SCC Eurotecnica�S.N.C. 2014/3/6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15. SCC Evergreen�S.R.L. 2014/4/7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16. SCC Genix�Korea,�Ltd 2006/5/31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及翻译

协议

17. SCC Geode�Ecotec 2013/9/23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18. SCC Green�Laser 2013/5/16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19. SCC

Gustavo�W.�Molinatti�d.

b.a�Guia�Del�Reciclador

2002/11/18 许可协议

20. SCC Hara�Trading�Co.,�Ltd 2010/7/7 许可协议

21. SCC Hara�Trading�Co.,�Ltd 2006/9/6 有限许可协议

关 于 Proprietary�

Testing� Methods�

and� Protocols 使 用

的许可

22. SCC Hara�Trading�Co.,�Ltd 2005/4/1 许可协议

23. SCC Hentek�Service�Co.,�Ltd 2014/4/18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24. SCC

Image�Projections�West,�

Inc

2002/5/22 有限著作权许可协议

25. SCC Ink�Smart 2014/6/20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26. SCC

Interactive�Laser�Inks�

Ltd

2014/4/16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27. SCC

International�Laser�

Group,�Inc

2009/8/13 许可协议

关 于 Method� of�

Remanufacturing� a�

Toner� Cartridge�

(HP�9000)的许可

28. SCC LaRecharge 2012/12/20

关于使用Use�SCC�Video的

许可协议

29. SCC Laserfax,�Inc 2009/4/14 许可协议

关 于 Method� of�

Remanufacturing� a�

Toner� Cartridge�

(HP�9000)的许可

30. SCC Lasermasters,�LLC 2009/10/23 许可协议

关 于 Method� of�

Remanufacturing� a�

Toner� Cartridge�

(HP�9000)的许可

31. SCC Leonid�Dremine 2003/4/15 许可协议

32. SCC

Liberty�Laser�Solutions,�

Inc

2011/1/19 许可协议

关 于 Method� of�

Remanufacturing� a�

Toner� Cartridge�

(HP�9000)的许可

33. SCC Master-Cart�Kft 2014/4/3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34. SCC Microlaser�Italia�SRL 2014/4/22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35. SCC NCR�Corporation 2002/5/10 有限著作权许可协议

36. SCC

New�World�

Technologies

2000/6/12 有限著作权许可协议

37. SCC

Nippon�Chemi-Con�

Corporation

2002/5/30 许可协议

许可在广告中使用

SCC的名称

38. SCC

Nu-Kote�International,�

Inc

2009/7/27 许可协议

关 于 Method� of�

Remanufacturing� a�

Toner� Cartridge�

(HP�9000)的许可

39. SCC OCP�GmbH 2014/4/1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40. SCC

Olympic�Printer�

Resources,�Inc

2005/10/21 特殊著作权许可协议

41. SCC

OOO�Companiya�

Printgrad

2014/8/1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42. SCC P.P.H.U.�Owisystem�s.c. 2014/4/7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43. SCC

Printek�de�Mexico,�S.A.�

de�C.V.

2006/10/31 许可协议

44. SCC

Printek�de�Mexico,�S.A.�

de�C.V.

2000/9/13 商标许可协议

45. SCC Pro�Laser�Martinique 2013/8/30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46. SCC Refax�System�Ltd.�T/A 2014/3/25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47. SCC Renot�S.R.O. 2013/6/20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48. SCC

Bakka�Bourke�Plumbing�

Pty�Ltd

WCP�Supplies�Pty�

Ltd.�trading�as�RTS�

Imaging�Pty�Ltd

2014/3/1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49. SCC Scrybex�Imaging,�Inc 2014/5/16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50. SCC Smart�Toner�Group,�S.A. 2014/9/16 商标许可协议

51. SCC Smart�Toner�Group,�S.A. 2014/9/16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52. SCC

Societe�Nouvelle�des�

Etablissements�Coperior

2014/4/1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53. SCC Technolaser�Europa 2013/5/14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54. SCC Toko�srl 2013/7/18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55. SCC Toner�Activ 2014/3/4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56. SCC Toner�Saport�OOD 2014/2/14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57. SCC Toner�Services 2013/7/1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58. SCC Tonersystem�s.r.o. 2012/4/23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 翻译

及转让协议

59. SCC Trascopier�S.A. 2004/9/15 有限著作权许可协议

60. SCC Trascopier�S.A. 2005/9/12 特殊有限著作权许可协议

61. SCC Trascopier�S.A 2001/10/1 商标许可协议

62. SCC World�Imaging�Network 2006//11/13 许可协议

63. SCC World�Imaging�Network 2003/11/19 许可协议

64. SCC XSE�Group,�Inc 2005/11/30 有限许可及广告协议

65. SCC

Technologies�Group,�

LLC

2014/2/18

涉 及 STATSCAN�

Technologies� and� Reader�

Box�Equipment的租赁协

议

66. SCC SCC网站上的有限许可

（二）SCC作为被许可人的许可

序号 许可人 被许可人 日期 许可文件

1.

ARC�International�Cartridge�

Corporation�of�America,�Inc

SCC 2002/12/2

ARC� International� Soft� Core�

Evaluation�许可协议

2. Atrenta,�Inc SCC 2013/1 软件许可协议

3. ChipStart�LLC SCC 2011/7/28 终端用户许可协议

4. Datalink�Corporation SCC 2014/7/1 硬件采购、软件许可与服务协议

5. Faraday�Technology�Corporation SCC 2014/11/26 许可协议

6.

Innopower�Technology�

Corporation

SCC 2010/9/8 许可协议

7. Inside�Contactless SCC 2010/9/28 终端用户许可协议

8. Mentor�Graphics SCC 2011/9/2 软件许可变更通知函

9. SSA�Global�Technologies,�Inc. SCC 2005/10/31 软件许可协议

10. TRI�Resources�Intl. SCC 2001/8/27 许可与保密协议

11.

