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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鲁大地评报字（2019）第5号 

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接受丹东市国土资源局的委托，根据《中国矿业权

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

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对宽甸满族自

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了评定估算。本公司组成项目评估

小组，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进行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分析，对评

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2018年11月30日所表现的出让收益价值作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评估

情况及评估基准日时点的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历下区经十东路南侧、浆水泉路东侧卓越时代广场3-222 

法定代表人：董淑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27326073501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15号 

办公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海路219号华创观礼中心4号楼B座6楼602    

辽宁公司办公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辽宁出版集团三层 

（二）评估委托方 

名     称：丹东市国土资源局 

地     址：丹东市振兴区兴七路三号 

丹东市国土资源局是负责丹东市土地资源保护和开发的管理；负责矿产资源保护、

勘查和开发的管理。组织编制上报、实施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及

其他专项规划等的市政府组成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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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矿业权人概况 

采矿权人：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 

矿山名称：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2106247164397138（副本号：1-1）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兴东 

营业期限：自2000年07月26日至2020年07月27日 

经营范围：滑石、理石、开采加工。 

矿山地址： 红石镇雁脖子沟村 

住    所：宽甸镇北环东路20号 

（四）评估目的  

丹东市国土资源局拟有偿出让（采矿权延续、提高生产规模）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

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采矿权，为使出让的采矿权有一个公平合理的出让收益征收依

据，按照《财政部 国土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

〔2017〕35 号），需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为委托人确定该采矿权

出让收益提供公平、合理的参考意见。 

（五）评估对象和范围 

评估对象为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采矿权。 

本次评估范围根据丹东市国土资源局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证号：

C2106002009097120040336）载明的矿区范围，矿山名称：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

限公司理石二矿；开采矿种：建筑用大理岩；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0.50

万立方米/年（拟提高到1.50万立方米/年）；由4个拐点组成，矿区面积为0.1335平方公

里，开采标高为245米至200米，有效期限为2016年9月30日—2017年1月31日。拐点坐标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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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拐点编号 X Y 

1    

2    

3    

4    

该矿的矿区范围示意图如下： 

 

 

 

 

 

 

 

 

 

 

根据《辽宁省宽甸县红石镇雁脖子沟村理石矿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及备案证明

（丹国土资储备字[2018]019号），截止2018年4月30日，矿区范围内保有理石矿资源储

量（333）48.284千立方米。 

（六）评估基准日  

根据与委托方协商，为使评估基准日尽可能接近采矿权出让日期，本项目评估基准

日确定为2018年11月30日。评估报告书中所采用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该基准日客观有效

的价格标准。 

（七）评估依据 

7.1 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96年8月29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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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国务院1994 年第152 号令）； 

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1998年第241号令）； 

4.《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2000]309号文）； 

5.《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 号)； 

6.《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 

7.《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02）； 

8.《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2006年修订）； 

9.《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10.《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土资源部公告2006年第18号）； 

11.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12. 《矿业权评估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CMV20000-2007）； 

13. 《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深化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建[2006]694号）； 

14. 《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深化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补

充通知》（财建[2008]22号）； 

15．《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29号）； 

16. 《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准取消后有关工作的通知》（国

土资规〔2017〕5 号）； 

17. 《财政部 国土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

综〔2017〕35 号）； 

18.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2017 年第3 号发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

指南（试行）》； 

19. 《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价款评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辽国土资规[2017]2

号）； 

20. 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储量处《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准取消后有关工作的

通知》（2017年6月12日）； 

21. 《关于印发辽宁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辽国土资规〔2018〕

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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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 

7.2 经济行为依据 

1.丹东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委托书》（[2018]32号）； 

7.3 矿业权权属依据 

1. 采矿许可证副本（证号：C2106002009097120040336）； 

7.4 评估参数选取依据 

1. 营业执照副本； 

2. 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承诺函； 

3. 宽甸满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采矿权无争议证明》； 

4. 《<辽宁省宽甸县红石镇雁脖子沟村理石矿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备案证

明》（丹国土资储备字[2018]019号）； 

5. 《辽宁省宽甸县红石镇雁脖子沟村理石矿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6. 《<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建筑用大理岩）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方案>审查意见书》（丹国土信字 [2018]K035号）； 

7. 《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建筑用大理岩）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方案》； 

8.《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矿山储量年度检测报告（2017年

度）》； 

9.《宽甸满族自治县乾予矿业有限公司凯生绿泥石矿等158家矿山储量年度报告

（2017）审查验收备案证明》（丹国土资年储备字[2018]001号）； 

10. 评估人员收集到的其他资料。 

（八）评估原则 

本项目评估遵循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及专业性等一般评估原则之外，根据采矿

权的特性，又遵循如下原则： 

1.预期收益原则； 

2.替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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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效用原则； 

