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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规范资产评估行为，保护资产评估当事人合

法权益和公共利益，促进资产评估行业健康发展，维护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秩序，制定本法。 

!(' 本法所称资产评估（以下称评估），是指评估机构

及其评估师根据委托对不动产、动产、无形资产、企业价值、资

产损失或者其他经济权益进行评定、估算，并出具评估报告的

专业服务行为。 

!)'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需要确定评估对象价

值的，可以自愿委托评估机构评估。 

涉及国有资产或者公共利益等事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

要评估的（以下称法定评估），应当依法委托评估机构评估。 

!*'  资产评估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评估

协会和评估机构应将加强党的建设写入章程。 

!+' 评估机构及其评估师开展业务应当遵守法律、行

政法规和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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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机构及其评估师依法开展业务，受法律保护。 

!,' 评估师从事评估业务，应当加入评估机构，并且只

能在一个评估机构从事业务。 

!-' 评估行业可以按照专业领域依法设立行业协会，

实行自律管理，并接受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和社会监

督。 

!.' 国务院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

对评估行业进行监督管理。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按照

各自职责分工，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评估行业进行监督管理。 

!(#$ /01$

!2' 评估师是指通过评估师资格考试的人员。国家根

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确定评估师专业类别。 

参加评估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合格，并从事评估业务

工作二年以上的，可以向评估行业协会进行登记，签署评估报

告。 

!3' 有关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按照国家规定组织实施

评估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 

具有高等院校专科以上学历的公民，可以参加评估师资格

全国统一考试。 

!3"' 有关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应当在其网站上公布

评估师名单，并实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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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故意犯罪或者在从事评估、财务、会计、审计

活动中因过失犯罪而受刑事处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不满

五年的人员，不得从事评估业务。 

!3)' 评估师享有下列权利： 

（一）要求委托人提供相关的权属证明、财务会计信息和其

他资料，以及为执行公允的评估程序所需的必要协助； 

（二）依法向有关国家机关或者其他组织查阅从事业务所

需的文件、证明和资料； 

（三）拒绝委托人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对评估行为和评估结

果的非法干预； 

（四）依法签署评估报告；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3*' 评估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诚实守信，依法独立、客观、公正从事业务； 

（二）遵守评估准则，履行调查职责，独立分析估算，勤勉

谨慎从事业务； 

（三）完成规定的继续教育，保持和提高专业能力； 

（四）对评估活动中使用的有关文件、证明和资料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 

（五）对评估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予以保密； 

（六）与委托人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及评估对象有利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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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应当回避； 

（七）接受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履行行业协会章程规定的

义务；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3+' 评估师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私自接受委托从事业务、收取费用； 

（二）同时在两个以上评估机构从事业务； 

（三）采用欺骗、利诱、胁迫，或者贬损、诋毁其他评估师

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 

（四）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从事业务，或者冒用他人名义从

事业务； 

（五）签署本人未承办业务的评估报告； 

（六）索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收受合同约定以外的酬金、

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七）签署虚假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 

（八）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其他行为。 

!)#$ /045$

!3,'$$评估机构应当依法采用合伙或者公司形式，聘

用评估师开展评估业务。鼓励评估机构采用合伙形式。 

!3-'  合伙形式的评估机构，应当满足下列条件： 

（一）两名以上的合伙人； 

（二）合伙人应当是具有三年以上从业经历且最近三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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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受停止从业处罚的评估师； 

（三）实地经营场所； 

（四）评估机构名称须有评估字样。 

!3.'$公司形式的评估机构，应当满足下列条件： 

（一）八名以上评估师和两名以上股东； 

（二）股东应当是具有三年以上从业经历且最近三年内未

受停止从业处罚的评估师； 

（三）实地经营场所； 

（四）评估机构名称须有评估字样。 

!32' 评估机构设立分所，应有二十名以上评估师。分

所应满足下列条件： 

（一）五名以上评估师； 

（二）分所负责人具有评估师资格； 

（三）实地经营场所。$

!(3' 设立评估机构，应当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

办理登记。评估机构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

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备案。评估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将评估

机构备案情况向社会公告。 

!(3"' 评估机构应当依法独立、客观、公正开展业

务，建立健全质量控制制度，保证评估报告的客观、真实、合理。 

评估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对本机构的评估师

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评估准则的情况进行监督，并对其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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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负责。 

评估机构应当依法接受监督检查，如实提供评估档案以及

相关情况。 

!(3('$ 委托人拒绝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执行评估业

务所需的权属证明、财务会计信息和其他资料的，评估机构有

权依法拒绝其履行合同的要求。 

!(3)' 委托人要求出具虚假评估报告或者有其他非

法干预评估结果情形的，评估机构有权解除合同。 

!(3*' 评估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利用开展业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 