United�Microelectronics�

Corporation

SCC 2009/2/13 UMC�知识产权许可协议

12. VeriSilicon�Holdings�Co.,�Ltd. SCC 2008/7/7 VeriSilicon�终端用户许可协议

13. Faulkner�Technology�Limited SCC 2005/6/9 技术转让协议

14. Hex-Rays�SA SCC 2015/4/9 IDA许可协议

15. Mentor�Graphics SCC 2011/9/2 终端用户许可协议

16. Synopsis,�Inc SCC 2011/11/14 终端用户软件许可及维护协议

17. Dataflo�Consulting�Corp. SCC 2015/4/13 主认购协议

根据《股权购买协议》的有关条款，SCC保证：“所有相关的目标集团公司已经支付了前述的许可所要求支付的所有许

可费和特许使用费。《股权购买协议》的签署和完成其项下交易不会造成任何许可的无效（包括在业务中使用的和软件程

序有关的许可），该等许可应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保持有效性和不受影响。 ”

十三、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SCC相关的正在进行或尚未了结的诉讼情况如下：

1、由SCC向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在美国Eastern� District� of� Kentucky� at� Lexington地区法院提起的违反

兰哈姆法案（Lanham� Act）及北卡罗来纳不正当及欺骗贸易行为法案（North� Carolina� Unfair� and� Deceptive� Trade�

Practices� Act）的行为提起的诉讼。 本案目前处于证据开示阶段。

2、SCC与Sumanglam� International在印度新德里的Hon’ ble� high� court针对“Odyssey” 商标在印度的所有权发

生的争议而产生的诉讼。

3、SCC与Imaging� Solutions� Australia� – Donald� Southerland在南威尔士最高法院就Imaging� Solutions所欠

SCC的债务进行追索而产生的诉讼。

根据《股权购买协议》的有关条款，目标集团公司保证：没有正在进行的重大诉讼，或就目标集团所知晓，存在威胁(a)

起源于或针对于任一目标集团公司，来质疑或挑战《股权购买协议》的有效性、或者交易对方完成任何《股权购买协议》项

下交易的能力，或者(b)对于任一目标集团公司，其业务或资产受到任何法院、仲裁员、调停员或其他政府机构的审查，包括

诉讼，从而严重影响交易对方或目标集团公司履行《股权购买协议》项下义务、或完成《股权购买协议》项下交易。 除了托

收纠纷或其他已在业务的一般经营过程中解决的不重要纠纷，自2009年1月1日起任一目标集团公司没有提起或收到诉讼

或索赔，是(x)与任何包含、附属、合并或暗示在目标集团公司发出的订单和发票中的条款有关的；或者(y)目标集团公司签

订的关于商品或服务的销售采购合同中包含授予独占排他权或“最惠国待遇” 价格的条款。 任一目标集团公司或交易对

方没有收到任何法院或其他政府机构或任何仲裁员签发或批准的、使其受到监管或限制的、未完成的法院令状，仲裁裁决，

命令或结算事项。

第五节 交易标的估值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华融证券估值人员根据标的资产特性、 价值类型以及评估准则的要求， 确定市场法对标的资产进行估值。 根据

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估值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SCC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1,400.08

万美元，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1,006.29万美元。 根据华融证券出具的《估值报告》， 可比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倍数是

14.43倍，剔除缺少流通折扣率35.5%对价值的影响后，则SCC的企业价值为9,365.89万美元。 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SCC的

企业价值为9,340万美元，股权价值为2,438.26万美元，增值1,038.18万美元，增值率为74.15%。

二、估值假设

（一）一般假设

1、假设估值基准日后被估值公司持续经营；

2、假设估值基准日后被估值公司所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3、假设估值基准日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无重大变化；

4、假设和被估值公司相关的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估值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变化；

5、假设估值基准日后被估值公司的管理层是负责的、稳定的，且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6、假设被估值公司完全遵守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7、假设估值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对被估值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特殊假设

1、假设估值基准日后估值对象在现有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主营业务、运营方式等与目前保持一

致；

2、假设估值基准日后估值对象的产品或服务保持目前的市场竞争态势；

3、假设估值基准日后估值对象的研发能力和技术先进性保持目前的水平。

估值报告估值结论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在估值基准日时成立，当上述假设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时，估值人员及估值机构将

不承担由于假设条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估值结论的责任。

三、估值具体情况

按照《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估值需根据估值目的、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恰当选择一种或多

种资产估值方法。

估值机构根据标的资产特性、价值类型以及评估准则的要求，以及估值方法的适用条件，确定市场法对标的资产进行

估值。

（一）市场法

市场法常用的两种具体方法是上市公司比较法和交易案例比较法。

上市公司比较法是指获取并分析可比上市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数据，计算适当的价值比率，在与被估值公司比较分析的

基础上，确定估值对象价值的具体方法。

交易案例比较法是指通过分析与被估值公司处于同一或者类似行业的公司的买卖、收购及合并案例，获取并分析这些

交易案例的数据资料，计算适当的价值比率或经济指标，在与被估值公司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估值对象价值的方法。

由于可比交易案例难以收集且无法了解其中是否存在非市场价值因素，因此不宜选择交易案例比较法。可比上市公司

的经营和财务数据的公开性比较强且较为客观，具有较好的操作性。结合本次估值对象、估值目的和所收集的资料，估值人

员采用上市公司比较法对委托估值的SCC100%的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估值。 上市公司比较法的基本步骤具体如下：

1、选择可比公司

（1）选择资本市场

选择与目标资产所在或具有可比性的资本市场，本次估值选择美国资本市场。

（2）选择准可比公司

选择与被估值公司进行比较分析的可比公司。 首先对准可比公司进行筛选，以确定合适的可比公司。

（3）选择可比公司

对准可比公司的具体情况进行详细的研究分析，包括主要经营业务范围、主要目标市场、收入构成、盈利能力等方面。

通过对这些准可比公司的业务情况和财务情况的分析比较，以选取具有可比性的可比公司。

2、选择、计算价值比率

价值比率是指以价值或者价格作为分子，以财务数据或其他特定非财务指标等作为分母的比率。按照分子所对应的口

径可划分为权益价值比率和企业整体价值比率。按照分母的性质通常分为盈利比率、资产比率、收入比率和其他特定比率。

价值比率选择的一般原则：①对于亏损性企业选择资产类价值比率比收益类价值比率效果好；②对于可比对象与目标

企业资本结构存在重大差异的，一般应该选择企业整体价值比率；③对于一些高科技行业或有形资产较少但无形资产较多

的企业，盈利基础价值比率通常比资产基础价值比率效果好；④如果企业的各类成本费用比较稳定，则可以选择收入基础

价值比率；⑤如果可比对象与目标企业税收政策存在较大差异，则选择税后收益的价值比率较好。

本次估值，综合考虑被估值公司的特点以及本次交易结构，选取盈利基础的企业整体价值比率 EV/EBITDA（企业价

值/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价值比率），其中：

企业价值（EV）=股权价值（股价×发行的普通股股数）+带息债务-货币资金；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税前利润+折旧/摊销-利息收入+利息支出。

