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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书摘要 

辽环矿评字[2019]C006 号 

评估机构：辽宁环宇矿业咨询有限公司。 

评估委托人：丹东市自然资源局。 

评估对象：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采矿权。 

评估目的：丹东市自然资源局拟有偿出让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

道岗子村理石矿采矿权，本次评估目的是为丹东市自然资源局确定宽甸满

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19 年 1 月 31 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评估范围：评估范围为采矿许可证（证号：C2106002010107120078755）

载明的矿区范围，矿区范围由 4 个坐标点圈定，矿区面积为 0.1156 平方

公里，开采标高为+310 米至+150 米。 

评估矿种：建筑用大理岩。 

评估年限：矿山服务年限 4 年 4 个月，本次评估计算年限 4 年 4 个月。 

评估参数：保有资源储量 10.51 万立方米；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10.01

万立方米；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8.50 万立方米，应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对

应的可采储量 7.67 万立方米；评估生产规模 2 万立方米/年；矿产品为建

筑用大理岩原矿，销售价格为 170 元/立方米（不含税）。 

评估结论：经评估人员按照采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进行估算后，确

定丹东市自然资源局委托的“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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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权”应缴纳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为 45.03 万元，大写人民币肆拾伍万零

叁佰元整。 

评估有关事项说明：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相关规定：评估结果

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

有效期一年。如果使用本评估结论的时间超过本评估结论的有效期，本评

估公司对应用此评估结果而给有关方面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以及报送有关机

关审查而作，不得用于其它目的。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属于评估委托人，

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矿业权评估机构

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也不

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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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书 

辽环矿评字[2019]C006 号 

辽宁环宇矿业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受丹东

市自然资源局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矿业权评估的规定，本着

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评估方法，对宽甸满族

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采矿权进行了评估。在评估

过程中，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评估对象进行

了尽职调查、询证、评述与估算，对该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 月 31 日）所表现的价值做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评估

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概况 

名称：辽宁环宇矿业咨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 37 号 401 室 

法定代表人：胡成良 

联系人：龙悦 

电话：024-2621348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5764396455B 

矿业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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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估委托人概况 

评估委托人：丹东市自然资源局 

丹东市自然资源局是主管该地区矿产资源的规划、管理、保

护与合理利用的政府机关。具体负责贯彻、实施国家有关矿产资

源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组织编制和实施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

用规划；管理矿业审批登记、矿产资源储量登记等工作。 

3、采矿权人概况 

采矿权人：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 

类型：集体所有制； 

住所：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丹东市毛甸子乡二道岗

子村五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624MAOQFJ3Y17； 

法定代表人：刘祯久； 

经营范围：建筑用大理石开采、加工。 

4、评估目的 

丹东市自然资源局拟协议出让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

道岗子村理石矿采矿权，本次评估目的即是为丹东市自然资源局

确定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采矿权出让收

益提供参考意见。 

5、评估对象与范围 

5.1 评估对象 

本次评估的评估对象为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

村理石矿采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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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矿为地下开采矿山，开采矿种为建筑用大理岩，生产规模

为 2 万立方米/年。采矿许可证（证号：C2106002010107120078755）

有效期限自 2016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5.2 评估范围 

根据采矿许可证（证号：C2106002010107120078755）：矿区

由 4 个拐点坐标圈定，矿区面积为 0.1156 平方公里，具体坐标

如表 1 所示。 

表 1：    矿区范围坐标表（1980 西安坐标系） 

点号 X Y 

1 4499604.142 41623712.383 

2 4499604.142 41624052.382 

3 4499264.140 41624052.383 

4 4499264.141 41623712.382 

开采深度：由+310m至+150m标高。 

5.3 以往评估史 

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采矿权曾于

2015 年进行过采矿权价款评估,相关评估情况如下： 

评估机构：辽宁环宇矿业咨询有限公司； 

评估目的：有偿出让； 

评估基准日：2015 年 6 月 30 日； 

评估范围：与本次评估范围一致； 

评估生产规模：2 万立方米/年； 

评估计算年限：4 年； 

评估动用可采储量：8.76 万立方米(含追缴的 0.83 万立方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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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果：58.33 万元(含追缴价款 5.55 万元)； 

