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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小汤石村水镁石矿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摘要 

辽环矿评字[2019]C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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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小汤石村水镁石矿采矿权。 

评估目的：丹东市自然资源局拟有偿出让宽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小汤

石村水镁石矿采矿权，本次评估目的是为丹东市自然资源局确定宽甸满族

自治县硼海镇小汤石村水镁石矿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19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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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06002010127120106971）

载明的矿区范围，矿区范围由 4 个坐标点圈定，矿区面积为 0.0168 平方

公里，开采标高为+398 米至+365 米。 

评估矿种：水镁石、建筑用大理岩。 

评估年限：矿山服务年限 5 年 1 个月，本次评估计算年限 3 年。 

评估参数：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水镁石 3.98 万吨，建筑用大

理岩 7.57 万立方米；评估利用资源储量：水镁石 3.98万吨，建筑用大理

岩 7.57 万立方米；评估利用可采储量：水镁石 3.56 万吨，建筑用大理岩

6.76 万立方米；应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可采储量：水镁石 3.44 万吨，建

筑用大理岩 4.05 万立方米；评估生产规模：水镁石 5 万吨/年，建筑用大

理岩 1.50 万立方米/年；矿产品为水镁石原矿，建筑用大理岩原矿；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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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水镁石原矿为 300 元/吨（不含税），建筑用大理岩原矿为 150 元/

立方米（不含税）。 

以往采矿权价款处置情况：宽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小汤石村水镁石矿

采矿权曾于 2017 年进行过采矿权价款评估，其采矿权价款已进行处置，

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截至 2019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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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小汤石村水镁石矿采

矿权” 评估计算年限内应缴纳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为：70.45 万元（其中：

水镁石 45.98 万元，建筑用大理岩 24.47 万元），大写人民币柒拾万零肆

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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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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小汤石村水镁石矿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辽环矿评字[2019]C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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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县硼海镇小汤石村水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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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评估对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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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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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名称：辽宁环宇矿业咨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 51 号 20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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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自然资

源的规划、管理、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政府机关。该厅主要负责贯

彻、制定和实施有关土地、矿产法律法规及政策；组织编制和实

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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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认定工作。 

3、采矿权人概况 

采矿权人：宽甸满族自治县钰利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小汤石村三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624396815176N；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月红； 

经营范围：矿产品经销；水镁石矿开采。 

4、评估目的 

丹东市自然资源局拟有偿出让宽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小汤

石村水镁石矿采矿权，本次评估目的是为丹东市自然资源局确定

宽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小汤石村水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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硼海镇小汤石村水

镁石矿采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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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采矿权拟增加开采矿种并提高生产规模，开采矿种原为水

镁石，本次评估增加建筑用大理岩；水镁石的生产规模由 1 万吨

/年提升至 5 万吨/年，建筑用大理岩的设计生产规模为 1.50 万

立方米/年。 

5.2 评估范围 

根据采矿许可证（证号：C2106002010127120106971）：该矿

山为一地下开采矿山，开采矿种为水镁石，生产规模为 1 万吨/

年。矿区由 4 个拐点坐标圈定，矿区面积为 0.0168 平方公里，

具体坐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矿区范围坐标表（2000 坐标系） 

点  号  X Y 点  号  X Y 

1 4525973.9083 42415647.1824 3 4525833.8989 42415767.1857 

2 4525973.9000 42415767.1844 4 4525833.9103 42415647.1829 

开采深度：由+398m至+365m标高。 

 
5.3 以往评估史 

宽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小汤石村水镁石矿采矿权曾于 2017

年进行过采矿权价款评估,相关评估情况如下： 

评估机构：辽宁金鹰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评估目的：有偿出让； 

评估基准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 

评估范围：与本次评估范围一致； 

评估计算年限：2 年 9 个月； 

评估生产规模：1 万吨/年； 

评估结果：17.72 万元（含补缴价款 1.50 万元）； 

采矿权价款处置情况：已缴纳采矿权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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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评估基准日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经济行为性质，确定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7 月 31 日。 