3、运用价值比率得出估值结果

在计算并调整可比公司的价值比率后， 与估值对象相应的财务数据或指标相乘， 计算得到需要的企业价值或权益价

值。

（二）市场法估值说明

1、可比公司选择

在本次估值中可比公司的选择标准如下：

（1）可比公司2013、2014财年连续盈利公司；

（2）可比公司所从事的行业或主营业务与SCC相同或相似；

（3）可比公司成立三年以上，可以取得2012-2014财年的公开财务数据；

（4）可比公司为美国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

由此得到目前美国可比公司列表如下：

序号 英文名称 上市地 证券代码 中文名称 主营业务

1

QUALCOMM�

Incorporated

纳斯达克 QCOM.O 高通

以CDMA（码分多址）数字技术为基

础，开发并提供富于创意的数字无线

通信产品和服务。

2

Broadcom�

Corporation

纳斯达克 BRCM.O 博通

有线和无线通信半导体，实现家庭、办

公室和移动环境中的语音、视频、数据

和多媒体传输。

3 NVIDIA�Corporation 纳斯达克 NVDA.O 英伟达 图形和通信处理器。

4

Marvell�Technology�

Group�Ltd

纳斯达克 MRVL.O 美满电子科技

研发、生产微处理器架构和数字信号

处理芯片。

5 Xilinx,�Inc. 纳斯达克 XLNX.O 赛灵思

提供集成电路，可编辑器件的软件设

计等解决方案，为电子设备制造商提

供有有线、无线通信、音频、视频等的

处理服务。

6 Altera�Corporation 纳斯达克 ALTR.O 艾尔特拉

提供创新定制逻辑解决方案。 产品包

括器件外，还包括集成软件开发工具、

通用嵌入式处理器、知识产权内核及

各种开发套件。

7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orporated

纳斯达克 MCHP.O 微芯科技 单片机、模拟半导体。

8 Cirrus�Logic�Inc. 纳斯达克 CRUS.O -

无生产线半导体公司，致力于为广阔

的音频和能源市场开发高精度的模

拟和混合信号集成电路。

9

Lattice�

Semiconductor

纳斯达克 LSCC.O 莱迪思半导体

智能手机及其他设备互连芯片的制

造。

10

Silicon� Laboratories�

Inc.

纳斯达克 SLAB.O 芯科实验室

为无线、有线和光纤通信行业设计并

开发高效能模拟与混合信号集成电

路（IC）。

2、价值比率的选择

本次估值的价值比率选择EV/EBITDA。 本次估值采用可比上市公司最近财年价值比率的平均值数据。

序号 公司名称

股票市值

（百万美元）

带息债务

（百万美元）

货币资金

（百万美元）

EV

（百万美元）

EBITDA

（百万美元）

EV/EBI

TDA

1

QUALCOMM�

Incorporated

122,941.82 - 7,907.00 115,034.82 10,509.00 10.95

2

Broadcom�

Corporation

25,954.67 1,593.00 2,545.00 25,002.67 1,095.00 22.83

3

NVIDIA�

Corporation

108,97.91 1,398.32 49,665.00 11,799.58 1,049.06 11.25

4

Marvell�

Technology�

Group�Ltd

7,410.95 - 1,210.98 6,199.97 557.91 11.11

5 Xilinx,�Inc. 11,303.02 1,558.87 973.68 11,888.21 784.80 15.15

6

Altera�

Corporation

11,171.76 1,492.76 2,426.37 10,238.15 639.48 16.01

7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orporated

9,087.16 55.05 466.60 8,675.61 653.72 13.27

8 Cirrus�Logic�Inc. 1,462.71 4.86 31.85 1,435.72 169.77 8.46

9

Lattice�

Semiconductor

806.88 - 115.61 691.27 65.19 10.60

10

Silicon�

Laboratories�Inc.

2,069.25 87.50 141.71 2,015.04 81.67 24.67

均值 14.43

注1：EV=股权价值+带息债务-货币资金，其中：股权价值=总股本×收盘价；带息债务=负债合计-无息流动负债-无

息非流动负债，股权价值为截至2014年12月31日的股票市值。

注2：EBITDA为最近财年扣除利息、所得税、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和长期资产摊销前的利润。

3、被估值公司相应参数的选择

本次估值采用被估值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EBITDA� 1,006.29万美元作为计算依据。

4、缺乏市场流通性折扣分析

（1）缺少流通性对股权价值的影响

流通性为资产、股权、所有者权益以及股票等以最小的成本，通过转让或者销售方式转换为现金的能力。

缺少流通折扣的定义：在资产或权益价值基础上扣除一定数量或一定比例，以体现该资产或权益缺少流通性。

（2）缺少流通性对股权价值影响的定量研究

由于本次估值的标的公司是非上市公司， 其股权不可以在股票交易市场上交易， 这种不可流通性对其价值是有影响

的。

缺乏流动性影响股票价值这一事实是普遍存在的，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国际上定量研究缺少流动性折扣的主要

方式或途径主要包括以下两种：（1）限制性股票交易价格研究途径；（2）IPO前交易价格研究途径。

限制性股票交易价格研究主要参考William� L.Sillber� 1991年在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发表的《Discounts� on� restricted� stock：The� impact� of� illiquidity� on� stock� prices》。 文章通过研究有流通限制的

股票（Letter� Stock）的交易价格与自由流通股票的交易价格来确定缺少流通性折扣，通过对1981～1988期间的69个案例

进行研究，结论为平均折扣率为33.75%。

IPO前研究最早是John� D.� Emory,� Sr.�完成的被称之为Robert� W.� Baird� &� Company的研究，该研究包含了1980