采矿权价款处置情况：已缴纳采矿权价款。 

6、评估基准日 

根据本次评估的评估目的和经济行为性质，确定本次评估基

准日为 2019 年 1 月 31 日。 

7、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包括行为、法律法规、产权和估算（取价）依据等，

具体如下： 

7.1 行为依据 

7.1.1 丹东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委托书》。 

7.2 法律、法规依据 

7.2.1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四十六号）； 

7.2.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96 年 8 月 29 日修

正后颁布）； 

7.2.3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

第 152 号）； 

7.2.4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第 241 号令)； 

7.2.5 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国

土资发[2000]309 号）； 

7.2.6 关于印发《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

土资发[2008]174 号）； 

7.2.7 《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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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7.2.9 关于规范《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适用范围的意见（中

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12 年第 3 号）； 

7.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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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1 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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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2《矿业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 

7.2.13《关于印发辽宁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辽财预[2018]50 号）。 

7.3 产权依据 

7.3.1 采矿许可证（证号：C2106002010107120078755）。 

7.4 估算（取价）依据 

7.4.1《辽宁省宽甸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资源储量

核实报告》； 

7.4.2《辽宁省宽甸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资源储量

核实报告》评审备案证明（丹国土资储备字[2018]029 号）； 

7.4.3《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建筑用

大理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7.4.4《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建筑用

大 理 岩 )矿 产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方 案 》 审 查 意 见 （ 丹 国 土 信 字

[2018]K048 号）。 

8、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概况 

8.1 矿区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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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矿区基本状况 

8.1.1 矿区位置与交通 

该矿位于宽甸县城 245°方向，直距 34km，行政区划隶属毛

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管辖。矿区至宽甸县城有县、乡公路与鹤大公

路相通，运输距离 47km，交通运输方便。 

矿区中心地理坐标： 

东经：124°26′15″，北纬：40°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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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 矿区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矿区位于辽东低山丘陵区，最高山海拔+337.6m，最低海拔

+210m，相对高差 127.6m。地形坡度较陡，属浅切割区。区内沟

谷发育，多呈“U”字形，区内植被发育，植被繁茂，树种多为

天然杂交林，以乔木（柞树）为主，有少量的灌木。 

矿区西南部有一小河，常年流水，由东南向西北流入蒲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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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镁石、硅石、理石、绿泥石等。 

区内水力、电力资源及劳动力资源充足。 

8.2 矿区勘查概况 

8.2.1 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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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划分。 

（2）1989 年 8 月，宽甸满族自治县矿山设计室曾在该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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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矿点检查工作，并编写了探采规划。 

（3）2000 年 11 月，宽甸满族自治县矿产资源开发服务中心

对该矿进行了矿床资源储量检测工作。 

（4）2007 年 7 月，宽甸满族自治县矿产资源开发服务中心

提交了《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矿产资源储

量年度报告》（2007 年度）。 

（5）2015 年 6 月，辽宁省有色地质局一〇六队对该矿进行

矿产资源储量核实工作，编写了《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

岗子村理石矿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6）2015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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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

二道岗子村理石二矿矿山储量检测报告》。 

（7）2016 年 11 月，辽宁省有色地质局一〇三队对其进行了

动态检测工作。 

（8）2017 年 11 月，辽宁省有色地质局一〇三队编制了《宽

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矿山储量检测报告

（2017 年度）》。 

（9）2018 年 10 月,宽甸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编制

提交了《辽宁省宽甸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资源储量核实

报告》。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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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1 地层 



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书正文 

                                                                                                                    