7、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包括经济行为依据、法律法规依据、矿业权权属依

据、评估参数选取依据等，具体如下。 

7.1 经济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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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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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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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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 (试行 )》（中国矿业

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17 年第 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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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业权权属依据 

7.3.1 采矿许可证（证号：C2106002010127120106971）。  

7.4 评估参数选取依据 

7.4.1 《辽宁省宽甸县小汤石矿区水镁石矿、石米用大理岩

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7.4.2 《辽宁省宽甸县小汤石矿区水镁石矿、石米用大理岩

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备案证明（丹自然资储备字[2019]007

号）； 

7.4.3 《宽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小汤石村水镁石矿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方案》； 

7.4.4 《宽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小汤石村水镁石矿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方案》审查意见书（丹自然开发审字[2019]07 号）。 

8、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概况 

8.1 矿区基本状况 

8.1.1 矿区位置与交通 

该矿位于宽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小汤石村，行政隶属于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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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小汤石村管辖。 

矿区位于宽甸县城北东 53°方位 46km 处，距硼海镇运距约

22km，距丹集公路运距约 60km，另有村级公路通至矿区，交通较

为方便。 

8.1.2 矿区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矿区地处辽宁省东部低山丘陵区，区内地势总体西高东低，

海拔高度 490～310m，相对高差 180m，地形坡度一般在 10～20°，

地势较为陡峻，地表植被发育。 

当地气候属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春暖夏热，秋凉冬寒，

四季分明，年最高气温 33℃，最低气温-30℃，年平均气温 5.5℃，

冰冻期 150 天，冻土层 1.3m；年均降水量 1050mm，蒸发量 1025mm，

降水量集中在每年 7～8 月份，时有大暴雨发生。 

区内水系属鸭绿江水系上游支流南股河流域，该河流距矿区

直线距离约 8km，属常年性河流。矿区东部约 200m 处有一条季节

性河流流经，该河流最大宽度约 8m，最小宽度约 2m，该河流雨

季流量较充沛，秋冬季水量锐减至断流，矿区及周边除上述河流

外，在无其他地表水体存在。 

区内经济主要以工业及农业为支撑，工业主要以矿产开采及

矿产品加工为主，当地开采的矿种有硼矿、水镁石矿、蛇纹石矿

等。区内农业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种植的农作物主要为玉米，次

为大豆、水稻等。 

8.2 矿区勘查概况 

8.2.1 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1）1960～1966 年，辽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在包括该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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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砖庙子大型硼矿矿床进行地质详查及勘探，并提交了详查

地质报告。 

（2）1992～1993 年，辽宁化工地质大队在包括该矿在内的

栾家沟硼矿（砖庙子硼矿床栾家沟矿块）进行地质详查及勘探，

提交了栾家沟硼矿地质详查报告。 

（3）1996 年，宽甸满族自治县矿山设计室在该矿进行矿点

检查，发现一条水镁石矿体，并进行了初步地质工作，大致查明

了（水镁石）矿体规模、产状及品位变化情况，编制了开发（规

划）方案。 

（4）2000 年及 2004 年，宽甸满族自治县矿产资源开发服务

中心先后对该矿进行储量简测工作，编制了储量简测报告。 

（5）2007 年，宽甸满族自治县矿产资源开发服务中心对该

矿进行了 2007 年度矿产资源储量监测工作，编制了《宽甸满族

自治县硼海镇小汤石村水镁石矿矿产资源储量年度报告》。 

（6）2013 年 9 月，辽宁省第七地质大队对该矿进行了动态

监测工作，并编制了《宽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小汤石村水镁石矿

2013 年度矿山储量年度报告》。 

（7）2014 年 9 月，辽宁省第七地质大队对该矿进行了动态

监测工作，并编制了《宽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小汤石村水镁石矿

2014 年度矿山储量年度报告》。 

（8）2015 年 9 月，岫岩满族自治县华玉源地质勘查有限公

司对该矿进行了动态监测工作，编制了《宽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

小汤石村水镁石矿 2015 年度矿山储量年度报告》。 

（9）2016 年 9 月，辽宁省第七地质大队受该矿委托，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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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进行了矿产资源储量核实工作，编制了《辽宁省宽甸县小汤石