年到2000年超过4,000个IPO项目以及543项满足条件的IPO前交易案例的数据。 研究结果表明从 1980� 年到 2000� 年缺

少流通折扣率的中位值和平均值分别为 47%和 46%。 另一个研究是Valuation� Advisor的研究，该研究收集并编辑了大

约3,200个IPO前交易的案例，并建立一个IPO前研究缺乏流动性折扣的数据库。 根据其对1999年到2008年交易数据的研

究结果，IPO前交易时间为1-90天、91-180天、181-270天、271-365天对应的流动性折扣为19.28%、29%、43.42%、51.43%，

平均值为35.78%。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结合被估值公司的具体情况，本次估值确定的流通性折扣率为35.5%。

5、估值结果

以2014年12月31日为估值基准日，估值机构选定企业价值倍数（EV/EBITDA）14.43倍作为本次估值市场法采用的

价值比率，乘以被估值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EBITDA� 1,006.29万美元，并剔除因为缺少流通性对股权的价值影响后得

到估值结果。 则SCC的企业价值为：

SCC的企业价值（EV）

=可比上市公司相应价值比率×被估值公司相应参数×（1－缺少流通折扣率）

=� EV/EBITDA×2014年度经审计的EBITDA×（1－缺少流通折扣率）

=14.43×1,006.29×（1-35.5%）=9,365.89（万美元）

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SCC的企业价值为9,340万美元。

根据企业价值（EV）=股权价值+带息债务-货币资金，得出股权价值=企业价值（EV）+货币资金-带息债务。 根据

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2014年12月31日，SCC合并报表货币资金为364.91万美元，带息债

务包括股东借款3,858.47万美元和第三方带息债务3,408.18万美元，则SCC� 100%股权价值为：

SCC� 100%股权价值

=SCC的企业价值（EV）+货币资金-带息债务

=9,340+364.91-3,858.47-3,408.18

=2,438.26（万美元）

四、交易标的定价的公允性分析

（一）本次交易作价相对估值水平

本次交易，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的SCC企业价值为9,340万美元，SCC100%股权的价值为2,438.26万美元，较其账面

值增值74.15%。账面净资产是基于会计核算的原则，SCC的确认以符合会计准则为前提，主要以历史成本为核算依据，反映

各项资产、负债的历史成本，对不符合会计准则的部分无形资产均不包括在账面净资产中；SCC历史悠久，拥有丰富的国际

经营经验，熟悉国际市场环境和行情，在全球拥有稳定的客户基础，广泛的销售渠道，形成了显著的品牌优势并积累了大量

业内优秀的管理和技术人才，掌握了多项通用打印耗材芯片及通用和再生打印耗材部件的核心技术，是业内全球领先的企

业，上述的品牌、销售渠道、专利、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大部分未在账面净资产中体现；股权价值包括了有形资产、无形资

产、商誉等构成的企业整体的价值，同时也体现了SCC各种有形、无形资产协同作用的整体价值，因此交易作价的股权价值

高于账面净资产。

根据SCC的资产、盈利情况，公司在此采用EV/EBITDA和市净率两个指标分析同行业上市公司的估值情况，并做相应

分析。 根据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出具的审计报告，SCC� 2014年度的EBITDA为1,006.29万美元、 净资产为1,

400.08万美元； 按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的SCC企业价值9,340万美元和SCC100%股权的价值2,438.26万美元计算，SCC相

对应的EV/EBITDA为9.28倍，市净率为1.74倍。

（二）可比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对比分析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SCC所属行业属于“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 截至本次交易估值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选择与SCC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公司，采用EV/EBITDA和

市净率两个估值指标，剔除指标为负的可比公司后，具体估值情况如下：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EV/EBITDA 市净率

1 002049 同方国芯 36.04 5.72

2 002079 苏州固得 46.74 4.16

3 002156 通富微电 12.01 2.24

4 300053 欧比特 61.08 5.38

5 300101 振芯科技 50.65 8.33

6 300139 福星晓程 44.70 3.99

7 300327 中颖电子 50.43 3.47

8 600460 士兰微 17.83 3.01

9 300054 鼎龙股份 25.91 5.11

10 002180 艾派克 38.97 19.15

平均值 38.44 6.06

中位数 41.84 4.64

数据来源：Wind资讯，相对2014年12月31日市值。

根据上表统计，A股10家可比上市公司的EV/EBITDA平均水平为38.44倍，中位数水平为41.84倍。 市净率平均水平为

6.06倍，中位数水平为4.64倍。 其中，艾派克的EV/EBITDA为38.97倍，市净率为19.15倍。 本次交易，SCC的EV/EBITDA为

9.28倍，市净率为1.74倍，均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和艾派克的估值水平。

综上所述，本次标的资产定价具有合理性，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上市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估值事项意见

根据《重组办法》、《准则26号》的关于规定，董事会在认真审阅了公司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估值资料后，就估值机

构的独立性、估值假设前提的合理性、估值方法与估值目的的相关性以及估值定价的公允性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次估值机构具备独立性

本次交易的估值机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除业务关系外，估值机构及经办人员与公司、交易对方、标的资产均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 估值机构具有独立性。

（二）本次估值假设前提合理

估值机构和估值人员所设定的估值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 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

则、符合估值对象的实际情况，估值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三）估值方法与估值目的的相关性一致

本次估值目的是为本次交易提供合理的作价依据，估值机构实际估值的资产范围与委托估值的资产范围一致；估值机

构在估值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估值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资产实际

情况的估值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估值价值公允、准确。 估值方法选用恰当，估值结论合理，估值方法与估

值目的相关性一致。

（四）本次估值定价公允

本次交易估值价值分析原理、选取的可比公司和价值比率等重要估值参数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估值依据及估值结

论合理。 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的估值结果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交易标的估值定价公允。

综上所述，上市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中所选聘的估值机构具有独立性，估值假设前提合理，估

值方法与估值目的相关性一致，出具的《估值报告》的估值结论合理，估值定价公允。

六、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估值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相关估值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2. 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召开程序、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

《公司章程》之规定，在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相关议案时履行了法定程序。

3. 公司本次交易的方案、定价原则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4. 公司聘请的估值机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除业务关系外，估值机构及经办人员与公司、交易对方、标的资产均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 估值机构具有独立性。 估值机构和估值人员所设定的估值

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估值对象的实际情况，估值假设

前提具有合理性。本次估值目的是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合理的作价依据，估值机构实际估值的资产范围与委托估