（二）允许其他机构以本机构名义开展业务，或者冒用其他

机构名义开展业务； 

（三）以恶性压价、支付回扣、虚假宣传，或者贬损、诋毁

其他评估机构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 

（四）受理与自身有利害关系的业务； 

（五）分别接受利益冲突双方的委托，对同一评估对象进行

评估； 

（六）出具虚假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 

（七）聘用或者指定不符合本法规定的人员从事评估业务； 

（八）冒用未承办评估业务评估师的名义签署评估报告； 

（九）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其他行为。 

!(3+' 评估机构根据业务需要建立职业风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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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自愿办理职业责任保险，完善风险防范机制。 

!*#$ /067$

!(3,' 委托人有权自主选择符合本法规定的评估机

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限制或者干预。 

评估事项涉及两个以上当事人的，由全体当事人协商委托

评估机构。 

委托开展法定评估业务，应当依法选择评估机构。 

!(3-' 委托人应当与评估机构订立委托合同，约定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委托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评估机构支付费用，不得索

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收受回扣。 

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及委托合同要求提供相

关经济行为文件、资产权属证明、财务会计信息和其他资料，

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对评估工作给

予配合并提供必要的协助。 

!(3.'$ 对受理的评估业务，评估机构应当指定至少

两名评估师承办。 

委托人有权要求与相关当事人及评估对象有利害关系的评

估师回避。 

!(32' 评估师应当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对评估

对象进行现场调查，收集权属证明、财务会计信息和其他资料

并进行核查验证、分析整理，作为评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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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估师应当恰当选择评估方法，经综合分析，形

成评估结论，编制评估报告。 

!)3"' 评估报告应当由至少两名承办该项业务的评

估师签名并加盖评估机构印章。 

评估机构及其评估师对其出具的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委托人不得串通、唆使评估机构或者评估师出具虚假评估

报告。 

!)3(' 评估机构开展法定评估业务，应当指定至少

两名相应专业类别的评估师承办，评估报告应当由至少两名承

办该项业务的评估师签名并加盖评估机构印章。评估报告应当

履行初审、复核和签发三级内部审核程序。履行内部审核程序

的人员应当具有评估师资格。内部审核程序和报告签名应当由

不同的评估师分别履行。 

!)3)' 评估档案的保存期限不少于十年。 

!)3*' 委托人对评估报告有异议的，可以要求评估

机构解释。 

!)3+' 委托人认为评估机构或者评估师违法开展业

务的，可以向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或者行业协会投诉、举报，

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或者行业协会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答

复委托人。 

!)3,' 委托人或者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规

定和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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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或者评估报告使用人违反前款规定使用评估报告的，

评估机构和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 89:;$

!)3-' 评估行业协会是评估机构和评估师的自律性

组织，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章程实行自律管理。 

评估行业按照专业领域设立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根据需

要设立地方性评估行业协会。 

!)3.' 评估行业协会的章程由会员代表大会制定，

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并报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32' 评估机构、评估师应当加入有关评估行业协

会，平等享有章程规定的权利，履行章程规定的义务。有关评估

行业协会公布加入本协会的评估机构、评估师名单。 

!*3' 评估行业协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会员自律管理办法，对会员实行自律管理； 

（二）依据评估基本准则制定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

则； 

（三）组织开展会员继续教育； 

（四）建立会员信用档案，将会员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评

估准则的情况记入信用档案，并向社会公开； 

（五）检查会员建立风险防范机制的情况； 

（六）受理对会员的投诉、举报，受理会员的申诉，调解会

员执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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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规范会员从业行为，定期对会员出具的评估报告进行

检查，按照章程规定对会员给予奖惩，并将奖惩情况及时报告

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 

（八）保障会员依法开展业务，维护会员合法权益； 

（九）法律、行政法规和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3"' 有关评估行业协会应当建立沟通协作和信息

共享机制，根据需要制定共同的行为规范，促进评估行业健康

有序发展。 

!*3(' 评估行业协会收取会员会费的标准，由会员

代表大会通过，并向社会公开。不得以会员交纳会费数额作为

其在行业协会中担任职务的条件。 

会费的收取、使用接受会员代表大会和有关部门的监督，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私分和挪用。 

!,#$ <=>?$

!*3)' 国务院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制定评估

基本准则和评估行业监督管理办法。 

!*3*'$ 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评估行政管理

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监督管理评估行业，对评估机构和评

估师的违法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将处罚情况及时通报有关

评估行业协会，并依法向社会公开。 

!*3+'$ 评估行政管理部门对有关评估行业协会实施

监督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和针对协会的投诉、举报，应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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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调查处理。 