矿区水镁石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10）2016 年、2017 年，岫岩满族自治县华玉源地质勘查

有限公司分别对该矿进行了动态监测工作，编制了相应的《矿山

储量年度检测报告》。 

（11）2019 年 1 月，辽宁省第七地质大队对该矿进行储量核

实工作，并提交了《辽宁省宽甸县小汤石矿区水镁石矿、石米用

大理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8.2.2 矿区地质概况 

矿区大地构造单元地处中朝准地台（Ⅰ）胶辽台隆（Ⅱ）营

口～宽甸台拱（Ⅲ）的东部。 

8.2.2.1 地层 

区内出露地层有古远古界辽河群里尔峪组和新生界第四系。 

古远古界辽河群里尔峪组： 

该组地层在矿区内大面积出露，总体呈北东～南西向展布，

倾向南东，倾角在 65～75°之间。 

新生界第四系： 

该系地层在矿区东部及北部大面积分布，主要由冲积、冲洪

积、坡洪积及残坡积等组成，厚度 0.5～10m。 

8.2.2.2 构造 

（1）褶皱构造 

矿区内地层总体呈北东～南西走向的单斜构造产出，岩层倾

向南东 130～155°，倾角在 65～75°之间。 

（2）断裂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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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内断裂构造不发育。 

8.2.2.3 岩浆岩 

区域岩浆岩较为发育，按活动时期可分为辽河期和燕山期两

个旋回。 

辽河期旋回岩浆活动主要表现为辽河运动早期条痕状角闪

花岗岩的侵入，构成了辽河群地层基底。岩石具细粒～粗粒及不

等粒、半自形粒状结构、花岗结构及似斑状结构，片麻状构造。 

燕山期岩浆旋回表现为花岗岩、黑云母花岗岩侵入，出露于

矿区西北部，呈岩体产出（四方顶子岩体），出露面积约 60km2

8.2.3 矿（床）体地质特征 

，

为中深成侵入相岩体，该期岩浆活动与本地区成矿作用息息相

关。 

矿区内发现的水镁石矿体及大理岩矿体，赋存于古元古界辽

河群里尔峪组蛇纹岩中，矿体形态呈透镜状、大致顺层产出。根

据矿体的赋存层位及受变质程度等特征，水镁石矿床的成因类型

属于与沉积变质有关的低温热液蚀变型水镁石矿床，大理岩矿的

成因类型属于沉积变质型矿床。 

本次在矿区内查明 1 条水镁石矿体和 1 条大理岩矿体，上述

矿体均赋存于辽河群里尔峪组的蛇纹岩中，形态呈透镜状，具体

特征概况如下： 

（1）水镁石矿体 

该矿体由露天采坑（CK1）、探槽（TC1、YC2）控制，矿体形

态呈透镜状，控制长度约 110m，最大倾斜延深 12.5m，矿体倾向

在 125～140°之间，倾角 75°，产状总体较为稳定，矿体真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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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97～15.60m，MgO平均品位 65.75％、SiO 2平均品位 2.58％、