值的资产范围一致；估值机构在估值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估值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

合规且符合相关资产实际情况的估值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估值价值公允、准确。估值方法选用恰当，估值

结论合理，估值方法与估值目的相关性一致。 估值价值分析原理、选取的可比公司和价值比率等重要估值参数符合标的资

产实际情况，估值依据及估值结论合理。

5.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拥有SCC� 100%股权，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也将继续履行本次交易中及之前作出的避免同业

竞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等方面出具的相关承诺，从根本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

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6. 同意公司与相关主体签署的《股权购买协议》以及本次董事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总体安排。 ”

第六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一、交易标的报告期财务报表

下述财务报表根据美国会计准则编制，经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美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货币资金 3,649,117 3,137,435

受限制资金 1,035,922 1,099,684

应收账款， 减坏账准备分别为2,309,420美

元及1,842,277美元

36,869,668 46,619,681

存货净额 48,468,684 56,858,011

预付费用及其他流动资产 1,891,918 1,053,707

递延税项 478,317 870,360

流动资产合计 92,393,626 109,638,878

固定资产 30,922,677 32,853,095

其他资产 40,696 52,324

非流动资产合计 30,963,373 32,905,419

资产总计 123,356,999 142,544,297

应付账款 28,083,174 42,407,919

预提负债及其他流动负债其他应付款 6,552,731 7,958,560

应付所得税 157,272 188,207

短期借款 25,941,014 23,499,390

长期借款-流动部分 1,634,699 2,170,414

关联方借款-流动部分 223,486 223,486

递延税项 - 13,785

应付股息利 3,016,734 506,177

流动负债合计 65,609,110 76,967,938

长期借款-非流动部分 6,282,639 7,938,710

关联方借款-非流动部分 35,941,789 35,733,172

其他长期负债 1,522,638 1,503,706

非流动负债合计 43,747,066 45,175,588

负债合计 109,356,176 122,143,526

普通股 2,583 2,583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 44,475 422,210

未分配利润 13,953,765 19,975,978

股东权益合计 14,000,823 20,400,771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123,356,999 142,544,297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美元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194,460,227 237,254,568

主营业务成本 125,848,991 146,953,477

毛利 68,611,236 90,301,091

销售及管理费用 61,045,773 71,794,566

出售设备的净损失 304,599 33,008

营业利润 7,260,864 18,473,517

其他收入/费用

利息收入 5,857 6,807

利息支出 -2,118,832 -3,450,181

其他收入 281,546 267,761

汇兑损失 -1,987,039 -50,351

税前利润 3,442,396 15,247,553

所得税 693,379 -329,421

净利润 2,749,017 15,576,974

其他综合收益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377,735 226,116

其他综合收益 -377,735 226,116

综合收益总额 2,371,282 15,803,090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美元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利润 2,749,017 15,576,974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折旧和摊销 4,507,490 4,392,322

坏账准备 2,240,368 2,216,246

存货减值损失 1,858,586 1,360,596

递延所得税费用 378,258 -519,686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304,599 33,008

利率互换损失 - 115,344

发行给股东的借款利息支出 702,239 1,596,169

经营性资产和负债的变动

应收账款 6,765,037 301,825

预付负债及其他流动资产 -879,083 531,007

存货 5,731,503 -8,715,624

应付账款 -14,149,990 -4,953,892

预提费用及其他流动负债 -1,253,664 1,549,705

应交所得税 -30,004 164,339

其他长期负债 97,188 658,6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21,544 14,307,02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购买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 -3,002,466 -4,114,460

购买受限资产支付现金 - -21,736

处置固定资产收到的现金 102,62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99,845 -4,136,19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取得长期借款收到的现金 89,964 7,000,000

偿还长期借款支付的现金 -2,775,372 -10,195,150

取得循环借款收到的现金 144,829,274 286,555,179

偿还循环借款支付的现金 -141,813,935 -282,409,605

偿还递延融资费用支付的现金 - -58,139

分配股利支付的现金 -6,260,674 -9,651,65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30,743 -8,759,367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320,726 -798,45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减少)额 511,682 613,003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137,435 2,524,432

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649,117 3,137,435

二、会计政策差异比较情况

（一）标的资产所采纳的会计政策和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之间的主要差异的说明及国内审计机构出具的鉴证报告

SCC是一家注册在美国的企业，其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是根据美国会计准则编制的，并以美元作为列报货币。 财务报表

日为每年12月31日，因此标的资产2013财年和2014财年分别为截至2013年12月31日前十二个月及截至2014年12月31日

前十二个月。 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对SCC� 2013年度和2014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按照国际惯例，本次重组相关协议生效前，本次交易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艾派克在本次重组交割前无法派驻审计团队

对SCC进行审计，因而无法获得SCC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详细财务资料，从而无法提供按照艾派克适用的中国企

业会计准则编制的SCC财务报告及其相关的审计报告。 为确保顺利完成本次重组收购，标的资产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编制并经审计的SCC财务资料暂缓披露。 本公司承诺后续补充披露的财务资料内容和时间安排如下：1、在本次重组标的

资产交割完成后三个月内完成并向投资者披露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编制的上市公司备考财务报告及审

计报告；2、在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三个月内完成并向投资者披露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本公司会计政策编制

的SCC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为了在本次重组交割前，便于投资者从整体上判断SCC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的可依赖程度和可比性，本公司在编制

SCC� 2014年度财务报表披露的重要会计政策与中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份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包括截止2014年12月

31号生效的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应用指南、讲解和其他相关规定，统称“企业会计准则” ）的差异情况表时，本公司管理层

详细阅读了SCC� 2014年度财务报表，对SCC� 2014年度财务报表披露的重要会计政策获得了一定的了解。 在进行差异比

较的过程中，本公司管理层参考了企业会计准则，针对SCC重要会计政策和企业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汇总和分析。

针对相关的差异及其对SCC如果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可能影响，本公司编制了《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Static� Control� Components,� Inc.2014年度财务报表披露的重要会计政策与企业会计准则的差异情况表》，并聘

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该差异情况表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准则差异鉴证报告》（德师报(函)字(15)

第Q0368号），报告内容如下：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由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派克” ）管理层编制的Static� Control�

