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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询价报告
中国工商银行融 e购电商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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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区人民法院 :

贪院在执行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安支行 (申请执行人)与张维根等 (被执行

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案由)一案中,于 2021年03月 23日委托我平台对林世明 (所有权人 )

名下/所有的青城山镇沙坪村一组开泉居16栋 1单元1楼2号 (财产名称)进行网络询价。现已完

成网络询价,具体情况如下 :

建筑面积:52,13平方米

单位面积价格:7,757元/r

参考财产价格:404,3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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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产基本情况

二、询价时点

本次网络询价时点为:2021年 03月 23日

三、参照样本、计上方法及价格趋势

(一)分考样本

】.估价奂树

"况本案例共采用了177个最新案例进行估价,话况如下

财产名称
青城山钦沙坪村一组开泉居
I6栋 1单元1搂2号 (房产)

面积 52.13X’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垠市青城
山镇沙坪村一组开泉居16拣 1

单元l按2号
户型 1室 1厅 l卫

所在小区
青城山铰沙坪村一组开泉居

16栋 1单元1楼 2号 建筑朝向 南向

所在楼层 1层 33旅游

全部楼层 3层

最高单价 15,517.2oˉ 兀/` 7,787.61元/r | lO,941.80元 /r

2,鞍盘小区信息诩查

环比上月

(=)盼
房地产估价的常用方法包括比较法、标准价调整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等。依照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o291-

2015),自 动估价服务将根据估价对象及其所在地的房地产市场状况等客观条件,对估价方法中的适用性进行分析,选择
适当的估价方法。

自动估价方法中根据我国房地产估价标准,和国际估价师学会发布的 《自动估价挨型标准》(standard on A吡).以
及所掌握的房地产市场数据情况,提供的自动估价方法包括比较法、收益法、多元回归分析法、标准价调整法。

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n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期河的差异对可比实例交易价格进行处理后
得到的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适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比
较法自动估价需要在价值时点的近期有较多类似房地产的交易。房地产市场不够活跃或类似房地产交易较少的地区,难
以采用比较法估价。比较法可表述为P=s气十为D呒.其中,P代表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s凡代表可比实例的出售价格:

仞Jc.代表对可比实例的调整价格。

此外,自动估价中引入了标准价调整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这两种方法均通过对范围内被估价房地产进行分组。估
价范围包括估价的区域范围和房地产种类。自动估计服务中,标准价调整法主要通过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实现,多元回归
分析法主要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现。两种估价摸型的理论基础为特征价格理论,回归模型的基本形式可以简述为
Pˉ Σ

`·

nC。 其中者是影响房价的特征变量, 口是特征的回归系数,伪模型的截距项。

此次估价中,估价对象所在的微观区域的房屋同质性较强,因此采用了基于多元回归的多元回归法进行估计,同时
采用了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标准价调整法。估价对象在其所处的微观市场具有其特殊性,需要纳入更多的地理信息
数据参与估价,因此并未采用多元回归法进行估价,而采用

·
r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标准价调整法。

小区名称 开泉居 都江JⅡ市劲凯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

小区均价 7,788元 /·r 9,000F[约 13亩 ]

建成年份 2011年 60.0%

包合用途 住宅 (小于100套 ) o.4

物业公司 都江垠市劲凯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

规划用途

最低单价

开发商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绿化率

容积率

别墅 周围交通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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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终,根据估价对象及其所在地的房地产市场状况等客观条件,以及对自动估价方法中的适用性进行分析后,此次

自动估价采用了比较法、多元回归分析法、标准价调整法,并对各种方法浏多的结果综合分析比较,通过分析测算备种

方法测算结果之间差异程度,圾终确定自动估价结果。

四、询价结果及结果有效期

根据数据参数计算、市场数据对比,综合分析肜响标的物价值的各种因素,递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序,~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和标注,将估价英法与大数据糗型结合,在满足本次估价的全都假设和限制条件下,确定估价对象在⒛21年

03月 23日 的参考价值为如4,372元。有效时间12个月。

五、声明

本次网络询价严格按照法、司法解释规定进行,确保公平公正.本平台对多考敢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负

责。

六、网络询价平台的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4009195588https://mal1.icbc.con1
Cn/

北京复兴门内大街55号

202“丰03'目 23日

号 融e购 富

行 股 络

p
用章价专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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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址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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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拍卖大数据询价平台

网络询价报告

(阿里拍卖网询2021032300227427号 )

双流区人民法院 :

贵院在执行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安支行 (申请执行人)与 张维根,林世秀 ,

林世明,张林戈 (被执行人)(2021)川 0116执恢267号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于 2021年 03

月23日委托我平台对 林世明 (所有权人)名下/所有的 青城山镇沙坪村一组开泉居16椽 1单元1楼

2号进行网络询价。现已完成网络询价,具体情况如下 :

一、财产基本传况

房产名称    青城山镇沙坪村一组开泉居16拣1单元1楼2号

住宅用房                .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沙坪村一组开泉居16拣 1单元1楼3号