4.贡献原则； 

5.矿业权与矿产资源相互依存的原则； 

6.尊重地质规律及资源经济规律的原则； 

7.遵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范的原则。 

（九）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1.  矿区位置及交通 

矿区位于宽甸县城117°方向，直距25km 处。矿区行政区划属红石镇雁脖子沟村管

辖。矿区至宽甸县城有县、乡级公路与宽沙线、丹集线公路相通，运输距离40km，交通

运输条件方便。 

矿区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  ′  ″；北纬：  °  ′  ″。  

2. 矿区自然地理及经济概况 

矿区位于辽宁省东部低山区，海拔标高470～230 米，相对高差240 米，地形坡度

较陡，植被繁茂，属中浅切割区，该区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四季分明，冬冷夏

热，年最高气温32℃，最低气温－28℃，平均气温6.7℃，年平均霜冻期150 天，冻土

层1.3m；年平均降雨量1150 毫米，蒸发量1100 毫米，雨量多集中在7—8 月份，时有

大（暴）雨发生，届时需预防洪水等地质灾害。矿区西部0.2km处为山涧小溪，常年流

水，自然地理条件较好。 

该区以农业经济为主，主要农作物有玉米、大豆、高粱、谷子等。副业有养殖业，

主要养鱼及种植药材，矿产资源丰富，主要矿产有硼、铁、铜、理石等。人均收入6000 

元。区内水力、电力资源及劳动力资源充足。 

3. 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1967 年—1975 年，辽宁省地质局区调队曾对该区调查，对该区地层及其层序进行

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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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划分。 

1990 年—1992 年，辽宁地质局地质研究所对包括该区在内的矿产分布进行了地质

调查，编制了宽甸矿产资源分布图。 

1990 年，宽甸满族自治县矿山管理所对该矿进行矿点检查，编制了矿山开采规划

方案。 

2000 年 9 月，宽甸满族自治县矿产资源开发服务中心对该矿进行矿产资源储量简

测工作，编制了《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产资源储量检测报告》。 

2013 年 8 月，辽宁省第七地质大队对其进行了动态检测工作，编写了《辽宁省宽

甸县红石镇雁脖子沟村理石矿矿山储量年度报告》。求得界内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333）21.959Km
3
。丹国土资年储备字[2014]001 号文予以备案。 

2014 年 8 月，辽宁省第七地质大队对其进行了动态检测工作，编写了《宽甸满族

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矿山储量年度报告》。求得界内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

量（333）21.959Km
3
。丹国土资年储备字[2015]001 号文予以备案。 

2015 年 9 月，岫岩满族自治县华玉源地质勘查有限公司对其进行了动态检测工

作，编写了《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矿山储量年度报告》。求得界

内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21.959Km
3
。丹国土资年储备字[2016]001 号文予以备

案。 

2016 年 9 月，岫岩满族自治县华玉源地质勘查有限公司对其进行了动态检测工

作，编写了《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矿山储量年度报告》。求得界

内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21.959Km
3
。丹国土资年储备字[2017]001 号文予以备

案。 

2017 年 9 月，辽宁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对其进行了动态检测工作，编写了《宽

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矿山储量年度报告》。求得界内推断的内蕴经

济资源量（333）21.959Km
3
。丹国土资年储备字[2018]001 号文予以备案。 

2018 年 6 月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对该矿进行储量核实工作，提交了

《辽宁省宽甸县红石镇雁脖子沟村理石矿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并由丹东市国土资

源局进行备案，文号：丹国土资储备字[2018]019 号，截止 2018 年 4 月 30 日，矿区范

围内保有理石矿资源储量（333）48.284 千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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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区域地质概况 

矿区大地构造位置为中朝准地台、胶辽台隆、营口－宽甸台拱、凤城凸起东部，次

一级构造为华北地台北缘辽东台背斜虎皮峪～红石砬子复背斜东段南翼。 

5. 矿床地质概况 

5.1  地层 

矿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下元古界辽河群大石桥组变质岩系。其岩石组合主要为透

闪透辉岩、白云质大理岩、蛇纹石化大理岩、黑云母片麻岩、黑云变粒岩、斜长角闪岩。

理石矿赋存于白云质大理岩中，蛇纹岩即为理石矿。矿体与直接围岩-蛇纹石化白云质

大理岩之间的界限呈渐变关系，蛇纹石化大理岩倾向北东，倾角 70°-75°。 

透闪透辉岩：灰—灰白色，中粒变晶结构，块状构造，矿物成分为透闪石、透辉石、

石英，白云石组成。 

白云石大理岩：灰白色，中粒变晶结构，块状构造，矿物成分以白云石为主，含量

大于 90％。 

蛇纹石化大理岩：灰白—灰绿色，中粒变晶结构，块状构造，矿物成分为白云石、

蛇纹石、方解石等。主要矿物成分：白云石含量大于 70％，蛇纹石含量 15-20%。 

5.2  构造 

矿区内断裂构造不发育，主要以褶皱构造为主，从矿区范围来看，辽河群大石桥大

理岩为一单斜岩层，倾向北东，倾角 65°-70°。 

5.3  岩浆岩 

区内岩浆岩不发育。 

6. 矿体特征及矿石质量 

6．1 矿体特征 

区内蛇纹石化大理岩（理石矿）矿体赋存于辽河群大石桥组蛇纹石化白云质大理岩

中，已圈定 2 条矿体。 

1）Ⅰ理石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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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位于矿区 0-25～4 号勘探线之间，矿体赋存标高 200m～228m。由 CK1、TC2、