辽宁环宇矿业咨询有限公司                 8                  联系电话：024-86271660（转 8066） 

矿区范围内出露地层为第四系和下元古界辽河群大石桥组

二段。 

大石桥组二段：主要分布在矿区东南部，主要岩性为浅粒岩、

透辉透闪岩和白云质大理岩、蛇纹石化大理岩组成，分布范围广，

厚度 290m。该地层为一单斜岩层，地层倾向 30°～40°，倾角

30°～45°。其中蛇纹石化大理岩呈透镜体状分布于矿区东南部。

矿区内建筑用大理岩矿体就赋存于蛇纹石化大理岩中。 

第四系：本区第四系主要分布于沟谷中。主要由粘土、粉质

粘土、砂、砾石组成。 

8.2.2.2 构造 

该区构造以褶皱构造为主。断裂构造不发育。从矿区范围来

看，透辉透闪岩和白云质大理岩为一单斜岩层，地层倾向 30°～

40°，倾角 45°～50°。有时地层中见规模不大的褶曲和揉皱。 

8.2.2.3 岩浆岩 

区内岩浆岩不发育，局部出露少量辽河群早期花岗岩及闪长

玢岩脉。 

8.2.3 矿床特征 

矿区内共发现 1 条矿体，呈透镜状赋存在下元古界辽河群大

石桥组二段白云石大理岩中，其展布方向与大石桥组地层走向一

致，及北西—南东。反应出层控的特点，矿体的规模和矿石质量

与围岩大理岩的蛇纹石化强度有直接关系。 

理石矿体位于工作区的中东部，地表由 TC1、CK1、CK2 号采

坑控制。深部由钻孔 ZK0-1、ZK1-1 控制。矿体控制宽度为 2.3～

11m，走向控制延长 300m，延深 70m，厚度 2.0～10.66m，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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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4°，倾角 26°～45°。围岩为白云石大理岩。矿体赋存

标高为+310～+174m。 

8.2.4 矿石质量 

矿石呈黄绿—淡绿色、绿色—暗绿色、黑绿色、绿—杂色等，

风化后呈特殊的黄褐色，粒状变晶结构、叶片变晶结构，块状构

造或花斑状构造。 

矿石矿物成分为蛇纹石化镁橄榄石、叶蛇纹石和白云石，其

次有透闪石、滑石、黄铁矿、方解石等。其中蛇纹石含量约 30～

60％；镁橄榄石含量约 15～25％。白云石含量约 1～5％。 

矿石化验结果：CaO（ 1.03％～2.73％）；MgO（ 39.03％～

42.47％）；SiO2（33.05％～38.25％）。 

经 物 理 性 能 测 试 ， 其 抗 压 强 度 33.2 ～ 43.5MPa ， 平 均

38.35MPa，抗拉强度 1.4～2.8MPa，平均 2.10MPa。 

8.2.5 矿石风（氧）化特征 

理石矿矿体为原生矿体，抗风化性较强，地表风化层＜0.5m，

矿石质地较均匀，性脆。 

8.2.6 矿石类型及品级 

矿石自然类型：黄白-淡黄-浅绿色-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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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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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理石矿颜色分布不均匀，本次划分为 1 个品

种：从黄白-淡黄-浅绿色-黑绿色的蛇纹石化大理岩，均可以定

义为理石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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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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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过破碎机粉碎成成品不同规格碎石米，大部分销售至江浙、

福建等南方省份作人工水磨石原料。 

8.2.7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8.2.7.1 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位于辽东低山丘陵区；最高山海拔+337.6m，最低海拔

+210m，相对高差为 127.6m。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为+210m，

矿体赋存标高为+165～+310m，矿体最低标高位于当地侵蚀基准

面标高以下。但矿区内地表冲沟发育，排水条件较好，大气降水

对矿床开采影响不大。 

由于矿体围岩为蛇纹石化白云石大理岩，碳酸盐地区易发生

地下溶洞及岩溶裂隙，可能存在岩溶裂隙水，含水层富水性受岩

溶裂隙溶蚀程度控制，空间分布不均匀，富水性弱，地下水补给

来源主要为大气降水通过地表松散体垂直补给及基岩裂隙渗入

补给。 

矿区附近无较大地表水体，矿区西南部河流，平时水流不大，

丰水期形成已形成较大水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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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简单。 

8.2.7.2 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地形地貌条件简单，地势较陡竣，属陡山峻岭地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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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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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矿山开采过程中可能诱发或加剧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为地

下开采可能诱发地面塌陷地质灾害。为防止和预防工程地质问题

的发生，建议矿山在地面塌陷影响区加强监测，必要时塌陷影响

区外围修筑防护栏，以免发生事故；建议按照设计进行开采和废

石排放，避免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问题。 

矿区工程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8.2.7.3 环境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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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矿为多年生产的老矿