!*3,' 评估行政管理部门不得违反本法规定，对评

估机构依法开展业务进行限制。 

!*3-' 评估行政管理部门不得与评估行业协会、评

估机构存在人员或者资金关联，不得利用职权为评估机构招揽

业务。 

!-#$ @ABC$

!*3.' 评估师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

以上一年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一）私自接受委托从事业务、收取费用的； 

（二）同时在两个以上评估机构从事业务的； 

（三）采用欺骗、利诱、胁迫，或者贬损、诋毁其他评估

师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的； 

（四）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从事业务，或者冒用他人名义

从事业务的； 

（五）签署本人未承办业务的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

评估报告的； 

（六）索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收受合同约定以外的酬金、

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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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评估师违反本法规定，签署虚假评估报告的，

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从业两年以上五年以下；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从业五年以

上十年以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终身不得从事评

估业务。 

!+3' 违反本法规定，未经工商登记以评估机构名义

从事评估业务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罚款。 

!+3"' 评估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

以上六个月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开展业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二）允许其他机构以本机构名义开展业务，或者冒用其

他机构名义开展业务的； 

（三）以恶性压价、支付回扣、虚假宣传，或者贬损、诋

毁其他评估机构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的； 

（四）受理与自身有利害关系的业务的； 

（五）分别接受利益冲突双方的委托，对同一评估对象进

行评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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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出具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的； 

（七）未按本法规定的期限保存评估档案的； 

（八）聘用或者指定不符合本法规定的人员从事评估业务

的； 

（九）对本机构的评估师疏于管理，造成不良后果的； 

（十）冒用未承办评估业务评估师的名义签署评估报告

的。 

评估机构未按本法规定备案或者不符合本法第十五条规定

的条件的，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业，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3(' 评估机构违反本法规定，出具虚假评估报告

的，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

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以五

十万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法律责任。 

!+3)' 评估机构、评估师在一年内累计三次因违反

本法规定受到责令停业、责令停止从业以外处罚的，有关评估

行政管理部门可以责令其停业或者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下。 

!+3*' 评估师违反本法规定，给委托人或者其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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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评估机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评估机构履行赔偿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

评估师追偿。 

!+3+' 违反本法规定，应当委托评估机构进行法定

评估而未委托的，由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十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违反本法规定，委托人在法定评估中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法选择评估机构的； 

（二）索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收受回扣的； 

（三）串通、唆使评估机构或者评估师出具虚假评估报告

的； 

（四）不如实向评估机构提供权属证明、财务会计信息和其

他资料的； 

（五）未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评

估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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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款规定以外的委托人违反本法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 评估行业协会违反本法规定的，由有关评估

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通报登记

管理机关，由其依法给予处罚。 

!+3.'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评估行业协会工作人员

违反本法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者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2' 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法规定，有主动消除、减

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或者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且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等法定情形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 

!.#$ D&$

!,3' 本法自 202*年*月*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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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有关财会监督决策部署，加强资产评

估行政管理，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以下简

称《资产评估法》）进行了修订，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

产评估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

《资产评估法》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施行以来，在规范

评估行为、保护评估当事人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促进评估

行业发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国资国企改革不断

深入，新修订的《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实施，有必要对部分

条款加以修订与之相适应。同时，结合评估行业管理现状及

发展目标，针对《资产评估法》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也需对现行条款作补充修改、完善，以进一步促进评估行业

健康发展、提升评估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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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党的领导。 

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加坚持党的领导的要求,

加强党对评估行业的领导。 

（二）统一评估师管理。 

取消评估从业人员的规定，统一评估师管理，提升评估

师专业能力，保障执业质量要求。 

（三）加强评估机构管理。 

提高评估机构设立要求，明确评估机构组织形式、合伙

人或股东的任职资格、提高分所设立门槛，压实合伙人或股

东的责任，规范评估机构管理和执业行为，降低执业风险。 

（四）衔接法律法规。 

《资产评估法》修订以现有法律法规为依据，在制定理

念、专业术语和内容表述等方面保持协调统一，统筹兼顾不

同层级的法律文件之间相关内容的衔接。 

-"#$%.'/0)

《资产评估法》共 8 章 55 条。修订后，《征求意见稿》

在原条款基础上修改 11 条。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增加坚持党的领导的要求。增加第四条“评估工

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评估协会和评估机构应将加

强党的建设写入章程。”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加坚持

党的领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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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一评估师表述。为提升评估师的专业服务能力、

保障执业质量。本次修订将《资产评估法》中涉及“评估专

业人员”的表述均改为“评估师”。 

（三）提高评估机构设立要求。为压实合伙人或股东的

责任，规范评估机构管理和执业行为，降低执业风险。本次

修订提高了评估机构设立要求，明确了评估机构组织形式、

合伙人或股东任职资格、分所设立门槛等内容。 

（四）压实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责任。为确保评估行为

独立客观公正、保障评估师合法权益，本次修订明确了委托

人和被评估单位责任，要求其对评估工作给予配合并提供必

要的协助。 

（五）删除“应当选择两种以上评估方法”内容。考虑

到评估方法的选择属于专业技术范畴，应通过评估准则予以

规范，无需在法律中规定。因此本次修订删除了第二十六条

中“应当选择两种以上评估方法”内容。 

（六）明确法定业务执业条件。因法定业务涉及国有资

产和公共利益，为维护国有资本权益、防范国有资产流失，

本次修订明确了承办法定评估业务的评估机构执业条件，同

时，对法定业务的内部审核程序进行了规定。 

（七）修改评估档案的保存期限。考虑到《证券法》第

一百六十二条规定资产评估机构保存工作底稿等信息和资

料的保存期限不少于十年，因此本次修订将第二十九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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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评估档案的保存期限不少于十年。” 

