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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询价报告

q

l

-△

81\

京东大效据询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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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区人民法院 :

贵院在执行(2021)川 0116执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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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戈金融借扶合同纠纷一案中 ,·于

2o21年 03月 23曰委托我平台对 张林戈名下
`所

有的 青城山钦沙坪村一组开泉居B区

10栋1单元2楼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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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8平 方米

标的物单价 :6,928元/平方米

标的物总价 :433,5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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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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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区10栋 1单元2楼4号

城市名称 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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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区10栋 1单元2楼4号

房屋坐落
剖 腹 譬

都市都江虹市青城山痰沙坪村一组开泉居B区 10栋1单

62.58平方米

所在楼层 2

总楼层 3

朝 向 西日北

是否有毛梯 习民
r=:

户型 2室 1厅 1卫

产权证号 监证0420782
)

规划用途 33旅游

·
l/6



本次网络询价时间为:2021年 03月 23日

三、参照样本、计△方法及价格趋劣

(ˉ)、 参照样本

询价对象所在位置 :

1.立
·lt 众含百年青城山

九龙颐养中心

丝谙男蚤P°
碍      九龙社区村委会

青域山青           ||.请 娣曰
ˉ JI、 佑 o0                   ′△约 叨″口

中 国 】 城 一二 期          ~“ 冖 :     ∶·屮 国 田”l:从

i    ·Eˉ△F0口子

~F呷 量劣瑟△丰 心连心超市
审
案祟据

成

青滩
青羽

里愠杂 
∵··

rˉ
⋯·
      都江ir轩持民宿  箐l

in lFR刖 三L            ...__~^._—            ··Ⅱ

成郁雅升币艺  京痴汰闺序
中国青蹦

蜀秀青域‘二期  恿矍簿

乡村
个需隽髫洼  撒

^静
赈

蹦钅 F嘿罾
~鸿

铭苑

房

饔翮护 天府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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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o19年 8,709

青城水云间 公寓 2o16年 8,095

青城依山郡 普通住宅 未知 9,773

.青
城新村 普通住宅 2oo2年 3,433

臼每眼任鳞髁 .~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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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询价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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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价对象所在位王周边基础设施 :

医疗

娱 乐

注1参照样蒸根据房屋坐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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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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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周边基础设施信息为查询数据,仅供参考。

计△方法

, 本标的在进行询价计算时,参考了该位王月边的房产价格恬况进行价格计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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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上升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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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估价方法有市场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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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估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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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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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 通

教育
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基地,地址:四川省成都
ˉ
市都江堰市青城山路。

三溪村卫生站,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玉堂街道三溪社区村民委员会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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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泅 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青城山旅游区青城逸品。

9

生 活
公厕;地址:成都市都江垠市来陵集团职王疗养所附近;青城山味江陵园,地址:成

都市都江堰N18县道怀故亨附近。

文凤圃,地址:青城山风景区青城山路向阳坡居西50米;室点探案,地址:四川省成
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旅游区五里桃源对面。

t‘ /6



式:PI〓 Pi★ A· B士C·D;P〓 Σ(PF权重系数),式中:P●待估标的物估多价格】Pi一待估

标的物比准价格,Pl-可比交易实例价格,A-交易情况修正乔效 ,B一市场状况修正系

数,C-区域囚亲怪正系数,D-个别因素怪正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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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转化为价值得到估价对东价格的方法。收益法计△公式:V〓ar卜g)· I1。

】1+g)'(1+n1,式 中:V-标的物价格,a一标的物年纯收益,卜标的物报酬率,gˉ收益年

递增率,nˉ标的物有效使用年限。

决策树模型 (Decision Tree)是在已知各种1青况发生概率的基础上,通过构成

决策树来求取净现值的期蛰位大于等于吞的抵率,评价项目风险,判断其可行性的决

策分析方法,是直观运用报率分析的一种图解法。

sVM模型i支持向】机 (suppdrt Vector MachineI常 简称为 SVM,又名

支持向曰网络是在分类与回归分析中分析数据的监甘式学习性型与相关的学习算法。

给定一组111练实例,每个训练实例披标记为曰于两个类别中的一个或另一个,sVM 111

练算法创建一
个将新的实例分由经两个类别之一的模型,使其成为非概率二元线性分

类器。此外,通过修改目标函数j sVM也可以用来做回赠顼浏。

多元回归模型,在回归分析中,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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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的最优组合共同来

预测或估计因变玉,比只用一个自变n进行预瘌或估计更有效,更符合实际。

随机森林回归是一个包含多个决策树的分类器,并且其翰出的类别是由个别树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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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dom subspace method"以建造决策

树的集合。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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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上升回归树 GBDT(Gradient Boosting Decision Tree)又 叫