山，矿山采用地下开采方式，在现状条件下，矿业开发对矿山地

质环境影响较小，矿山活动造成的主要环境问题为排岩场废石自

然排放，粉尘造成的大气污染、矿山废水排放水等。废弃渣石压

占土地，废水自然排放可造成下游地下水污染；井下开采应采用

湿式凿岩，经常喷水降尘，保证人身健康。 

矿区周边居民较少，虽然矿山开采对周围自然生态环境有一

定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 

综上所述，矿区环境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8.3 矿山开发利用概况 

该矿山始建于 1989 年，为集体企业，生产规模为 0.10 万立

方米/年，开采矿种为建筑用大理岩。该矿现采矿许可证载明的

生产规模为 2 万立方米/年，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 

建矿初期，该矿进行地表剥离开采，形成露天采坑和 2 个小

平硐，小平硐已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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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评估实施过程 

根据《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11000-2008）》，按照评估

委托人要求，我公司组织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进行了如下评估

程序： 

本次评估过程自 2019 年 1 月 21 日～2019 年 2 月 25 日。 

9.1 接受委托 

2019 年 1 月 21 日，我公司接受丹东市自然资源局的委托，

对该矿进行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与委托人明确此次评估的目

的、对象、范围。 

9.2 编制评估工作计划 

2019 年 1 月 22 日，根据项目特点，编制评估计划，组成评

估小组；评估小组由矿业权评估师孙爱祥、陈旭组成。 

9.3 尽职调查 

2019 年 2 月 12 日，本公司矿业权评估师陈旭在矿山企业人

员张德田的陪同下对该矿进行了现场实地勘查，了解矿山建设、

生产经营等基本情况： 

该矿山开采矿种为建筑用大理岩，生产规模为 2 万立方米/

年，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矿山设计+270m 和+230m 水平采用平

硐开拓方式，+180m 水平采用平硐—盲斜井开拓，采矿方法采用

浅孔留矿法。 

该矿进行地表剥离开采，已形成露天采坑和 2 个小平硐，平

硐已坍塌。矿山现场未见生产活动，未见生产设备设施。矿山现

场情况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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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现场勘查照片 

9.4 评述估算 

2019 年 2 月 13 日～2019 年 2 月 24 日，项目组成员依据收

集的评估资料，进行整理汇总，评估人员拟定评估思路，确定评

估方法。评估人员照既定的评估原则和评估方法进行具体的评定

估算，完成评估报告初稿。根据公司报告质量管理制度，对报告

进行校对审核，根据各级审核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 

9.5 出具报告 

2019 年 2 月 25 日，正式出具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10、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等相关规定，

对于具备评估资料条件且适合采用不同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应

当采取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因方法的适用性、操作限制

等无法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可以采用一种评估方

法进行评估，并在评估报告中披露只能采用一种评估方法的理

由。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适合采矿权

出让收益评估的评估方法有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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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法、收入权益法、折现现金流量法等 4 种评估方法。目前，基

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的相关准则规范尚未发布

实施，相关参数无法可靠获取，相似的交易案例难以获得，上述

两种方法暂不适用。 

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属于“双小矿

山”（资源储量、生产规模均为小型），且不具备采用折现现金流

量法的使用条件，现状条件下只适合采用收入权益法进行评估。

因此，依据本次评估目的，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

（试行）》，结合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确定本次评估的方法为

收入权益法。 

计算公式为： 

1

1
[ ]

(1 )

n

t t
t

p SI K
i

  
  

p ——采矿权出让收益； 

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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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年限。 

11、评估参数的确定 

11.1 储量估算资料 

2018 年 10 月，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

提交了《辽宁省宽甸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辽宁溪源土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组织专家对其进行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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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并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提交了评审意见书（辽溪评（储）

字丹[2018]029 号）；2018 年 11 月 19 日，丹东市国土资源局对其

进行了备案（丹国土资储备字[2018]029 号）。 

因此，在本次评估中可采用上述矿产资源储量数据进行评

估。 

11.2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2018 年 11 月，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

编写提交了《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建筑用

大理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辽宁省地质学会组织专家对其

进行了审查，并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出具了审查意见（丹国土信

字[2018]K048 号）。 

评估人员对委托方所提供的开发利用方案进行认真阅读，做

出相应分析和评价。该开发利用方案主要开拓方式、采矿方法较

为合适，本次评估直接采用。 

11.3 保有资源储量 

11.3.1 储量核实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辽宁省宽甸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资源储量核