（八）明确处罚金额。为督促资产评估机构提升质量管

理水平，促进资产评估机构完善质量控制体系、提升职业道

德水平和执业质量，本次修订就处罚条款与《证券法》规定

相适应，明确了违反《资产评估法》有关规定的处罚金额。 

此外，对部分条款的文字表述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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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法与资产评估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对照表 
 

注:（黑体为新增或修改；灰色阴影为被删除或替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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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评估专业人员”的表述均改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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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加坚持党的

领导的要求。 

*�/&#$abcd评估专业人

员�HD��8��%�l4�%

2>#$�.5����l��l?

�} .W&

#$abcd评估专业人员�

%�HD�5¡%�67W&

!M,&#$abcd-./�HD��8�

�%�l4�%2>#$�.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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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评估专业人员”的表述均改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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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评估专业人员”的表述均改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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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保持评估师专业能力要求。评估专业

人员范围过广，难以界定，允许不具有评估师

资格的评估专业人员签字，不利于评估报告质

量。二是保障执业质量要求。由于评估师签署

法定评估业务的评估报告，责任重大，目前评

估师对签署评估报告没有从业时间要求，执业

要求偏低，不能满足社会对评估师的专业要求。

增加从事评估业务工作二年以上的规定，有利

于加强管理，保障执业质量，提升评估师的专

业服务能力。律师、注册会计师执业都强调具

有一定年限的业务工作经验，评估师应参照其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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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评估专业人员”的表述均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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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评估专业人员”的表述均改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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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ab�8依法采用

合伙或者公司形式，聘用评估专业

人员开展评估业务。 

合伙形式的评估机构，应当有两名

以上评估师；其合伙人三分之二以

上应当是具有三年以上从业经历且

最近三年内未受停止从业处罚的评

估师。 

公司形式的评估机构，应当有八名

以上评估师和两名以上股东，其中

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应当是具有三年

以上从业经历且最近三年内未受停

止从业处罚的评估师。 

评估机构的合伙人或者股东为两名

!mN,&#$ab�8�%lW;�tu?

�n�5�W#$Î�H#$D�Wop-.

CDqrYstuv?$

$

提高评估机构设立要求，明确合伙人或股

东任职资格、提高分所设立门槛等内容，有助

于压实合伙人或股东的责任，规范评估机构管

理和执业行为，降低执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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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名合伙人或者股东都应当是

具有三年以上从业经历且最近三年

内未受停止从业处罚的评估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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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4�³´·¸�8cì

�#$ab����9JK?|W&

!+m,&°�#$ab5�89¥�¦§³´

·¸��}´��W#$ab�8�®h�D

ý!"#�æ"É9�¶#$4�³´·¸

��W#$4�³´·¸�8cì�#$ab

����9JK?|W$

与机构改革后的部门名称保持一致。&

*æ»/&#$ab�8�%��l

��l?��HD�5��EÜ��

�TT 56/#${|}��lX

²l;´W&

#$ab�8��EÜÉ·³

´T 5iVab}评估专业人员

��%�l4�%2>#$�.}

��C4¹º5xid£D40¡

¿W&

#$ab�8�%µ¡¹º¢

:5£²+,#$¤�\c-¶�

�W$

!+m",&#$ab�8�%��l��l?

��HD�5��EÜ���TT 56/#

${|}��lX²l;´W&

#$ab�8��EÜÉ·³´T 5i

Vab}-./��%�l4�%2>#$�

.}��C4¹º5xid£D40¡¿W&

#$ab�8�%µ¡¹º¢:5£²+,

#$¤�\c-¶��W$

涉及“评估专业人员”的表述均改为“-

./”。&

*æÊ/&gh:>?+,tuj

£²+,ý4#$D�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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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lô�Kõ12>dv!3}5