Components,� Inc.�（以下简称“SCC” ） 2014年度财务报表披露的重要会计政策（以下简称“SCC会计政策” ）与企业

会计准则的差异情况表（以下简称“差异情况表” ）执行了有限保证的鉴证业务。

一、管理层对差异情况表的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编制差异情况表是艾派克管理层的责任。 该等责任包括获

得对SCC会计政策详细的理解，将这些会计政策和企业会计准则进行比较，对SCC若被要求采用企业会计准则而对其财务

报表潜在的影响作出定性评估等。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差异情况表发表鉴证结论，并按照双方同意的业务约定条款，仅对艾派克报

告我们的结论，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目的。 我们不会就本报告的内容向任何其他方承担责任或义务。

我们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

鉴证工作。 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就我们是否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差异情况

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有限保证。

相比合理保证鉴证业务，有限保证鉴证业务的收集证据程序更为有限，因而获得的保证程度要低于合理保证的鉴证业

务。 选择的鉴证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差异情况表是否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我们的鉴证工作主要

限于查阅SCC财务报表中披露的会计政策、询问艾派克管理层对SCC会计政策的了解、复核差异情况表，以及我们认为必

要的其他程序。

三、鉴证结论

基于我们执行的有限保证鉴证工作，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差异情况表存在未能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

SCC的会计政策和企业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情况。

四、使用和分发限制

本鉴证报告仅供艾派克在实施对SCC收购计划时更好地了解SCC会计政策与企业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情况之用，不

得用于其它目的。 本报告应当与SCC� 2014年度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我们特此声明不对任何其他方承担任何责任（包括

但不限于疏忽引致的责任）。 未经我们事先书面同意，本报告及其任何部分或任何内容均不应向任何其他方披露；我们有

权自行决定是否给予此等书面同意以及此等书面同意的前提条件（包括接受披露方须承担保密义务以及无权依赖本报告

等）。 ”

（二）标的资产主要会计政策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差异情况比较表

本公司在编制SCC� 2014年度财务报表披露的重要会计政策与中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份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包括

截止2014年12月31号生效的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应用指南、讲解和其他相关规定，统称“企业会计准则” ）的差异情况表

时，本公司管理层详细阅读了SCC� 2014年度财务报表，对SCC� 2014年度财务报表披露的重要会计政策获得了一定的了

解。 在进行差异比较的过程中，本公司管理层参考了企业会计准则，针对SCC重要会计政策和企业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进

行了汇总和分析。 相关的差异及其对SCC如果按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可能影响已列示在后附的差异情况表

编号

SCC�2014年度财务报表披露的重要会计政策

摘要

相应的企业会计准则摘要

1

合并原则

本 合 并 财 务 报 表 包 括 Static� Control�

Components,�Inc.、全资子公司及Santronics,�

Inc.（以下统一简称为“SCC” 或“公司” ）

根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的会计

准则ASC810的规定，当企业依据所有权、合同

权利或其他财务权益承担了可变利益实体

（VIE）的大部分亏损，或取得了可变利益实体

的大部分利润，或两者兼有时，企业必须将可变

利益实体纳入合并范围 。 公司认为根据

ASC810，Santronics,�Inc.应被纳入合并范围。

上述实体之间所有重大关联交易及往来均已在

合并财务报表中抵消。

《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

础予以确定。 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

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

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

其回报金额。 本准则所称相关活动，是指对被投

资方的回报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 被投资方的相

关活动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通常包括商

品或劳务的销售和购买、金融资产的管理、资产

的购买和处置、 研究与开发活动以及融资活动

等。

母公司应当统一子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使子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与母公司保持一致。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当以母公司和子公司的

资产负债表为基础， 在抵销母公司与子公司、子

公司相互之间发生的内部交易对合并资产负债

表的影响后，由母公司合并编制。

合并利润表应当以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利润

表为基础，在抵销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相互

之间发生的内部交易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后，由

母公司合并编制。

合并现金流量表应当以母公司和子公司的

现金流量表为基础， 在抵销母公司与子公司、子

公司相互之间发生的内部交易对合并现金流量

表的影响后，由母公司合并编制。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应当以母公司和子

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为基础，在抵销母公司

与子公司、子公司相互之间发生的内部交易对合

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影响后，由母公司合并编

制。

SCC的合并

报表会计政

策与企业会

计准则无重

大差异。

2

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

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第820号进行公允价值

计量与披露。 该准则定义了公允价值及确定公

允价值的方法， 并基于公允价值的输入值的可

观察程度被划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层次输入值是在计量日能够取得的相

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

第二层次输入值包括以下几类：

1. 能够取得的相似资产或负债在活跃

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

2. 能够取得相同或相似资产或负债在

不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

3. 除报价外其他可观察的输入值；

4. 已被可观察市场数据证实或源自于

可观察市场数据的输入值。

第三层次输入值是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

观察输入值。 该输入值反映了企业自身的估

值，即当获取了市场的全部可用信息后，市场参

与者对资产或负债的估值。

如果一项金融工具使用了落在不同层级的

输入值时， 该金融工具将根据对公允价值计量

有重大影响的最低层级输入值进行分类。

公允价值金额的确定需要适当的估计和判

断， 但该估计和判断既不完全反映在金融资产

处置时的可收回金额， 也不反映公司处置金融

资产的意图或能力。

《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企业应当将公允价值计量所使用的输入值

划分为三个层次， 并首先使用第一层次输入值，

其次使用第二层次输入值，最后使用第三层次输

入值。

第一层次输入值是在计量日能够取得的相

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 活

跃市场，是指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交易量和交易频

率足以持续提供定价信息的市场。

第二层次输入值是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

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

第二层次输入值包括：

（一）活跃市场中类似资产或负债的报价；

（二）非活跃市场中相同或类似资产或负债

的报价；

（三） 除报价以外的其他可观察输入值，包

括在正常报价间隔期间可观察的利率和收益率

曲线、隐含波动率和信用利差等；

（四）市场验证的输入值等。 市场验证的输

入值，是指通过相关性分析或其他手段获得的主

要来源于可观察市场数据或者经过可观察市场

数据验证的输入值。

第三层次输入值是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

观察输入值。

公允价值计量结果所属的层次，由对公允价

值计量整体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输入值所属的

最低层次决定。 企业应当在考虑相关资产或负债

特征的基础上判断所使用的输入值是否重要。 公

允价值计量结果所属的层次，取决于估值技术的

输入值，而不是估值技术本身。

SCC的公允

价值会计政

策与企业会

计准则无重

大差异。

3

现金

公司将三个月内到期的短期高流动性投资

划分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受限制货币资金

受限制货币资金包括代管资金， 如租赁押

金、保证金等。

《企业会计准则第31号—现金流量表》：

现金，是指企业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

支付的存款。

现金等价物，是指企业持有的期限短、流动

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

很小的投资。

SCC的现金

及现金等价

物会计政策

与企业会计

准则无重大

差异。

4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产生于日常经营活动中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给客户的信用期限。 一般要求客