MART(Multiple Addtive Regression Tree),是 一种迭书的决策树算法 ,该算法由

多裸决策树组成,所有树的结论累加起来做最终笞案。它在被提出之初就和 sVMT起

被认为是泛化苗力较强的年法。GBD丫 中的树是回归树 (不是分类树),GBDT用来

做回归预测,调整后也可以用于分类。           ~·

注:通过已有数据进行趋势整合计算 ,结果仅供参考。

四、询价结果及结果有效如

本次网络询价结果为:433,560元

本次网络询价结果有效期至 :2022年0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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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网络询价结果在市场佰况无较大波动及房地产状况未有较大改变时有效期为

一年 (自 2021年 03月 23日起至2022年 03月 22日止),若房地产市场有较大波动

或超过一年或房地产状况发生变化j需重新进行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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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
,·
仅供参考,京东大数据询价平台不对询价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月份 2020-09 2020-10 2020-11 2020-12 2021-0】 2021-02

单价(元

`平
方米)

7,050 6,856 6,675 6,754 7,020 6,836

六、网络淘价平台的联系方式

5/6

(三)、 价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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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亦庄经济开发区科创十一街 18号院京东大厦

400-622-9586



阿里拍卖大数据询价平台

网络询价报告
(阿里拍卖网询2021032300227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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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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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林戈 (所有权人)名下/所有的 青城山镇沙坪村一组开泉居B区 10栋 1单元

2楼4号进行网络询价。现已完成网络询价,具体情况如下:

财产基本情况

房产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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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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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8 mi

单位面积价格:lO841.00元 /旷

财产参考总价:6781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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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参照样本、计算方法及价格趋劳

(一)价值调查

1、 询价对象同区嘲司法拍卖成交案例

暂无

青城山镇沙坪村一组开泉居B区 10栋1单元2楼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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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B区 10栋 1单元2楼4号

青城山镇沙坪村一组开泉居B区 10栋1单元2楼4号

62.58平方米

2室 l厅1卫

西北

2

3

33旅游



2、 询价对象所在小区市场成交突仞

暂无

3..询价对象所在城市、行政区及小区半年内的市场价格走劣

(二〉房产日边估况

1.n边F安详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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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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城山一 因曙

△i△ E

青放道蒜

逍

天国寺

成都东软学院 防

▲ 笔梁山

=士 ∶氵i 青城山房
付|珂馆阀饵。gⅡ1助Ⅱ”屠 0

注:数据源自南德地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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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原通与午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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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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铷和波动敏感系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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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只分祈和测算影响询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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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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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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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邴吼 taobao,c0皿

亳晕|月员
’
专线: 400-822-2870

烹‘家滚

要冢喀
Ⅱ

2021.年 03月 23日

案 上清自

青城出景区

0

|建
福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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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询价报告
中国工商银行融 e购电商平 台

网询号:30d778ab11e14ba5a5b37d5592f52d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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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维根等 (被执行

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案由)—
—案中,于 2021年 03月 23日 委托我平台对张林戈 (所有权人 )

名下/所有的青城山镇沙坪村一组开泉居B区 10栋 1单元2楼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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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8平方米                  .·

单位面积价格:7,772元/V                   ·

参考财产价格:486,372元                       1 
·

e1c8C
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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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产基本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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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及价格趋势

(一)个老样本

1.估价案爿i况
本矣例共采用了177个最新案例进行估价,估况如下

62.58M2财产名称
青城山钣沙坪村一组开泉居B

区10拣 l单元2楼4号 (房产)

坐 落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古城
山镇沙坪村一组开泉居B区 lo

拣1单元2楼4号

2室 l厅 1卫

所在小区
青城山镇沙坪村一组开泉居B

区10栋1单元2楼4号
建筑朝向 西北

所在楼层 规划用途 33旅游

全部楼层 3层

‘价最低单价 7,787.61元/r15.517.207o/△
2

最高单价

2.楼盘小区信息讶查

(=)计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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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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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估价模型标准》(standard on^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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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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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较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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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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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教法可表述为P=sPc+朋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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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D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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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估价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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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尸=∑夕·肛 C。 其中X是影响房价的特征变童,夕 是特征的回归系数,c为模型的截距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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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采用了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标准价调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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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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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各种方法淡年的结果综合分析比较,通过分析测算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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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形中标的物价值的备种因素,过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序,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和标注,将估价算法与大数据模型结合,在满足本次估价的全部假设和限制条件下,确定估价对象在2021年

o3月 23日 的参考价值为486,372元。有效时间12个月。

五、声明

本次网络l旬 价严格按照法、司法解释规定进行,确保公平公正。本平台对参考效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负
责.

六、网缡询价平台的联系方式

网址 地 址 联系方式

北京复兴门内大街55号 4009195588https://Ⅲ al1.1cbc.conL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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