实报告》及其评审备案证明（丹国土资储备字[2018]029 号），截

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该矿保有（122b+333）类型资源储量 10.51

万立方米，其中（122b）类型基础储量 3.94 万立方米，（333）

类型资源量 6.57 万立方米。 

11.3.2 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储量估算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已动用资源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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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企业未能提供资源储量估算基准日与矿业权出让收益

评估基准日（以下简称为“两基准日”）期间动用的资源储量。

因此，本次评估中两基准日期间动用的资源储量按采矿许可证载

明的生产规模 2 万立方米/年及生产时间进行估算，采矿回采率

按设计的 85％进行评述估算，则该期间已动用资源储量为： 

已动用资源储量=已动用可采储量÷采矿回采率 

=生产规模×生产时间÷采矿回采率 

=2 万立方米/年×3/12 年÷85％ 

=0.50 万立方米 

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10.51 万立方米-0.50 万立方米 

                    =10.01 万立方米 

因此，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为 10.01 万立方米。 

11.4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相关规定：

矿业权范围内的资源储量均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因此，本次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 10.01 万立方米。 

11.5 矿产品方案 

根据《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建筑用

大理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的设计，该矿矿产品方案为建

筑用大理岩原矿。 

因此，在本次评估中，矿产品按设计的建筑用大理岩原矿进

行评述估算。 

11.6 采矿工艺 

根据《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建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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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中的设计：矿山+270m 和+230m

水平采用平硐开拓方式，+180m 水平采用平硐—斜坡道联合开拓

方式；矿岩水平运输方式采用 4.5t 自卸汽车的无轨运输方式；

采矿方法采用浅孔留矿法。 

方案设计的采矿工艺较为合理，本次评估中直接采用。 

11.7 评估规模 

根据《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建筑用

大理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中的设计：矿山设计生产规模

为 2 万立方米/年。 

本次评估按设计的生产规模 2 万立方米/年进行评述估算。 

11.8 相关技术参数的选取 

根据《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建筑用

大理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中的设计：本次设计无不可采

矿量，资源储量全部参与设计利用；设计采矿回采率 85％。 

设计的参数与矿体赋存条件和所选用的采矿方法基本相符，

在本次评估中，直接采用设计的指标进行评估。 

11.9 可采储量 

可采储量=设计利用资源储量×采矿回采率 

=10.01 万立方米×85％ 

=8.50 万立方米 

11.10 服务年限 

T=Q÷A 

T——矿山服务年限； 

Q——可采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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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生产规模。 

T=8.50 万立方米÷2 万立方米/年 

 =4.25 年 

按照设计的生产规模进行开采，矿山开采服务年限约为 4.25

年，合 4 年 4 个月。 

11.11 评估计算年限及拟动用可采储量 

根据《委托书》，本次评估年限不超过 5 年。故本次评估计

算年限为 4 年 4 个月，评估计算年限内拟动用可采储量 8.50 万

立方米。 

11.12 矿产品销售收入估算 

11.12.1 销售价格 

评估所确定的矿产品销售价格是一个在评估基准日时点下

判定未来最有可能实现的销售价格，是根据目前矿产品供需状

况及未来矿产品销售价格的走势做出的一个预判。 

根据评估人员对丹东地区近三年建筑用大理岩市场销售情

况的调查了解，该地区大理岩主要用于加工理石米，产品价格根

据理石米的规格、颜色不同而变化；根据储量核实报告,该矿矿

石为黄白-淡黄-浅绿色-黑绿色的大理岩，矿石颜色分布不均匀，

花色较差，加工后与同规格理石米相比价格偏低。经评估人员对

该地区大理岩理石米市场销售情况的综合询价，该品质理石米所

对应的原矿的销售价格为 170 元/立方米左右（不含税）。 

本次评估中综合考虑到矿石的质量性质、产品未来供需形

势及区位条件等因素，确定建筑用大理岩原矿的销售价格（不

含税）为 170 元/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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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2 销售收入 

以 2020 年为例： 

年销售收入=矿产品年产量×销售价格 

=2 万立方米×170 元/立方米 

=340.00 万元 

销售收入计算详见附表 1。 

11.13 折现率 

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 年第 18 号《关于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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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业权出让评估和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矿产地且矿业权价