#$ab�<�%>?dG4;j

}�*W$

*æÛ/&gh:�*yz��#

${|tu�dvB%CD#$@

A�n}5#$ab�<¥¦;jW$

$ &

*Xæ/&#$abj&�](4

0)&

[+ ÂW�HD�!§5�h

j�8A=8&

[X^4ydvab\Vab

êM�HD�5tuzWdvab

êM�HD�8&

[�^\¨Ý©plª«e¬l

��®5turrlstdv#$

ab�j�8uvwxD�8&

[�^¡´b�¯�Ac¶d

}D�8&

[¢^ÀÚµ¡A=°±²Æ

}gh5ij+#$i�C4#$8&

[«^yz��#${|tu

!+m0,&#$abj&�](40)&

[+^AW�HD�!§5�hj�8A

=8&

[X^4ydvab\VabêM�HD

�5tuzWdvabêM�HD�8&

[�^\¨Ý©plª«e¬l��®5

turrlstdv#$ab�j�8uvw

xD�8&

[�^¡´b�¯�Ac¶d}D�8&

[¢^ÀÚµ¡A=°±²Æ}gh5i

j+#$i�C4#$8&

[«^yz��#${|tu�����

}#${|8&

[»^�Wtu`Uj³;V%2U}:

Ë£9#$D�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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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tu`Uj³;V

%2U}:Ë£9#$D�8&

[Ê �̂�%�l4�%2}d

v40W$

~��¨r�©ª-.^_-./<�«

ij-.kl8&

[Û^��%�l4�%2}dv40W&

$

*Xæ+/&#$abefD��

���¾D´µ¶�5tu��}

´¾D¿·6µ5þ¸´µ¹3a

TW$

$ $

*�,&#$5S$ !0#$$-.L¬$ $

*XæX/&gh:�<�Lº»

³;V%2U}#$ab5·¼�

�tuª:j&B%½TtuC

DW&

#$9��ckª\Ä89:

}5¾Ü¿89:±^gh#$a

bW&

gh�H%U#$D�5�8

�%º»#$ab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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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æ�/&gh:�8b#$a

bÀ�gh;j5�U²Æ}<A

>M�W&

gh:�8¬;j�U9#

$abª«iW5j&~�lg¡t

u�-~�lg¡e¬W&

gh:�8id+,}<./

0lô�Kõ12>dv!3}X

²ÝlþYÝ>;%Ý¡¿W$

!+mw,&gh:�8b#$abÀ�gh

;j5�U²Æ}<A>M�W&

gh:�8¬;j�U9#$abª«

iW5j&~�lg¡tu�-~�lg¡e

¬W&

gh:B-.®¯�8°±²³´µ¶

Y·¸¹º»¼½�¾e¿À|ÁQ:<./

0lô�Kõ12>dv!35Â�º»QÃ

<X²ÝlþYÝ>;%Ý¡¿ZÂ-.12

ÄÅÆY[º»Ç¸<@È?$

根据权责对等原则，压实委托人和被评估

单位责任。$

*Xæ�/&i¡´}#$D�5#

$ab�8`UÁÂkê评估专业

人员|}W&

gh:�<�*b-¶89:

c#$i��Ac¶d}评估专业

人员efW$

!+m�,&i¡´}#$D�5#$ab�8

`UÁÂkê-./|}W&

gh:�<�*b-¶89:c#$i�

�Ac¶d}-./efW$

涉及“评估专业人员”的表述均改为“-

./”。&

*Xæ¢/&评估专业人员�8e

f#$D�z¿��5i#$i�

C4ÃOI:5gÄ<./0lô

�Kõ12>dv!3xC4Z:

Ò/lÀJY´5Å0#$}�

!+mO,$-./�8ef#$D�z¿�

�5i#$i�C4ÃOI:5gÄ<./0l

ô�Kõ12>dv!3xC4Z:Ò/lÀ

JY´5Å0#$}�fW$

涉及“评估专业人员”的表述均改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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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

*Xæ«/&评估专业人员�8Æ

8º»#$Æ%5除依据评估执业

准则只能选择一种评估方法的外，

应当选择两种以上评估方法，PÇ

;ÀJ5nO#$@È5ÉT#${

|W&

#$ab�8i#${|C4

É·öZW$

!nm,$-./�8Æ8º»#$Æ%5PÇ

;ÀJ5nO#$@È5ÉT#${|W&

$

评估方法的选择属于专业技术范畴，应通

过评估准则予以规范，无需在法律中规定。在

实践中，并非所有项目都适用两种以上评估方

法，简单的单项资产没有必要采用两种方法，

有的评估项目受条件限制无法采用两种方法。

为了满足法律规定，评估专业人员有时不得不

为了两种评估方法的要求而硬性“拼凑方法”。&

*Xæ»/&#${|�8¾ÁÂ

kê|}Ê�D�}评估专业人员

Eêx¤Ë#$abÌ,W&

#$abcd评估专业人员i

dyz}#${|�%|Í¿·W&

gh:j&ÎÓlÏV#$a

btu评估专业人员yz��#$

{|W$

!nm",$#${|�8¾ÁÂkê|}Ê

�D�}-./Eêx¤Ë#$abÌ,W&

#$abcd-./idyz}#${|

�%|Í¿·W&

gh:j&ÎÓlÏV#$abtu-.