TC4 控制。矿体呈似层状产出，矿体倾向 26°，倾角 70°。矿体走向控制长度 282m；

控制延深 25m，矿体平均水平厚度 8.24m ，无夹石，矿体产状特征稳定，延长、延深特

征明显。 

2）Ⅱ理石矿体 

为本次勘查新发现理石矿体，位于矿区北部，由探槽 TC0、TC2-1、TC4-1 控制，

Ⅱ理石矿体为本次储量核实工作新发现矿体，矿体赋存标高 216m～245m。倾向北东

20°，倾角 55-65°，矿体呈似层状产出，控制走向延长约 250m，其中界内 152m，控

制延深 25m，矿体平均水平厚度 5.62m，无夹石。矿体产状特征比较稳定，具明显延长、

延深特征。 

6.2  矿石质量 

1） 矿石矿物组成 

Ⅰ理石矿体矿石黄～浅绿色，油脂光泽。呈纤维粒状变晶结构，块状构造。 

镜下观察，矿石矿物主要有蛇纹石、白云石及少量不透明矿物，显微细鳞片变晶结

构，块状构造，岩石主要由蛇纹石、白云石和少量的不透明矿物构成的，蛇纹石多数为

显微细鳞片状集合体分布，少数为鳞片状，呈波状消光，白云石为网脉状不均匀分布。

蛇纹石含量 93%，白云石含量 7%，岩石定名为（蛇纹石岩）。 

Ⅱ理石矿体矿石黄白—淡黄色，油脂光泽。呈纤维粒状变晶结构，块状构造。镜下

观察，矿石矿物主要有蛇纹石、白云石及少量不透明矿物，蛇纹石多数为显微细鳞片状

或鳞片状集合体分布，有的蛇纹石集合体呈波状消光，白云石粒状、纤维状集合体或网

脉状不均匀分布蛇纹石含量 55%，白云石含量 45%，岩石定名为（白云石蛇纹岩）。 

矿石颜色稍差，但在目前资源逐渐减少、市场需求旺盛形式下，该类型矿石可以被

人造板材行业利用。 

2） 矿石物理性质 

经对 2 条理石矿体物理性能测试，Ⅰ理石矿体其抗压强度 26.98—29.68MPa，平均

28.33 MPa ，抗拉强度 1.13—1.28 MPa ，平均 1.21 MPa ；Ⅱ理石矿体 30.15 MPa ，

抗拉强度 1.31Mpa。 

3） 矿石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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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理石矿矿石化验结果： CaO （ 0.33 ％ ～ 0.34 ％ ）； MgO（44.93％～

45.54％）；SiO2（32.79％～35.42％）； 

Ⅱ理石矿体矿石化验结果：CaO（0.28％～0.38％）；MgO（41.56％～41.92％）；SiO2

（31.44％～32.59％）。 

6.2.3  矿石风（氧）化特征 

2 条理石矿矿体均为原生矿体，抗风化性较强，地表风化层＜0.5m，矿石质地较均

匀，性脆。 

6.2.4  矿石类型及品级 

矿石自然类型：黄白—淡黄—浅绿色蛇纹石化大理岩。 

矿石工业类型：矿石的主要用途为建筑用人造水磨石的理石石米。对矿石荒料率等

无要求，因此判断依据主要为理石颜色基调，以浅黄绿为主，本次划分为 1 个品种：

从黄白—淡黄—浅绿色的蛇纹石化大理岩，均可以定义为理石矿 

6.3  矿体围岩和夹石 

矿体顶底板岩石均为蛇纹石化白云石大理岩，区内矿石矿化均匀，Ⅰ理石矿体与围

岩界线较明显，Ⅱ理石矿体与围岩界线呈渐变过度，矿体内均无夹石。 

6.4  矿床成因 

据资料，辽吉裂谷海槽在 2000Ma 演化时期，伴有大量的中酸性火山岩喷发，在地

壳表层形成火山～沉积断陷盆地。此后在海底火山喷发过程中带来大量镁、铁等物质沉

积于该盆地，在一定的物理化学条件下沉积形成碳酸盐岩建造，后经长期区域变质作用，

白云石大理岩矿体赋存在区域变质岩中，原岩经受一定程度热变质作用、交代作用，并

伴随强烈蛇纹石化作用所形成的，矿石具有交代结构特征，矿体完全赋存在蛇纹石化白

云石大理岩中，呈吻合产出，矿体一般为似层状、透镜状。 

因此确定矿床成因类型为沉积变质型。 

6.5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该矿山的工艺流程为：凿岩爆破形成的大块石经过人工手选后，经过破碎机粉碎成

成品不同规格碎石米（3-5mm、6-8mm、8-15mm、15-20mm），大部分销售至江浙、福建等

南方省份作人工水磨石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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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开采技术条件 

7.1  水文地质条件 

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为200m，Ⅰ理石矿体矿界内赋存标高为200—228m；Ⅱ理