户在开具发票后30-150天内付款。 坏账准备

比率由个别客户的信用评估、以往年度应收账

款实际坏账、应收账款账龄、客户纠纷和整体商

业环境决定。 如果应收账款回收的可能性很小

时，公司会冲销应收账款。

公司给客户提供一定比例的销售折扣。 公

司根据客户可获得的销售折扣金额扣减应收账

款，并当货物销售时，冲减销售收入。

针对信用较差客户的新订单，公司会要求

全额付款后发货，同时针对未还款部分按月收

取1.5%的利息。 但由于该部分资金是否能够收

回存在不确定性，该部分利息在实际收到后才

确认。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

企业应当按照公允价值对金融资产进行后

续计量，且不扣除将来处置该金融资产时可能发

生的交易费用。 但是，下列情况除外：

（一） 持有至到期投资以及贷款和应收款

项，应当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计量。

（二）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

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以及与该权益工

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

融资产，应当按照成本计量。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摊余成本，是指该金

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经下列调整

后的结果：

(一)扣除已偿还的本金；

(二)加上或减去采用实际利率法将该初始确

认金额与到期日金额之间的差额进行摊销形成

的累计摊销额；

(三)扣除已发生的减值损失（仅适用于金融

资产）。

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外的金

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该

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应

当将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 （不包括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现

值，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

损益。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应当按照该金融资

产的原实际利率折现确定，并考虑相关担保物的

价值（取得和出售该担保物发生的费用应当予以

扣除）。 原实际利率是初始确认该金融资产时计

算确定的实际利率。 对于浮动利率贷款、应收款

项或持有至到期投资，在计算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时可采用合同规定的现行实际利率作为折现率。

短期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与其现

值相差很小的，在确定相关减值损失时，可不对

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

对单项金额重大的金融资产应当单独进行

减值测试，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应

当确认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对单项金额不

重大的金融资产，可以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或包

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

进行减值测试。

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金融资产（包括单项

金额重大和不重大的金融资产）， 应当包括在具

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再进行

减值测试。 已单项确认减值损失的金融资产，不

应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

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SCC的应收

账款会计政

策与企业会

计准则无重

大差异。

5

存货

存货包括原材料、直接人工和其他费用等，

以成本和市价孰低计量。 存货发出时按先进先

出法计价。 公司对过量及过期的存货计提跌价

准备。 公司用于维护设备的零备件在购入时直

接费用化。

《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

存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存货成本

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

存货的采购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

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以及其他可归属于存货

采购成本的费用。

存货的加工成本，包括直接人工以及按照一

定方法分配的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是指企业为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

而发生的各项间接费用。 企业应当根据制造费用

的性质，合理地选择制造费用分配方法。

在同一生产过程中，同时生产两种或两种以

上的产品，并且每种产品的加工成本不能直接区

分的，其加工成本应当按照合理的方法在各种产

品之间进行分配。

企业应当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者

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 对于性质

和用途相似的存货，应当采用相同的成本计算方

法确定发出存货的成本。 对于不能替代使用的存

货、为特定项目专门购入或制造的存货以及提供

劳务的成本，通常采用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

的成本。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

净值孰低计量。 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

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可变现

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

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

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SCC的存货

会计政策不

允许存货在

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后因

期后价值回

升而转回存

货 跌 价 准

备， 而企业

会计准则允

许存货在计

提存货跌价

准备后因期

后价值回升

而转回存货

跌价 准备 ，

因此 SCC的

存货会计政

策与企业会

计准则有差

异 。 由 于

SCC计提跌

价准备的存

货不存在因

期后价值回

升而转回存

货跌价准备

的情况 ，故

对SCC财务

报表没有重

大影响。

6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以成本计量，在使用寿命内采用

直线法折旧。 折旧方法如下：

类别 折旧年限

房屋建筑物 39年

土地附着物 15年

家具及设备 3-10年

机器设备 3-10年

车辆 3-7年

电脑及软件 3-5年

租赁资产改良 资产使用寿命和租

赁合同

剩余时间中的较短者，

且不超过39年

固定资产日常维修和维护支出在发生时费

用化。 重大修缮和改进支出在发生时资本化，

并在预计使用期限内折旧。 固定资产处置时，

在报表上冲销相应的原值和累计折旧，并确认

处置损益。

在建工程是长期资产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

之前发生的资本性支出。

《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

认：

（一）与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

流入企业；

（二）该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符合本准则第

四条规定的确认条件的， 应当计入固定资产成

本； 不符合本准则第四条规定的确认条件的，应

当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固定资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

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

企业应当根据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

的预期实现方式， 合理选择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可选用的折旧方法包括年限平均法、 工作量法、

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等。 固定资产的折

旧方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企业出售、转让、报废固定资产或发生固定

资产毁损，应当将处置收入扣除账面价值和相关

税费后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固定资产的账面价

值是固定资产成本扣减累计折旧和累计减值准

备后的金额。 固定资产盘亏造成的损失，应当计

入当期损益。

SCC的固定

资产会计政

策与企业会

计准则无重

大差异。

7

长期资产减值

当有迹象表明某项长期资产如固定资产的

账面价值不能完全收回时，公司对长期资产是

否减值进行复核。

如果长期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管理层根据

长期资产预期的未折现现金流量来复核长期资

产是否存在减值。 当未折现现金流量低于资产

账面价值时，管理层对长期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并将长期资产账面价值减记至预计的长期资产