/yz��#${|W$

涉及“评估专业人员”的表述均改为“-

./”。$

*XæÊ/&#$ab�H%U#

$D�5�8`UÁÂkê-�~

DÙÚ}#$Î|}5#${|�

8¾ÁÂkê|}Ê�D�}#$

!nm+,&#$ab�H%U#$D�5�8

`UÁÂkê-�~DÙÚ}#$Î|}5#

${|�8¾ÁÂkê|}Ê�D�}#$Î

Eêx¤Ë#$abÌ,W-.kl34Ée

%UD�z�ÐÑÝ5�c��!">?

@A=5|}%U#$D�}#$abýD/

=´�àÒ+Ó#$D�5|}%UD�}#

$ab�jÂÒkê#$ÎW£9%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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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Eêx¤Ë#$abÌ,W$ ÊËÁÌÍBiÎnÏ�ÐËÍL¬?Ée�

ÐËÍL¬<�Ñ34��-./QR?�Ð

ËÍL¬Bkli�34ÒÓ·<-./¢Ô

Ée?$

�}#$abÔ�8��þ¸}D����T

T lÉ·³´T >´µ¹3aTWyz#

${|�8G4ÕölÖZ>EG�ÃÉ·ö

Z5S5G4É·öZ5S}:Ë�8z�#

$Î!Õ5ï×5|}%U#$D�}#$Î

j�ÂÒ¢êW&

*XæÛ/&#$¤�}6ØÙ½

jÂÒæ五%5属于法定评估业务

的，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十年。$

!nmn,&#$¤�}6ØÙ½jÂÒm`?$ 6ØÙ½ÔÚ5Û¤#$ab6Ø¤�O

VWÜ/Ý%Þ*+ß«æX/2U!"#$

ab6ØÁÅà)�12>!3}6ØÙ½j

ÂÒæ%W�bÜ/Ý%Þ�-¶%�6T+

á5âã6Ø%½0æ%W&

*�æ/&gh:i#${|�ä

å}5�\�*#$ab¥æW$

$ $

*�æ+/&gh:ç0#$ab

tu评估专业人员�%�HD�

}5�\9�¶#$4�³´·¸

tu4D±Kèélê{5�¶#

$4�³´·¸tu4D±K�8

cìI:û´5xëÖgh:W&

!nmM,&gh:ç0#$abtu-./

�%�HD�}5�\9�¶#$4�³´·

¸tu4D±Kèélê{5�¶#$4�³

´·¸tu4D±K�8cìI:û´5xë

Ögh:W$

涉及“评估专业人员”的表述均改为“-

./”。$

*�æX/&gh:tu#${|

VW:�8¬%�2U>#${

!nmN,&gh:tu#${|VW:�8

¬%�2U>#${|ì0}VW3íVW

涉及“评估专业人员”的表述均改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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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0}VW3íVW#${|W&

gh:tu#${|VW:�

�îï2UVW#${|}5#$

ab>评估专业人员j|Í¿·W$

#${|W&

gh:tu#${|VW:��îï2U

VW#${|}5#$ab>-./j|Í¿

·W$

*¢,&4D±K$ !M#$$e^@A$ $

*�æ�/&#$4D±K_#$

ab>#$~D:Ë}��Ý�

�5�%�l4�%2>,5²4

��³´W&

#$4D¬~D®¯°�Ü

�Ý#$4D±K5ef��°�

ÅÆÝ#$4D±KW$

!nmw,&#$4D±K_#$ab>-.

/}��Ý��5�%�l4�%2>,5

²4��³´W&

#$4D¬~D®¯°�Ü�Ý#$4

D±K5ef��°�ÅÆÝ#$4D±KW$

涉及“评估专业人员”的表述均改为“-

./”。&

*�æ�/&#$4D±K},5

¾KËðñ�KTU5{��³´

a¶Z�5x{�¶#$4�³´

·¸��W$

$ &

*�æ¢/&#$abl#$~D

:Ë¤¥�¶#$4D±K5ò�

'�,52U}<A5G4,52

U}M�W�¶#$4D±K?é

¤¥V±K}#$abl#$~D

!nmO,&#$abl-./34加¥�¶#

$4D±K5ò�'�,52U}<A5G4

,52U}M�W�¶#$4D±K?é¤¥

V±K}#$abl-./êëW$

Ê/ï©²ÞÔ5ø´¥�óM5Ø©�

\j¤¥#$4D±K}ô¥WÛ¤õ�8ö

}ñ÷5�7Ò�È·¸4�¹³>4D��

³´Gø½�ÅW5nO;UWÜ�Î%ÞÜù

úKõÎ%Þû_üý2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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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ËêëW&

*�æ«/&#$4D±KG4]

(¾¿)&

[+ T̂UKË��³´}%5

iKË²4��³´8&

[X^�f#$¶V�.TU

#$ýD�.>¾Dþÿ�.8&

[� �̂��HKËPQRS8&

[� �̂�KË1W¤�5�K

Ë��%�l4�%2>#$�.