石矿体赋存标高为216m～245m，矿体均位于最低侵蚀基准面以上。 

根据区内地层岩性、构造、地貌及地下水的赋存条件和分布规律，将本区地下水类

型划分为第四系孔隙潜水、基岩裂隙水及可能存在的岩溶裂隙水。 

大气降水是区内地下水主要补给源，可直接补给地表采坑和地下采场，是矿床主要

充水来源和影响因素。 

基岩风化裂隙潜水含水层，多分布于矿体顶底板，分布较广，但水量较少，对矿床

充水和矿坑涌水有一定影响。 

矿区附近无较大地表水体，矿区西部沟谷有季节性水流，平时干涸，丰水期形成地

表水流，为暴涨急消的水流。 

矿区内沟谷两侧被黄土覆盖，其隔水性较好，大气降水除部分吸收外，大部分形成

地表洪流、面流迅速向低洼处排泄，对地下水补给意义不大。 

区内地下水和地表水径流方向基本上由东南流向北西，最终流入鸭绿江。 

综上，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为简单。 

7.2  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内地表上部为第四系粉质粘土、粘土（局部夹砾石），区内主要出露元古界辽

河群大石桥组变质岩系，矿体为蛇纹石（理石），矿体围岩为蛇纹石化白云石大理岩，

岩石呈致密块状，厚层构造，节理裂隙不发育，抗风化能力强，稳固性较好，岩石工程

分级为Ⅲa（普氏岩石坚固性系数ｆ＝10），抗压强度105—109MPa，抗拉强度7—20Mpa，

属坚固或较坚固岩石。矿体为白云石大理岩经蛇纹石化后形成，其抗压、抗拉性能均强

于白云石大理岩。在开采过程中对岩石稳固性较差地段进行支护，即可确保生产安全。 

矿区地形地貌条件简单，地形有利于自然排水，地层岩性较简单，地质构造不发育，

风化作用中等，地层中无软弱夹层影响岩体稳定，未发生矿山工程地质问题。 

矿山属于开采多年的矿山，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开采，早期为露天开采，现在为地下

开采，调查看，在露天采区周边并未采取护栏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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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矿区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程度为简单。 

7.3  环境地质条件 

根据国家地震局出版的第四代1/400万《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地震动反应谱特

征周期区划图》，该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05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Tg）0.35s，

四代图地震裂度分区为Ⅵ度，不属于地震多发区。 

根据区域地质资料，矿区所在地新构造运动相对较弱，区域地壳稳定性较好。 

矿区地形较平缓，属浅切割区。附近居民较少，区内植被繁茂，不易产生滑坡、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 

矿山生产对空气污染主要是粉尘，因此，井下开采应采用湿式凿岩，经常喷水降尘，

保证人身健康。 

综上，环境地质条件复杂程度为简单。 

7.4  开采技术条件小结  

综上所述，矿区水文地质条件为简单类型，工程地质条件为简单型，环境地质条件

属简单型。因此确定该矿床为开采技术条件简单的矿床，综合判定为Ⅰ类型。 

8.  矿山开发利用情况 

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该矿由原露天开采现转入地下开采，

平硐、斜井与盲竖井联合开拓，浅孔留矿法采矿，开采矿种为建筑用大理石，采矿证核

定年生产规模为0.5 万立方米（拟提高生产规模1.50万m
3
/年），多年来间断采（探），

生产能力不稳定。经多年采（探），现已经形成较大的地表露天采坑（CK1）及斜井（XJ1）

与盲竖井（MJ1）。 

2015 年至今，由于矿山本身各种原因无法继续开采，一直停产。 

9.  以往评估史 

9.1  采矿权历史沿革 

2012 年 8 月 10 日，证号：C2106002009097120040336，采矿权人：宽甸满族自治

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名称：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经济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建筑用大理岩，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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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立方米/年，面积：0.1335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245 米至 200 米，有效期限：2012

年 8 月 10 日至 2013 年 8 月 10 日（1年）。 

2013 年 10 月 8 日，证号：C2106002009097120040336，采矿权人：宽甸满族自治

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名称：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经济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建筑用大理岩，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0.50

万立方米/年，面积：0.1335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245 米至 200 米，有效期限：2013

年 8 月 11 日至 2014 年 5 月 11 日（9个月）。 

2014 年 6 月 12 日，证号：C2106002009097120040336，采矿权人：宽甸满族自治

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名称：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经济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建筑用大理岩，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0.50

万立方米/年，面积：0.1335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245 米至 200 米，有效期限：2014

年 5 月 12 日至 2014 年 12 月 12 日（7个月）。 

2015 年 2 月 5 日，证号：C2106002009097120040336，采矿权人：宽甸满族自治县

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名称：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经济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建筑用大理岩，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0.50 万

立方米/年，面积：0.1335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245 米至 200 米，有效期限：2014 年

12 月 13 日至 2015 年 8 月 13 日（8个月）。 

2015 年 12 月 3 日，证号：C2106002009097120040336，采矿权人：宽甸满族自治

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名称：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经济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建筑用大理岩，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0.50

万立方米/年，面积：0.1335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245 米至 200 米，有效期限：2015