Fe 2O 3

（2）大理岩矿体 

平均品位 1.11％。矿体赋存标高 407～365m，埋深 0～42m。

顶、底板围岩为蛇纹岩。 

该矿体由露天采坑（CK1）、探槽（TC1、YC2）控制，矿体形

态呈透镜状，控制长度约 110m，最大倾斜延深 12.5m。矿体倾向

在 125～140°之间，倾角 75°，产状总体较为稳定，矿体水平厚

度 10～34m，厚度变化系数 Vm=46.55％，赋存标高 407～365m，

埋深 0～42m，顶底板围岩为蛇纹石化大理岩 

8.2.4 矿石质量 

8.2.4.1 矿石的物质组成 

（1）水镁石矿 

水镁石矿石总体呈灰色、灰白色，有时混杂黄色、浅绿色，

不透明～半透明，珍珠光泽，断口一般呈玻璃光泽，隐晶质结构，

块状及条带状构造。 

主要矿物：矿石中矿石矿物主要为水镁石，矿物呈浑圆粒状、

片状，含量在 90～95％。 

次要矿物：主要有蛇纹石、方解石、滑石，偶见透闪石。其

中蛇纹石含量约占矿物总量的 2～6％，方解石约占 1～5％，滑

石约占 1～3％，另含微量的透闪石。 

（2）大理岩矿 

大理岩矿呈绿色、黄绿色、淡绿色。矿石主要以粒状变晶结

构、网格结构、网环结构、叶片变晶结构、柱粒状变晶结构为主。

块状、斑花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为蛇纹石，次要矿物有方解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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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泥石、水镁石、滑石等。 

8.2.4.2 矿石的化学成分 

（1）水镁石矿 

矿石中主要有用组分为MgO，其他组分有SiO 2、Al 2O 3、Fe 2O 3

及H 2O等，据矿石基本分析结果显示，矿石中有用组分MgO的含量

在 60.32～67.26%之间，有害组分SiO 2含量在 1.22～6.31%，Fe 2O 3

的含量在 0.74～1.36%，延走向向西南方向，水镁石矿中MgO的含

量有下降的趋势，SiO 2

（2）大理岩矿 

含量有所增加，总体上有用及有害组分含

量较均匀。 

矿石中普遍含有MgO、SiO 2，而Fe 2O 3、Al 2O 3

8.2.5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CaO含量较低，

基本符合镁硅酸盐矿物橄榄石和蛇纹石等矿物的化学组分含量

特点，与矿石矿物成分中含橄榄石、蛇纹石较多特点相一致。 

8.2.5.1 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已知矿体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上；地形条件有利于降

水自然排泄；基岩裂隙水、构造裂隙水是矿床充水的主要来源，

其富水性贫乏。调查知，基岩裂隙水、构造裂隙水是矿床充水的

主要来源，其富水性弱，对矿床开采影响小。 

综合上述，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属于简单型。 

8.2.5.2 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内部分地段由于矿岩节理裂隙发育，裂面粗糙，岩体质

量、稳定性较差、强度较低，稳固性较差，虽然矿山现状条件下

未出现坑道片帮、崩塌冒顶及采坑边坡片帮等不良工程地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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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但矿山未来服务期地下开采活动，在矿岩节理裂隙发育地段

开采，有发生井巷坍塌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对井下人员人身安

全会造成较大影响。 

综上所述，矿区工程地质条件属于中等型。 

8.2.5.3 环境地质条件 

该矿为小型非金属矿山企业，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若恢复

开采掘进过程中会排放一定量的废岩（土）。废岩（土）应在固

定场址存放，规范管理，减少采矿活动破坏范围和降低破坏程度

是今后矿山开采的原则。此外采动作业的影响会波及到地表，有

引发地面沉陷地质灾害的可能。 

未来采矿活动可能引发和遭受松散堆积体坡面滑塌，泥石流

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害性中等；危险性中等。采动作业的

影响会波及到地表，有引发地面沉陷地质灾害的可能，其发生的

可能性中等，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 

综合上述，矿区环境地质条件属中等型。 

8.3 矿山开发利用概况 

该矿为一地采矿山，设计开拓方式为斜井开拓，采矿方法采

用浅孔留矿法采矿。水镁石设计生产规模为 5 万吨/年，建筑用

大理岩的设计生产规模为 1.50 万立方米/年。 

据了解，该矿山开采的水镁石矿石直接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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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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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过程自 2019 年 8 月 28 日～2019 年 9 月 15 日。 

9.1 接受委托 

2019 年 8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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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委托书》，与委托人明

确此次评估的目的、对象、范围，确定评估基准日。 

9.2 编制评估工作计划 

2019 年 8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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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笛组成。 

9.3 收集评估资料 

2019 年 8 月 30 日～2019 年 9 月 5 日，收集矿业权评估所需

的资料，并对委托人提供的资料进行核查和验证。 

9.4 尽职调查 

2019 年 9 月 9 日，本公司矿业权评估师孙爱祥、常笛在矿山

企业人员杜汉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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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矿山为一地下开采矿山，采用斜井开拓，采矿方法采用浅