}���¥1W¤�5x9JK?

�8&

[¢^¢:KË��´µ¹3

aT}��8&

[«^¡´iKË}èélê

{5¡´KË}�é5I¥KËýD

!"8&

[» 2̂3KË£D405UÙ

iKËyz}#${|C4¢:5

¬,52UiKË#a$%5x

�$%��cì{|�¶#$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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³´·¸8&

[Ê 6̂&KË�%�HD�5

I7KË;%<=8&

[Û %̂�l4�%2>,52

U}dv¾¿W&

*�æ»/&�¶#$4D±K�

8��'Ó±Å>12@'aT5

ef��TU@j}40235B

C#$4DEF�SGHW&

$ &

*�æÊ/&#$4D±KghK

ËKi}(�5¾KËðñ�KÓ

Ô5x9JK?�Wj&\KË)*

Ki+,Å0d©4D±KøÍ·

¾�}/=W&

Ki}ghlVWµ¡KËð

ñ�K>�¶·¸}¹º5·¼�

�tuª:j&-.l̀ À>/WW$

$ $

*«,&¹º³´$ !N#$$¦§ÕÖ$ $

*�æÛ/&��¼�¶#$4�

³´·¸��TU#$¶V�.>

#$4D¹º³´}%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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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Â}NÃ\Ä:Ç�

È�¶#$4�³´·¸�f½�

¾¿5¡¿¹º³´#$4D5i

#$ab>#$~D:Ë}�%4

0�%²Þ4�ûü5�ûü��

cìÓ{�¶#$4D±K5x�

%9JK?�W$

!0m0,&°Â}NÃ\Ä:Ç�È�¶#

$4�³´·¸�f½�¾¿5¡¿¹º³´

#$4D5i#$ab>-./}�%40�

%²Þ4�ûü5�ûü��cìÓ{�¶#

$4D±K5x�%9JK?�W$

 

涉及“评估专业人员”的表述均改为“-

./”。$

*�æ+/&#$4�³´·¸i

�¶#$4D±K²Þ¹º¢:5

i¢:GÃ}01>2i±K}è

élê{5�8cìI:û´W$

$ $

*�æX/&#$4�³´·¸j

&��V%2U5i#$ab�%

�HD�C4½TW$

$ $

*�æ�/&#$4�³´·¸j

&b#$4D±Kl#$abØ©

:Ëtu!�¶35j&AW¾<

0#$abwxD�W$

$ $

*»,&%�¿·$ !w#$$×Ø¤Ù$ $

*�æ�/&#$~D:Ë��V

%2U5�](�n!+}5¾�¶

!0m�,&-./��V%2U5�](�n

!+}5¾�¶#$4�³´·¸a\4|5

涉及“评估专业人员”的表述均改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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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³´·¸a\4|5�\

¿567£D«ª8\Ä+%\

]8��%Y&}59g�%Y&8

�:;�}5¿567£D+%\

Ä¢%\]8bOòó}5�%<=

ú9¿·)&

[+^̀ �µ¡gh£9D�l

ghiW}8&

[X^jì©kª\Ä#$a

b£9D�}8&

[�^lWmnlAolpq5

turrlstdv#$~D:Ë

�j�8uvwxD�}8&

[�^4yv:\V:êM£

9D�5tuzWv:êM£9D

�}8&

[¢^EFV:{|}D�}

#${|tu�����}#${

|}8&

[«^~�lg¡tu�-~

�lg¡;j�U\�}��lô

�\¿567£D«ª8\Ä+%\]8��

%Y&}59g�%Y&8�:;�}5¿5

67£D+%\Ä¢%\]8bOòó}5�

%<=ú9¿·)&

[+^`�µ¡gh£9D�lghiW

}8&

[X^jì©kª\Ä#$ab£9D�

}8&

[�^lWmnlAolpq5turrl

stdv-./�j�8uvwxD�}8&

[�^4yv:\V:êM£9D�5t

uzWv:êM£9D�}8&

[¢^EFV:{|}D�}#${|t

u�����}#${|}8&

[«^~�lg¡tu�-~�lg¡;j�

U\�}��lô�5tu�hdvj�8A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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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u�hdvj�8A=}W$