青城山铰沙坪村一组开泉居16拣 l单元1楼2号

52.13平方*

1室 1厅 1卫

南向

1

3

规划用途    33旅 游

注;以上信息来自询价方输入

二、询价结果及结果有效期
建筑面积: 52.13矿

单位面积价格:10575.00元/矿

财产参考总价:551275.00元

结果有效期:至2022年 03月 23日

三、询价时点

本次网络询价时点为:2021年03月 23日

鹦、参照样本、计算方法及价格趋势

(-)价值调查

1、 询价对象同区设司法拍实成交案钥

暂无

房屋类型

房产坐落

所在小区

建筑面积

户型

朝向

所在楼层

总楼层

建成年代



2·,询价对象所在小区市场成交突罚

暂无

3·,询价对象所在嫡市、行政区及小区半年内的市场价格走势

〈二〉房产周边订况

1.田边口妾详.i

学校     无

地铁站     无

银行      无

幼儿园 ·  无

公交车站    无

药店      无

公园      无

超市      无

健身    .无

医院      无

商场      无

注:以上数据展示小区周边1公里范围内配套详情

2、 小区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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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源自高德地图,根据询价方提供的标的物房屋坐落信息生成定位标注,仅供参考

(三 )系统原理与要法说明

阿里拍卖询价系统,通过引入国内多家专业房产数据机构合作共建房产网络询价数据库,结

合覆盖全国城市的基础数据、房地产市场交易数据等行业数据,以及阿里拍卖多年沉淀的市场房

产交易基础数据、基础统计、分析模型,采用大数据算法及阿里拍卖分析修正模型得出询价结果

数据。

关于阿里拍卖分析修正模型的说明:利用阿里巴巴实时计算能力,基于司法拍卖成交情况、

司法拍卖参与意向指数、市场成交情况、市场购房意向指数等进行趋势预测和波动敏感系数分

析,结合市场实时价格数据,最终得出标的物询价结果。

五、声明

本次网络询价严格按照法律、司法解释规定进行,确保公平公正。本平台对参考数据的合法

性、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

1.本报告询价结果完全依据询价方提供的标的物数据分析所得,且只分析和测箅影响询价对

象的主要因素,未考虑房屋室内因素 (房屋维护及使用状况等)和不确定因素对询价结果的影

响,无法对因询价方提供的标的物数据本身可能存在的错误、缺失和偏差所导致的结果偏差负
彐△
夕1o

2,本报告询价结果由阿里拍卖系统利用阿里拍卖历史交易数据以及第三方数据进行大数据处

理生成,并非依据 《资产评估法》出具之评估报告,询价结果仅供参考。

3.本报告由阿里拍卖网络询价系统自动生成,未对询价对象入户查勘,阿里拍卖亦无法承担

对询价对象建筑结构、设备等的内在质量及其他被遮盖、未暴露或难以接触到的部分进行调查、

检测的责任 .

4.本报告数据处理服务由淘宝 (中 国)软件有限公司提供,具名签章仅用于证明本报告真实

性,除法律明确规定以外,淘宝 〈中国)软件有限公司无法承担超出
“
数据处理服务

”
范围的责

任或义务。

六、网络询价平台的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969号阿里巴巴西溪园区

网自.L: ww,taobao.com

客月艮专
·
线: 400-822-2870

茧 笔架山
Ⅱ

2021年 03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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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询价报告

京东大众扭询价平台

网讠旬号: jdbdhouse2021 032300055号

双流区人民法院 :

贵院在执行(202η川0116执恢267号 ,申请执行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万安支行与被执行人张维根,林世秀,林世明,张林戈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于

202日 年03月 23日委托我平台对 林世明名下
`所

有的 青城山镇沙坪村一组开泉居16栋

1单元1楼2号进行网络询价。现已完成网络询价,具体情况如下 :

房屋面积:52.13平方米

标的物单价 :7,429元/平方米

标的物总价 ;387,299元



|y曲 也
=

`J、 `” `

一、妇产击本饣况

注 :以上信息来自询价方录入。

标的物名称 青城山镇沙坪村一组开泉居16栋 1单元1楼2号

城市名称 成都币

行政区名称 都江堰市

小区名称 青城山镇沙坪村一组开泉居16栋1单元1楼2号

房屋坐落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垠市青城山钦沙坪村一组开泉居16栋1单元
1楼2号

52△ 3平方米

所在楼层

忠楼层 3

甫

是否有电梯 否

户型 1室 1厅1卫

产权证号 监证0420739

规划用途 33旅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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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询价时点

本次网络询价时间为 :2021年 03月 23日

三、参愿样本、计礻方法及价格趋劣

(一)、 畲照样本

询价对象所在位置

百信药业

丝艺美发

雪花馨居

平价粮油副食

张冢石埂子

氵I家石桥

马家

改革村

小区名称 建筑类型 建筑年代 小区均价(元

'平
方米)

开泉居 普通住宅 未知 7,213

青城溪谷 普通住宅 2019年 8,709

青城水云间 公 寓 2016年 8,095

青城依山郡 普通住宅 未知 9,773

青城新村 普通住宅 2002年 3,433

铲

滑水村村委会

都江堰苎看域山
泉饮用水厂

花
靓

暗
釉剧

晌



询价对象所在位置周边基础设施 :