年 8 月 13 日至 2016 年 5 月 13 日（9个月）。 

2016 年 6 月 24 日，证号：C2106002009097120040336，采矿权人：宽甸满族自治

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名称：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经济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建筑用大理岩，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0.50

万立方米/年，面积：0.1335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245 米至 200 米，有效期限：2016

年 5 月 13 日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4个月）。 

2016 年 10 月 31 日，证号：C2106002009097120040336，采矿权人：宽甸满族自治

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名称：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经济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建筑用大理岩，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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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立方米/年，面积：0.1335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245 米至 200 米，有效期限：2016

年 9 月 30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4个月）。 

9.2  以往评估史 

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正式提交《宽甸满族自治县兴

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鲁大地评报字[2011]第 63 号），具体情

况如下： 

评估机构：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委托人：丹东市国土资源局（2011 年 4 月 7 日）； 

评估对象：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采矿权； 

评估基准日：2011 年 4 月 30 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评估范围：由 4 个拐点圈定，开采深度 245 米至 200 米标高，评估区面积 0.1335

平方公里；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0.50 万立方米/年；  

评估结论：评估年限为 3年，评估结论为人民币 15.33 万元（含追缴）； 

备案日期：2011 年 7 月 22 日； 

备案文号:丹国土资采矿评备字[2011]第 26 号； 

根据收集到的《采矿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丹国土资采矿评备字[2011]第 26 号）、

2012 年 3 月 1 日《非税收一般缴款书（收据）4》采矿权价款人民币 14.1036 万元，评

估费为人民币 1.2264 万元（未能提供，出具说明），依据《采矿权有偿出让合同》，上

次评估年限内的采矿权价款已经处置，对应的《采矿许可证》已颁发。 

（十）评估实施过程 

根据《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11000-2008）》的要求，我公司组织评估人员，

对委托评估的矿业权实施如下评估程序： 

1.接受委托阶段：2018年12月13日，丹东市国土资源局选中我公司承担评估工作，

并于2018年12月13日给我司出具《委托书》。我司组成评估小组并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

项、编制评估计划。评估小组成员包括：房刚、乔松、沈秉龙等。 

2. 尽职调查阶段：2018年12月20日接收到基础资料，评估小组拟定评估思路，制

定评估方案，确定评估方法，归纳整理所收集的资料、图件，对有疑问的数据和材料进

行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发现评估基础资料不符合评估要求，与矿方联系人沟通，对基

础资料进行修改。2019年1月7日，评估小组成员房刚、沈秉龙在该矿负责人王兴东、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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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等的陪同下进行现场调研，并收集当地市场情况和市场价格，收集、整理有关资料、

图件。 

3. 评定估算阶段：2019 年 1 月 8 日-2019 年 1 月 14 日，评估人员认真研究收集到

的资料和图件，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及矿山数据进行录入和整理，合理选择评估参数，按

既定的评估方法进行具体的评定估算，撰写评估报告书初稿，并按照公司报告质量管理

制度进行三级审核，并根据审核意见修正、完善评估报告。 

4. 出具报告阶段：2019 年 1 月 15 日，根据评估工作情况，打印、签字、盖章、

装订，提交正式的评估报告。 

（十一）尽职调查 

2019 年 1 月 7 日，评估小组成员房刚、沈秉龙在矿山负责人王兴东、孙刚等的陪

同下进行现场调研，核实该矿实际生产经营情况。 

据矿山负责人介绍，矿山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截止 2017 年 1 月 31 日，矿山转为地下

开采一直未生产，矿山开采矿种为建筑用大理岩，蛇纹石化较一般，采出的矿石基本只

能作为碎石的加工原料卖给当地客户，加工成理石米，因矿石的颜色偏黑较多，黄-浅

绿较少，导致销售比较困难。矿山有两处原露天采坑（局部塌陷坑道也在内），露天采

坑周边围岩夹杂矿石混合堆积，基础设施不完善，现场未发现与采矿有关的机器设备。

三处厂房荒废，两处已经没有屋顶且杂草丛生，较完整的一处外形完整但玻璃碎裂，矿

界范围周边有 3户居民活动，权属无争议，交通条件较便利。宽甸满族自治县国土资源

局出具的《采矿权延续限期补正通知书》也未涉及到矿山开采事宜，目前矿山处于停采

状态。  

该矿设计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生产规模由 0.50 万立方米/年提高至 1.50 万立方

米/年。  

  

矿山采坑及矿体                      矿山荒废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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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原剥离毛石                矿山负责人(左)及评估师(右) 

（十二）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适用于采矿权出让收益的评估方法

有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法、收入权益法、折现现金流量法。目前未收集到

可类比的案例，无法采用交易案例比较法；辽宁省国土资源厅虽正式发布了《关于印发

辽宁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辽国土资规〔2018〕2 号），但无法确定可

比因素调整系数，故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也不可采用。 

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采矿权储量规模为小型、生产规模属于

小型矿山，同时矿山无法提供完整的财务资料，不具备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等其他收益

途径评估方法的条件。鉴于以上因素和该采矿权的具体特点，故评估人员确定本项目评

估方法采用收入权益法。 

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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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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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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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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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 —采矿权评估价值； 