款未处置的矿业权转让评估，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

及（申请）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8％。 

本项目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现未出具新的规定，因此，

参照原折现率的选取，本评估项目折现率取 8％。 

11.14 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建筑材料矿产原矿

采矿权权益系数的取值范围为 3.5～4.5％。 

鉴于该矿为地下开采矿山，开拓方式为平硐、平硐—斜坡道

联合开拓，矿山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件简单、环境地

质条件简单。综合考虑，确定采矿权权益系数取值为 4.2％。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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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以产销均衡原则及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原则确定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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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经济参数； 

12.2 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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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以设定的资源储量、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

及开发技术水平以及市场供需水平为基准且持续经营； 

12.4 在矿山开发收益期内有关经济评价指标等因素在正常

范围内变动； 

12.5 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13、评估结论 

13.1 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

值 

经过评定估算，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

采矿权在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 10.01

万吨对应的评估值为 49.92 万元，大写人民币肆拾玖万玖仟贰佰

元整。 

13.2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估算出让收

益评估值公式为： 

P=P1/Q1×Q×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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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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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量（334）？； 

k：地质风险调整系数。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中 k（地质风

险调整系数）取值参考表：（334）？占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的

比例为 0 时，k 值为 1。本次评估中不含（334）？类型资源量, 

（334）？占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的比例为 0，k 值为 1。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49.92÷10.01×10.01×1 

=49.92（万元） 

则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采矿权出让

收益评估值为 49.92 万元。 

13.3 扣除已有偿处置可采储量后应缴纳的采矿权出让收益 

该矿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自 2016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因此，确定该采矿权有偿出让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本次评估需对 2019 年 2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已

有偿处置的可采储量进行扣除。应扣除的可采储量按采矿许可证

载明的生产规模 2 万立方米/年进行计算。则扣除的可采储量为： 

扣除的可采储量=生产规模×扣除时间 

             =2 万立方米/年×5/12 年 

             =0.83 万立方米 

扣除已有偿处置的可采储量 0.83 万立方米后，本次评估需

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的可采储量为 7.67 万立方米（8.50-0.83），

占评估利用可采储量的比例为 90.20％（7.67÷8.50），故本次评

估应缴纳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为 45.03 万元（49.92×90.20％＝

4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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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根据辽宁省国土资源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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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石米基准价为 5

元/立方米·矿石。 

本次评估中，评估计算可采储量为 7.67 万立方米，则按矿

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为： 

基准价对应的出让收益=评估计算可采储量×综合基准价格 

=7.67 万立方米×5 元/立方米·矿石 

=38.35 万元 

因此，按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结果为 38.35 万元。 

13.5 评估结论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财综[2017]35

号）及《辽宁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辽财预

[2018]50 号）的规定，通过协议方式出让矿业权的，按照评估值、

市场基准价就高原则确定收取矿业权出让收益。 

本评估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

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用合理的评估方法，经过评

定估算，确定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应缴

纳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为 45.03 万元，大写人民币肆拾伍万零叁佰

元整。 

14、特别事项的说明 

14.1 在评估报告出具日期之后和本评估报告有效期内，如

发生影响委托评估采矿权价值的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

报告，评估委托人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采矿权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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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14.2 本评估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

本评估机构及参加本次评估人员与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人之间

无任何利害关系。 

14.3 本次评估工作中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人所提供的有关

文件资料是编制本评估报告的基础，相关文件资料提供方应对所

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14.4 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

人及采矿权人未做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

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14.5 本评估报告含有若干附件，附件构成本评估报告的重

要组成部分，与本评估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5、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5.1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相关规

定：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

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如果使用本评估结论的

时间超过本评估结论的有效期，本评估公司对应用此评估结果

而给有关方面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15.2 本评估报告仅用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不得

用于其它任何目的，否则由使用者承担全部责任。 

15.3 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评估报告是评估委托人和相关当

事方的责任。 

15.4 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归评估委托人所有。 

15.5 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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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

何单位和个人，也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15.6 本评估报告书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16、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日：2019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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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附表目录 

18.1 附表 1 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采

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估算表； 

18.2 附表 2 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二道岗子村理石矿采

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指标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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