*�æ¢/&#$~D:Ë��V

%2U5EF��#${|}5¾

�¶#$4�³´·¸¿567£

Dk%\Ä¢%\]8��%Y&

}59g�%Y&8�:;�}5

¿567£D¢%\Äæ%\]8

bOòó}5�%<=ú9¿·5

>¯j&£9#$D�W$

!0mO,&-./��V%2U5EF��#

${|}5¾�¶#$4�³´·¸¿567

£Dk%\Ä¢%\]8��%Y&}59g

�%Y&8�:;�}5¿567£D¢%\

Äæ%\]8bOòó}5�%<=ú9¿·5

>¯j&£9#$D�W$

涉及“评估专业人员”的表述均改为“-

./”。$

*�æ«/&��V%2U5{PÁ

^��\#$abêM£9#$D

�}5¾Á^4�³´·¸¿56

7�%÷k8��%Y&}59g�

%Y&5xû�%Y&+?\Ä¢

?\]üïW&

!Mm,&��V%2U5{PÁ^��\#$

abêM£9#$D�}5¾¥�¦§4�³

´·¸¿567�%÷k8��%Y&}59

g�%Y&5xû�%Y&+?\Ä¢?\]

üïW$

 

与机构改革后的部门名称保持一致。&

*�æ»/&#$ab��V%2

U5�](�n!+}5¾�¶#$

4�³´·¸a\4|5�\¿5

6D+ª8\Ä«ª8\]8��

%Y&}59g�%Y&5xû�%

Y&+?\Ä¢?\]üï8�:

!Mm",&#$ab��V%2U5�](�

n!+}5¾�¶#$4�³´·¸a\4|5

�\¿56D+ª8\Ä«ª8\]8��%

Y&}59g�%Y&5xû�%Y&+?\

Ä¢?\]üï8�:;�}5¾¥�¦§³

´·¸@A�Dý8bOòó}5�%<=

 

 

 

 

与机构改革后的部门名称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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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¾Á^4�³´·¸@A

�Dý8bOòó}5�%<=ú

9¿·)&

[+ ÂW�HD�!§5�h

j�8A=}8&

[X^4ydvab\Vab

êM�HD�5tuzWdvab

êM�HD�}8&

[�^\¨Ý©plª«e¬l

��®5turrlstdv#$

ab�j�8uvwxD�}8&

[�^¡´b�¯�Ac¶d

}D�}8&

[¢^ÀÚµ¡A=°±²Æ

}gh5ij+#$i�C4#$

}8&

[«^yz�����}#$

{|}8&

[»^{¬V%2U}Ù½6

Ø#$¤�}8&

[Ê^�Wtu`Uj³;V

ú9¿·)&

[+^AW�HD�!§5�hj�8A

=}8&

[X^4ydvab\VabêM�HD

�5tuzWdvabêM�HD�}8&

[�^\¨Ý©plª«e¬l��®5

turrlstdv#$ab�j�8uvw

xD�}8&

[�^¡´b�¯�Ac¶d}D�}8&

[¢^ÀÚµ¡A=°±²Æ}gh5i

j+#$i�C4#$}8&

[«^yz�����}#${|}8&

[»^{¬V%2U}Ù½6Ø#$¤�

}8&

[Ê^�Wtu`Uj³;V%2U}:

Ë£9#$D�}8&

[Û^iVab}-./BÒ³´5CO

jDEA}8&

~m�¨r�©ª-.^_-./<�«

ij-.kl<?$

#$ab{¬V%2U��tuj³;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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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Ë£9#$D�}8&

[Û^iVab}#$~D:

ËBÒ³´5COjDEA}W&

#$ab{¬V%2U��t

uj³;V%*æ¢/2U}/=

}5¾�¶#$4�³´·¸¿5

(�8>j(�}5¿56D5�\

xû+FG\Ä¢FG\]üïW$

%*æ¢/2U}/=}5¾�¶#$4�³

´·¸¿5(�8>j(�}5¿56D5�

\xû+FG\Ä¢FG\]üïW$

*�æÊ/&#$ab��V%2

U5yz��#${|}5¾�¶

#$4�³´·¸¿56D«ª8

\Ä+%\]8��%Y&}59

g�%Y&5xû�%Y&+?\

Ä¢?\]üï8�:;�}5¾

Á^4�³´·¸@A�Dý8

bOòó}5�%<=ú9¿·W&

!Mm+,$$#$ab��V%2U5yz�

�#${|}5¾�¶#$4�³´·¸¿5

6D«ª8\Ä+%\]8��%Y&}59

g�%Y&5xû�%Y&+?\Äm?\]

üï5Ú�Û×�ÜÝÞÛ×�ÜÓyMmß

à<Z�aMmßabMáßàaz<�â�

�:;�}5Âãä£¤<åÕ�ÑBæçã

ä¤Ù�ÑÄÅèlZ[�a+mßàab+

áßàaz<�âZ¾¥�¦§³´·¸@A

�Dý8bOòó}5�%<=ú9¿·%

�¿·W$

与证券法保持一致。 

 

 

 

 

 

 

 

与机构改革后的部门名称保持一致。&

*�æÛ/&#$abl#$~D

:Ë©+%ÉHõ�Iï��V%

!Mmn,&#$abl-./©+%ÉHõ�

Iï��V%2U¡J¿56Dl¿567£

涉及“评估专业人员”的表述均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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