SIt—年销售收入； 

K —采矿权权益系数； 

i  —折现率； 

t  —年序号（t=1,2,3, ……n）； 

n —评估计算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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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评估参数的确定 

1．评估参数选取依据 

按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主

要技术经济技术指标、财务指标及有关评估参数选取根据委托方所提供的《辽宁省宽甸

县红石镇雁脖子沟村理石矿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下称《储量核实报告》）、《<辽宁

省宽甸县红石镇雁脖子沟村理石矿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备案证明》（丹国土资储

备字[2018]019号）（下称《评审备案证明》）、《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

二矿（建筑用大理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下称《开发利用方案》）、《<宽甸满族

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建筑用大理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意见

书》（丹国土信字 [2018]K035号）、《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矿山储

量年度检测报告（2017年度）》（下称《储量年度报告》）、《宽甸满族自治县乾予矿业有

限公司凯生绿泥石矿等158家矿山储量年度报告（2017）审查验收备案证明》（丹国土资

年储备字[2018]001号）（下称《验收备案证明》）和评估人员掌握的相关资料确定。 

2．评估所依据资料评述 

2.1《储量核实报告》评述 

《储量核实报告》是由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编制。 

该报告提交资源储量范围在采矿许可证的矿区范围内。此次资源储量核实工作基本

查清了矿区内矿体赋存特征、开采技术条件、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为进一步勘查

和开发提供了基础地质资料。 

根据矿体赋存特点，参照相关地质规范，采用地质块段法估算资源量。储量估算工

业指标、估算方法符合有关规范要求。《储量核实报告》已由丹东市国土资源局评审备

案，备案文号：丹国土资储备字[2018]019号。 

综合以上分析认为《储量核实报告》可以作为本次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的依据。 

2.2《储量年度报告》评述 

2017年度报告由辽宁省第七地质大队编制。 

该矿年度报告对矿山的动态进行了监测，该年度的动用资源储量为0万立方米。该

年度报告的储量估算工业指标、估算方法符合有关规范要求，并进行了验收备案，备案

文号：丹国土资年储备字[2018]0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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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分析认为《储量年度报告》可以作为本次采矿权评估的依据。 

2.3《开发利用方案》评述 

《开发利用方案》是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编制。根据《辽

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辽宁省省直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的通知》（辽政办

发[2015]121号），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也可委托有关机构

编制，故对资质不再做要求。 

《开发利用方案》根据矿床赋存条件，确定了矿产资源的设计利用储量和开采储量，

确定矿山为地下开采，确定了矿体的开采方法和生产规模；对开采技术参数指标进行了

设计。 

经类比，该矿《开发利用方案》编制内容较完整、方法基本合理、参数选择适中，

基本满足《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相关参数取值的要求，同时该《开发利用

方案》设计范围与矿区范围及资源储量计算范围一致，故可作为本次出让收益评估技术

指标选取依据。 

（十四）主要技术参数选取和计算 

1. 保有资源储量 

本项目评估所用的矿产资源储量依据为《储量核实报告》，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

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保有资源储量参数选取及结果如下： 

1.1 资源储量估算的工业指标 

参照DZ/T 0291-2015《饰面石材矿产地质勘查规范》中相关指标要求。工业指标要

求按照加工石米装饰性能及实际,结合矿石标准样、基本样进行对比，确定本矿床的工

业指标如下： 

1）矿石质量要求 

(1)颜色为黄白—淡黄—浅绿色蛇纹石化大理岩均为理石矿体。 

(2)荒料规格、抗压强度等物理性能不做要求。 

2）开采技术条件 

（1）矿石可采厚度3 米。 

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 18 



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2）夹石剔除厚度2 米。 

（3）开采标高（以矿证为准）245m—200m。 

1.2 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及对象 

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为采矿许可证范围，评估对象为矿区范围内的Ⅰ、Ⅱ条建筑用大

理岩，资源储量估算赋存标高200m～245m，赋存深度0m～25m。 

1.3 资源储量估算方法 

根据两条矿体均属急倾斜（倾角 55°—70°），矿体厚度、矿石质量变化较小，控

矿工程均布置在勘查线上，故采用地质块段法在矿体垂直纵投影图上估算矿体储量。 

1.4  资源储量估算结果 

依据《储量核实报告》及《评审备案证明》，截止 2018 年 4 月末，矿区范围内保有

理石矿资源储量Ⅰ+Ⅱ矿体（333）类型 48.284 千立方米，核 4.83 万立方米。其中Ⅰ

号理石矿体 29.956 千立方米，Ⅱ号理石矿体 18.328 千立方米。 

2. 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2.1 储量核实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动用资源储量 

矿山为生产矿山，储量核实基准日（2018 年 4 月 30 日）至评估基准日（2018 年

11 月 30 日）时长为 7个月。若自储量核实基准日至本次评估基准日期间矿山有资源储

量动用，动用资源储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动用资源储量=采出矿石量÷采矿回采率 

因矿山《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截止 2017 年 1 月 31 日，之后未能获取延续。根据宽