交遇

教 育
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敬宵实践基地,地址:四川省成都

市都江堰市青城山路。

医疗
三溪村卫生站l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都江虹市玉堂街道三溪社区村民委员会南
100:米 :

都江堰市放心商店(老邻居连锁味江村店),地址:N18县道附近;青山逸品综合超

市,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青城山旅游区青城逸品。

生活
公厕,地址:成都市都江坦市嘉陵集团职工疗养所附近;青城山味江陵园,地址:成

都市都江堰N日 8县道怀故亭附近。

娱 乐
文屁囱,地址:青城山风景区青城山路向阳坡居西50米 ;空点探案,地址:四川省成

都市都江蛭市青城山旅游区五里桃源对面。

注:参照样本根据房屋坐落、建筑类型、建筑年代等房屋基本信息参数匹配相近标的信息

进行参照。以上参照样本为全重计算数据中的部分数据 ,相关信息来自公开及企业内部统

计数据 ,仅供参考。位置及周边基础设施信息为查询数据 ,仅供参考。

(二)、 计△方法                        .·

本标的在进行询价计算时,参考了该位二周边的房产价格△况进行价格计算,同

时考虑这些房产过往时间的价格走势进行综合分析计年。

本次询价标的物采用了决策树、sVM、 多元回归随机森林回归、梯度上升田归

树等分析预测模型结合比较法、收益法进行估价。参照《房地产估价规范》,通行的房

产诂愤方法有市场法、收益法 、基准地价修正法等 ;有条件选用市场比较法进行估价

的,应以市场比较法为主要的估价方法;收益性房地产的估价,应选用收益法作为其中的

一种箔价方法。

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趸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计算公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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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Pi〓 P△A△ B△C。D;P〓 耳(PF权重系数),式中:P·待估标的物估午价格,Pi-待估

标的物比准价格,Pl-可比交易实例价格,A-交易棺况修正系数iB-市场状况修正察

数,C-区域囡亲修正系数,D一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成数将未来收

益转化为价使得到估价对象价格的方法。啄益法计年公式:V〓a`(rˉgrr1-

(】 +g)/(1+Ol,式 中:V一标的物价格,aˉ标的物年纯收益,r标的物报酬率,9一收益年

洋增率,nˉ标的物有效使用年限。

决策树模型 (Decision Tree)是在已知各种佰况发生格率的基础上,通过构成

决策树来求取净明值的期望值大于等于零的相率,评价项目风险,判断其可行性的决

策分析方法,是主观运用格率分析的一种图解法。

sVM模型,支持向B机 (supportVector MaChinei棺 简称为 sVM,又名

支持向n网络是在分类与回归分析中分析数据的监0式学习模型与相关的学习算法。

给定一组训练实例i每个训练实例披标记为属于两个类别中的一个或另一个,sVM训

练算法创建一个将新的实例分配给两个类别之ˉ的棋型,使其成为非概率二元线性分

类器。此外,通过修改目标函数,sVM也可以用来做回妇蓣测。

多元回归模型,在回归分析中,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变I,就称为多元回

归。事实上,一种现象常常是与多个因素相联系的,由多个自变△的最优组合共同来

预测或估计因变量,比只用一个自变置进行预测或估计更有效,更符合实际。

随机森林回归是一个包合多个决策树的分类器,并且其输出的类别是自个别树输

出 的 类 别 的 众 数 而 定 。这 个 方 法 则 是 结 合 Breimans的

"Bootstrapaggregating"想 法和 Ho的 Itrandom subspace method"以
建造决策

树的集合。

4/6



梯 度 上 升 回 归 树 。BDT(Gradi

fVlART(Mul犭ple Additive Regression

多棵决策谢绍腕,所有树的结论累加起来

被认为是泛化能力较强的算法。GBDT中
i

做回归预测,调整后也可以用于分类。

C≡’、价格趋势

表 簇

ient B。
。stIn0 Decisi。

n Tree)1又 口凹

Tree);是
一种迭代的决策树算法,该算法由

做最终答案。它在被提出之初就和sVM~起
的树是回归树 (不是分类树),GBDT用来

c
·

注:通过已有数据进行趋势整

四、河价结置及结里有效出

合计算 ,结果仅供参考。 .·

本次网络询价结果为:387,299元

本次网络询价绔粟肴效期至 : 2022年 o3月 22日

露、,声明

本次网络询价严格按照法律、司法解释规定进行,确保公平公正。本平台对参考
数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本次瘤络询价结果在市场情况无较大波动及房地产状况未有较大改禁时有效期为
一年

.f自

2o21年o3月 23日起至2o22年 o3月 22日止),者房地产市场有较大波动
珑超过一年或房地产状况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询价。     j~

本询价结果为依据标的物关键信息,结合京东大数据评估系统计算得出询价结
黑‘仅供参考9京东大数据询价平台不对询价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月伪
202o-】 0 202o-11 202o-12. 2021~0】 202】 ~()2黛价(完/平方米) 79132 7,o75 7,584

7,369

六、螭络询价平惫的聩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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