公允价值。 根据管理层的复核，公司不存在长

期资产减值迹象。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

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

额。

可收回金额的计量结果标明，资产的可收回

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将资产的账面价值

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产减值损

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

备。

SCC的资产

减值测试会

计政策与企

业会计准则

有差异 ，由

于 SCC长期

资产不存在

减值迹象 ，

故对SCC财

务报表没有

重大影响。

8

借款相关成本

公司对借款相关成本进行资本化，并在借

款期限内进行摊销，摊余成本在合并资产负债

表中确认为其他资产。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

企业初始确认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应当按

照公允价值计量。 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相关交易

费用应当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其他类别的金

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应当计入初始

确认金额。

交易费用，是指可直接归属于购买、发行或

处置金融工具新增的外部费用。 新增的外部费

用，是指企业不购买、发行或处置金融工具就不

会发生的费用。

交易费用包括支付给代理机构、 咨询公司、

券商等的手续费和佣金及其他必要支出，不包括

债券溢价、折价、融资费用、内部管理成本及其他

与交易不直接相关的费用。

企业应当按照公允价值对金融资产进行后

续计量，且不扣除将来处置该金融资产时可能发

生的交易费用。 但是，下列情况除外：

（一） 持有至到期投资以及贷款和应收款

项，应当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计量。

（二）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

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以及与该权益工

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

融资产，应当按照成本计量。

企业应当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对金

融负债进行后续计量。 但是，下列情况除外：

（一）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且不扣

除将来结清金融负债时可能发生的交易费用。

（二）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

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

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负债，应当按照成本计

量。

（三）不属于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的财务担保合同，或

没有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并将以低于市场利率贷款的贷款承诺，应当

在初始确认后按照下列两项金额之中的较高者

进行后续计量：

1. 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

项》确定的金额；

2.初始确认金额扣除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原则确定的累计摊销额后的余

额。

SCC的借款

相关成本会

计政策及资

产负债分类

与企业会计

准 则 有 差

异， 由于借

款相关成本

的摊余金额

并不重大 ，

故对SCC财

务报表没有

重大影响。

9

租赁

租赁费用在租赁期限内以直线法确认，租

赁费用超过实际支付租金部分确认为应付租

金。

《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

对于经营租赁的租金，承租人应当在租赁期

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

期损益；其他方法更为系统合理的，也可以采用

其他方法。

SCC的租赁

会计政策与

企业会计准

则无重大差

异。

10

收入确认

公司在满足如下条件时确认收入：

1. 发出商品且与商品相关的风险与所

有权均转移给客户；

2. 与商品相关的收款可以合理保证；

3. 有可靠证据表明相关交易存在，并

且销售价格确定或者固定。

总收入扣减销售折扣及根据历史经验确认

的销售退回金额作为收入确认金额。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销售商品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

以确认：

(一)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

酬转移给购货方；

(二)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

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

制；

(三)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四)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五)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

地计量。

销售商品涉及现金折扣的，应当按照扣除现

金折扣前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 现金折

扣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现金折扣，是指债权人为鼓励债务人在规定

的期限内付款而向债务人提供的债务扣除。

企业已经确认销售商品收入的售出商品发

生销售退回的，应当在发生时冲减当期销售商品

收入。

销售退回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29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

项》。

销售退回， 是指企业售出的商品由于质量、

品种不符合要求等原因而发生的退货。

SCC的收入

会计政策与

企业会计准

则无重大差

异。

11

所得税

SCC和其他在美国的实体选择了

“S-Corporation” 的方式缴纳联邦和各州的所

得税，这些实体的经营业绩计入个人股东的所

得税申报表，因此这些实体的财务报表中没有

计提联邦所得税。

SCC下属全资子公司Static�Control�

IC-DISC,�Inc.�选择“Interest-Charge�

Domestic�International�Sales�Corporation”

的方式缴纳联邦所得税。 在该方式下，公司的

佣金收入不缴纳联邦所得税，公司在合并财务

报表中记录实体的应交州所得税。

美国以外的经营实体根据当地的法规缴纳

所得税。 由于这些子公司的经营成果在合并范

围之内，合并财务报表也需披露这些子公司的

应税资产与负债及所得税费用。

美国之外的经营实体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

递延所得税负债根据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和计

税基础之间的差异，并采用以后转回期间的适

用税率确认。

税收优惠确认的一般条件如下：

1. 税收优惠是可持续的；

2. 税收优惠的产生完全依赖于公司的

技术优势；

3. 税务当局有此类税收优惠的先例或

行政惯例。

当上述条件全部满足，且在最终汇算清缴

时公司比没有更具可能性取得该税收优惠时，

公司才以可取得最高优惠金额为限入账。

《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

企业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应当作为所

得税费用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但不包括下列情

况产生的所得税：

(1)企业合并。

(2) 直接在所有者权益中确认的交易或者事

项。

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者事项相

关的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应当计入所有者

权益。

企业应当将当期和以前期间应交未交的所

得税确认为负债，将已支付的所得税超过应支付

的部分确认为资产。

存在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的，应当按照本准则规定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或递延所得税资产。

企业在取得资产、负债时，应当确定其计税

基础。 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存在

差异的，应当按照本准则规定确认所产生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

企业应当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由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资产负债表日，对于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

所得税负债，应当根据税法规定，按照预期收回

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量。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计量，

应当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预期收回资产或清

偿负债方式的所得税影响，即在计量递延所得税

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时，应当采用与收回资产

或清偿债务的预期方式相一致的税率和计税基

础。

SCC的所得

税会计政策

与企业会计

准 则 有 差

异 ， 由 于

SCC没有重

大税收优惠

事项， 故对

SCC财务报

表没有重大

影响。

12

外币折算

对于记账本位币为非美元的子公司，在现

行的会计政策下，合并财务报表中需要将该部

分子公司的经营成果折算为美元列示。 其中资

产与负债以资产负债表日的汇率进行折算，收

入及支出采用交易发生当月的月平均汇率进行

折算。 累计外币折算差额应确认为其他综合收

益并在所有者权益中列示。

《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

企业对境外经营的财务报表进行折算时，应

当遵循下列规定：

（一） 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

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所有者权益项

目除“未分配利润” 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

时的即期汇率折算。

（二）利润表中的收入和费用项目，采用交

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也可以采用按照系统

合理的方法确定的、与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近似

的汇率折算。

按照上述（一）、（二）折算产生的外币财务

报表折算差额，在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目

下单独列示。

SCC的外币

折算会计政

策与企业会

计准则无重

大差异。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