甸满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采矿权延续限期补正通知书》，也未明确矿山继续生

产，动用资源储量为 0 万立方米。2018 年 4 月 30 日至评估基准日（2018 年 11 月 30

日）7个月矿山动用资源储量为 0万立方米。 

2.2 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 

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储量核实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储量核实基准日至评估

基准日的动用资源储量 

                       =4.83-0=4.83 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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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为 4.83 万立方米。 

3.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有关资源储量的规定：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可参考（预）可行性研究、矿山设计、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或设计规范等取值。 

由于《开发利用方案》对《储量核实报告》中提交的（333）资源量全部予以利用，

未采用可信度系数进行调整，所以本次评估对（333）资源量也全部予以利用。 

按上述原则，本次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4.83万立方米。 

4. 开拓方式与采矿方法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体采用地下开采，平硐开拓，采用浅孔留矿采矿方法。 

5. 产品方案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该矿最终产品为理石米。 

6. 开采技术指标 

6.1 设计损失量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损失量为0万立方米。本次评估予以采用。   

6.2 采矿回采率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采矿回采率为 85%。本次评估予以采用。 

6.3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出让收益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有关矿产资源储量的规定（计算过程详见附表二）：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4.83-0）×85%≈4.11万立方米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为4.11万立方米。 

6.4 生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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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设计生产规模为1.50万立方米/年。故本次评估确定矿

山生产规模为1.50万立方米/年。 

6.5 矿山合理服务年限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矿山合理服务年限根据下列公

式计算： 

                  T= Q/A 

式中：T—矿山合理服务年限； 

                    Q—可采储量； 

A—矿山生产规模； 

T=4.11/1.50≈2.74（年） 

该矿山评估计算合理服务年限为 2.74 年，即 2年 9个月。 

6.6 评估计算年限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采矿权价款（现称出让收益）确定评估计

算服务年限的基本原则是：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已确定采矿权出让有效期的，评估计算的

服务年限为已确定的有效期；未明确采矿权出让期限的，矿山服务年限不超过30年的，

将矿山服务年限作为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矿山服务年限长于30年的，评估计算的服务

年限确定为30年，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计算单位资源储量价值时，矿山服

务年限超过30年的，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按30年计算。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29号）

的要求：矿业权出让收益在出让时一次性确定，以货币资金方式支付，可以分期缴纳。 

根据丹东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委托书》（[2018]32号）的要求，评估年限不超过5

年。 

因此，依据上述文件本次评估年限为2年9个月（2018年12月～2021年8月）。 

7. 产品价格及销售收入 

7.1 计算公式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的有关规定，

以矿产品计价的销售收入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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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收入=矿产品产量×矿产品价格 

7.2产品产量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编制单位提供的情况说明，评估采用的矿产品为理石米，松

散系数1.30，其产品产量即为前面已确定的生产规模,1.50万立方米/年与松散系数的乘

积，为1.95万立方米/年。 

7.3  产品价格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产品销售价格

应根据产品类型、产品质量和销售条件确定，一般采用当地平均销售价格。对本次评估

的矿山，可以采用评估基准日近一年价格的平均值。 

本次评估取评估基准日近一年价格平均值。该矿矿石建筑用大理岩只能做碎石（理

石米），根据当地市场行情，实际销售状况进行的市场询价，该地区理石米（或碎石米）

销售价格波动不大，建筑用大理岩碎石（理石米或碎石米）为 200.00 元/立方米左右，

该矿矿石为建筑用大理岩，产品加工成的理石米（或碎石米），产品加工艺简单，综合

考虑上述原因，本次评估确定矿产品不含税价格为 200.00 元/立方米。 

7.4 销售收入 

销售收入=1.95 万立方米/年×200.00 元/立方米=390.00（万元/年） 

8．折现率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折现率按国土资源部的相关规定直接选取。 

依据国土资源部公告2006年第18号《关于〈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

的公告》，折现率取值范围为8%～10%。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8%。 

故本项目评估折现率比照以上规定取8%。 

（十五）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建筑材料矿产为原矿采

矿权权益系数取值范围为3.5%～4.5%。鉴于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理石二矿

为地下开采方式，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件简单、环境地质条件简单，矿体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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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深度等因素综合考虑，本次评估采矿权权益系数取3.8%。 

（十六）评估假设 

本评估报告所称评估价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基本假设而提出

的公允价值意见： 

1. 采矿权评估依据的《储量核实报告》及相关报告能客观反映矿区内资源储量的

禀赋条件，在评估范围内提交并经评审的矿产资源储量是客观的、可信的； 

2. 评估对象地质勘查工作程度及其内外部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3. 以产销均衡原则及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原则确定评估用技术经济参数； 

4. 所遵循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所遵循的有关

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开发技术和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5. 以开发利用方案设定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开发技术水平以及市

场供需水平为基准且持续经营； 

6.在未来矿山开发收益期内有关经济参数等因素在预测期内无重大变化； 

7.不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等他项权利或其他产权的任何限制因素以及特

殊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 

8.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十七）以市场基准价计算采矿权出让收益 

根据辽宁省国土资源厅于2018年5月30日正式发布《关于印发辽宁省矿业权出让收

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辽国土资规〔2018〕2号），《辽宁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说明：金属（铁、锰）、非金属及其他矿产采矿权出让收益=拟动用可采储量×基准价格。