孔留矿法采矿。 

据了解，以往开采的水镁石原矿经手选后直接销售。矿山现

场情况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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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评述估算 

2019 年 9 月 10 日～2019 年 9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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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出具报告 

2019 年 9 月 15 日，向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取得评估报告

统一编码，正式出具评估报告并提交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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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小汤石村水镁石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正文 

                                                                                                                                                                   
辽宁环宇矿业咨询有限公司                   15                联系电话：024-86271660（转8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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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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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小汤石村水镁石矿属双小（生产规

模、资源储量均较小）矿山，企业无法提供生产经营财务报表，

开发利用方案中的技术经济指标也不能满足折现现金流量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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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辽宁省第七地质大队编写了《辽宁省宽甸县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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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石矿区水镁石矿、石米用大理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9 年

4 月 10 日，丹东市自然资源局对其进行了备案（丹自然资储备字

[2019]007 号）。 

11.2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2019 年 4 月，宽甸满族自治县钰利矿业有限公司编写了《宽

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小汤石村水镁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2019 年 6 月 14 日，丹东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组织专家

对其进行了审查，出具了审查意见书（丹自然开发审字[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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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宽甸县小汤石矿区水镁石矿、石米用大理岩矿

资 源 储 量 核 实 报 告 》 及 其 评 审 备 案 证 明 （ 丹 自 然 资 储 备 字

[2019]007 号）：截 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该矿山保有水镁石矿石

（333）类型资源量 4.48 万吨；保有建筑用大理岩（333）类型

资源量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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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储量核实基准日保有资源

储量－已动用资源储量 

储量核实基准日为 2019年 1月 31日，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7 月 31 日，两基准日（储量核实基准日、评估基准日）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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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期为 6 个月。建筑用大理岩为新增矿种，故两基准日期间动

用的资源储量仅为水镁石，计算如下： 

已动用资源储量＝生产规模×生产时间÷采矿回采率×（ 1

－废石混入率） 

＝1 万吨/年×（6÷12）年÷90％×（1－10％） 

＝0.50 万吨 

因此至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为：水镁石 3.98 万吨（4.48

－0.50＝3.98），建筑用大理岩 7.57 万立方米。 

11.4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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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水镁石 3.98 万吨，建筑用

大理岩 7.57 万立方米。 

11.5 矿产品方案 

根据《宽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小汤石村水镁石矿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中的设计：矿产品为水镁石原矿、大理石原矿。 

因此，在本次评估中，矿产品按水镁石原矿、建筑用大理岩

原矿进行评估。 

11.6 采矿工艺 

根据《宽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小汤石村水镁石矿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中的设计：开拓方式为斜井开拓，采矿方法采用浅

孔留矿法。 

方案设计较为合理，本次评估中直接采用。 

11.7 评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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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宽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小汤石村水镁石矿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中的设计：水镁石生产规模为 5 万吨/年，建筑用

大理岩生产规模为 1.50 万立方米/年。 

本次评估按设计生产规模进行估算。 

11.8 相关技术参数的选取 

根据《宽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小汤石村水镁石矿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中的设计：水镁石设计损失量为 0.022 万吨，建筑

用大理岩设计损失量为 0.056 万立方米；设计采矿回采率 90％，

废石混入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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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采储量如表 2 所示。 

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表 2：          可采储量计算表        

序号 
开采 

矿种 
单位 

评估利用 

资源储量 

设计 

损失量 

设计利用 
资源储量 

采矿 
回采率（％） 

可采 

储量 

1 水镁石  万吨  3.98 0.022 3.91 90 3.56 

2 
建筑用  

大理岩  
万 m 7.57 3 0.056 7.51 90 6.76 

11.10 服务年限 

矿山服务年限的计算公式为： 

T=Q÷[A×（1-ρ）] 

T——矿山服务年限； 

ρ——废石混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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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可采储量； 