计算公式： 

z可 jPQP ×=  

式中：P——采矿权出让收益基准价值； 

      可Q ——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jzP ——金属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格； 

1）根据（十四）主要技术参数选取和计算中的6.3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该采矿权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为4.11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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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关于印发辽宁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辽国土资规〔2018〕

2号）中附表1 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序号41 大理岩-理石米价格为5.00元/立方

米.矿石。 

根据以上参数代入公式计算采矿权出让收益基准价值，计算如下： 

jzPQP ×= 可 =4.11×5.00=20.55（万元） 

经计算，该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值为20.55万元，大写人民币贰拾万零伍仟

伍佰元整。 

按基准价追缴临时延续期采矿权出让收益为6.80万元（=1.36×5.00）大写人民币

陆万捌仟元整。 

（十八）评估结论 

1.采矿权评估基准日及评估年限内评估值 

评估人员在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和方

法，选用合理的评估参数，经过认真评定估算，确定“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

司理石二矿采矿权” 在评估基准日2018年11月30日及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

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1P ）为35.35万元，大写人民币叁拾伍万叁仟伍佰元整。 

2.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根据《财政部 国土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

〔2017〕35 号），对于无偿占有属于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的探矿权和无偿取得的采矿权，

应缴纳价款但尚未缴纳的，按协议出让方式征收矿业权出让收益。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收入权益法

评估时，矿业权出让收益应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kQ
Q

P
P ××=

1

1  

式中：P——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P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Q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资源量； 

      Q——全部评估利用资源量，含预测的资源量（334）？； 

      K——地质风险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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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中的定义，矿业权范围内资源储量

均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量），其中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不做可信度

系数调整。计算公式如下：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参与评估计算的基础储量+参与评估计算的资源储量） 

=储量核实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储量核实基准日至评估基准

日的动用资源储量 

                  =4.83-0=4.83（万立方米） 

经计算，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Q1为4.83万立方米。 

经分析，P1=35.35万元；本次评估范围内不含（334）？资源量，故k=1；评估年限

内“评估利用资源量Q1”与“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Q”相等，均为4.83万立方米。将

上述参数代入公式： 

P=P1/Q1×Q×k 

=35.35/4.83×4.83×1 

                      =35.35（万元） 

3.追缴采矿权出让收益 

该矿《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截止2017年1月31日，上次评估年限3年，颁发《采矿许

可证》有效期限自2011年5月15日至2014年5月11日，随后自2014年5月12日起，经多次

延续至2017年1月31日。因此需要追缴2014年5月12日至2017年1月31日共2年8个月20天

的采矿权出让收益。根据《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并结合本次采用的《开发利用

方案》对应的参数（采矿回采率85%），追缴采矿权出让收益所对应的可采储量为1.36

万立方米。 

追缴2014年5月12日至2017年1月31日共2年8个月20天的采矿权出让收益本金为

11.72万元，延期缴纳的天数自上次有偿延续结束之日（2014年5月11日）的次日（2014

年5月12日）至本次评估基准日（2018年11月30日），共4年6个月20天，距本次评估基准

日最近一期中国人民银行三至五年期贷款利率为4.75%，一年按360天计算，日利率为

0.01319%，即资金占用费为2.57万元。 

追缴采矿权出让收益合计为14.29万元，大写人民币壹拾肆万贰仟玖佰元整。 

4.评估结论 

评估人员在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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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选用合理的评估参数，经过认真评定估算，确定宽甸满族自治县兴东矿业有限公司

理石二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49.64万元，大写人民币肆拾玖万陆仟肆佰元整。 

（十九）特别事项说明 

在本评估结果的有效时间内，如果评估对象的资产具体数量发生变化，委托方可商

请本公司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评估价值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果本项目评估所采用的计价

取费标准发生不可抗拒的变化，并对评估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可及时委托本公

司重新确定采矿权出让收益。 

1.在评估报告出具日期之后和本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内，如发生影响评估对象评估

价值的重大事项，包括国家和地方的法规、经济政策、矿产品市场价格的较大波动、矿

产资源储量的较大变化等，并对评估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可商请本公司根据原

评估方法，重新确定采矿权出让收益。 

2.本公司只对本项目的评估结论是否符合职业规范要求负责，不对资产定价决策负

责。本项目评估结论是根据本项目特定的评估目的而得出的价值咨询意见，不得用于其

它目的，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或其他不可抗力可能对其造成的影响。 

3.评估委托方及采矿权人应对其所提供的全部评估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

负责，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4.本评估报告含有附表、附件，附表及附件构成评估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评

估报告正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二十）矿业权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 评估结果的有效期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准取消后有关工作的通知》（国

土资规[2017]5号）、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储量处《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准取消后有

关工作的通知》（2017年6月12日）规定，本评估结果的有效期为一年，自公开之日起生

效。如果使用本评估结果的时间超过本评估结果有效期，本公司对应用此评估结果而对

有关方面造成的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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