A——生产规模。 

表 3：         服务年限计算表 

序号  开采矿种 可采储量 生产规模  
废石混
入率  

服务年限  

1 水镁石  3.56 万吨  5 万吨 /年  10％  0.79 年  

2 
建筑用  

大理岩  
6.76 万立方米  

1.50 万立方

米 /年  
10％  5.01 年  

3 合计     5.01 年  

按照设计的生产规模进行开采，矿山开采服务年限为：水镁

石 10 个月；建筑用大理岩 5 年 1 个月。 

11.11 评估计算年限及拟动用可采储量 

根据《委托书》中的要求，本次评估计算年限为 3 年，评估

计算年限内拟动用可采储量：水镁石 3.56 万吨，建筑用大理岩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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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镁石矿石销售价格（不含税）的

市场调查了解，该地区水镁石矿石的市场销售价格在 280～ 320

元 /吨左右（不含税价），平均销售价格在 300 元 /吨左右。建筑

用大理岩原矿的销售价格在 160～ 180 元 /立方米左右（不含税

价），平均销售价格在 170 元 /立方米左右。  

考虑到未来矿产品市场供需状况以价格走势，结合该矿山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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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品质，本着谨慎性的原则，确定该矿山水镁石矿石销售价

格为 300 元/吨（不含税），建筑用大理岩原矿的销售价格为 170

元 /立方米（不含税价）。 

各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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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金属矿产原

矿的采矿权权益系数的取值范围为 4.0～5.0％；建筑材料矿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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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

质条件中等、环境地质条件中等。因此，确定水镁石采矿权权益

系数取值为 4.2％；建筑用大理岩采矿权权益系数取值为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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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技术经济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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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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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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小汤石村水镁石矿评

估计算年限内（ 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为 72.08

万元（其中：水镁石 47.61 万元，建筑用大理岩 24.47 万元），

大写人民币柒拾贰万零捌佰元整。 

13.2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根据矿业权范围内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

量）及地质风险调整系数，估算出资源储量对应的矿业权出让收

益评估值。 

P= ×Q×k 

式中：P：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P 1

Q

：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 333 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

的评估值；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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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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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占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的比例为 0，K 值为 1。 

表 4：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计算表 

序号 
开采 

矿种 

估算评估计算年

限内 333以上类

型全部资源储量

的评估值（万元） 

估算评估计

算年限内的 

评估利用资

源储量 

（万吨） 

全部评估利用 
资源储量，含
预测的资源量
（334）？ 
（万吨） 

地质风险 
调整系数 

采矿权出让 

收益评估值 

（万元） 

1   P1 Q1 Q K P 

2 水镁石 47.61 3.98  3.98  1  47.61 

3 
建筑用

大理岩 
24.47 5 5 1  24.47 

13.3 扣除已缴纳采矿权价款可采储量后应缴纳的采矿权出

让收益 

该矿山采矿许可证有限期限截至 2019 年 9 月 19 日，水镁石

已缴纳采矿权价款。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7 月 31 日，本次

评估需对 2019 年 8 月 1 日至 2019 年 9 月 19 日期间（1 个月 19

天）水镁石已缴纳采矿权价款的可采储量进行扣除，扣除生产规

模按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 1 万吨/年进行计算，则已处置

采矿权价款的可采储量计算如下： 

可采储量=生产能力×剩余缴纳期限×（1－废石混入率） 

       =1 万吨/年×（1÷12＋19÷365）年×（1－10％） 

=0.12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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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水镁石已处置采矿权价款的可采储量后，本次评估水镁

石需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的可采储量为 3.44 万吨（3.56－0.12），

占评估利用可采储量的比例为 96.58％（3.44÷3.56），故本次评

估应缴纳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为 70.45 万元（ 47.61×96.58％＋

24.47＝70.45）。 

14、评估结论 

宽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小汤石村水镁石矿评估计算年限内

应缴纳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为：70.45 万元（其中：水镁石 45.98

万元，建筑用大理岩 24.47 万元），大写人民币柒拾万零肆仟伍

佰元整。 

15、特别事项的说明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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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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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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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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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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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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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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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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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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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归评估委托人所有。 

16.5 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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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本评估报告书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17、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日：2019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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