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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鲁大地评报字（2020）第116号 

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接受丹东市自然资源局的委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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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丹东鑫阳矿

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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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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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市自然资源局 

地     址：丹东市振兴区兴七路三号 

丹东市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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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21060073082110XL 

住    所：凤城市凤山路800号（采矿地址：凤城市鸡冠山镇暖河村）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胡月阳 

注册资金：美元壹佰伍拾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1年10月22日 

营业期限：自2001年10月22日至2021年10月21日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水镁石、方解石、绿泥石、硅石、叶腊石、橄榄石、大理石、

硫酸镁肥、复合肥（不含国家出口许可证管理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矿山名称：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210600MA0QD0C16H 

营业场所：凤城市鸡冠山镇暖河村（生产地址：凤城市凤山区龙山村二组）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中外合资） 

负责人：胡月明 

成立日期：2005年01月20日 

营业期限：自2005年01月20日至2021年01月19日 

经营范围：生产家公总公司经营范围内的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评估目的  

丹东市自然资源局拟有偿出让（采矿权延续、提高生产规模）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

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采矿权，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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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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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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对象为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采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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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106002009107120038474）载明的矿区范围，矿山名称：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

山矿业分公司；开采矿种：水镁石；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3.00万吨/年（拟

提高至5.00万吨/年）；由4个拐点组成，矿区面积为0.1235平方公里，开采标高为415

米至202米，有效期限为2017年1月18日—2020年12月31日。拐点坐标见表：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序号 
1980年西安坐标系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坐标 Y坐标 X坐标 Y坐标 

1 4495914.0810 41563375.9990 4495906.0066 41563494.7867 

2 4495800.0780 41563470.0000 4495792.0034 41563588.7892 

3 4495476.0760 41562963.9980 4495467.9975 41563082.7842 

4 4495704.0780 41562815.9940 4495695.9996 41562934.7820 

开采标高：由415米至202米 

 

该矿的矿区范围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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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辽宁省凤城市鸡冠山镇暖河村鑫阳水镁石矿深部扩界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及

备案证明（辽国土资储备字[2013]280号），截止2013年4月30日，矿区范围内保有水镁

石矿资源储量（332+333）28.819万吨。 

经查询自然资源部网站，该矿采矿权矿权权证登记信息最新更新至2017年，后续采

矿权权属信息未进行更新，但2016年1月18日颁发采矿许可证载明的信息与自然资源部

网站公示信息一致，公示信息截图见下： 

 

（六）评估基准日  

经与委托方协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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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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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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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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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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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发[2000]309号文）； 

5. 《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82

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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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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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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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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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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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2006年修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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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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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 

16.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02）； 

17.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管理若干事项的通知》（自然

资办发〔2020〕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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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评估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CMV20000-2007）； 

19. 《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2008年9月1日起施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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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行为依据 

1.丹东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委托书》（[2020]09号）； 

7.3 矿业权权属依据 

1. 采矿许可证副本（证号：C2106002009107120038474）； 

7.4 评估参数选取依据 

1.营业执照副本； 

2.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承诺函； 

3.凤城市自然资源局出具采矿权无争议的《证明》； 

4.《<辽宁省凤城市鸡冠山镇暖河村鑫阳水镁石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备案证

明》（辽国土资储备字[2013]280号）； 

5.《辽宁省凤城市鸡冠山镇暖河村鑫阳水镁石矿深部扩界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凤

城市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6月）； 

6.《<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水镁石）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审查意见书》（丹自然开发审字[2020]08号）； 

7.《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水镁石）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 2020年6月）； 

8.《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水镁石）矿产资源储量年度报告

（2013年度）》（凤城市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10月）及《凤城市赛马镇温洞村

于长有煤矿等188家矿山储量年度报告（2013）审查验收备案证明》（丹国土资年储备字

[2014]003号）； 

9.《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矿产资源储量年度报告（2014年度）》

（辽宁省第七地质大队 2014年10月30日）及《凤城市兴拓硼铁有限公司（硼矿）等175

家矿山储量年度报告（2014）审查验收备案证明》（丹国土资年储备字[2015]002号）； 

10.《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矿产资源储量检测报告（201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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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第七地质大队 2015年10月）及《丹东青城子矿业有限公司榛甸铅锌矿等156

家矿山储量年度报告（2015）审查验收备案证明》（丹国土资年储备字[2016]002号）； 

11.《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水镁石）矿山储量年度报告（2016

年度）》（辽宁省第七地质大队 2016年10月）及《凤城市林家金矿等151家矿山储量年度

报告（2016）审查验收备案证明》（丹国土资年储备字[2017]002号）； 

12.《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水镁石）矿山储量年度报告（2017

年度）》（辽宁省第七地质大队 2017年8月）及《凤城市广信矿业有限公司等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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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号）； 

13.《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水镁石）矿山储量年度报告（2018

年度）》（辽宁省第七地质大队 2018年8月）及《凤城市鸡冠山昆圣硅石矿业有限公司等

113家矿山储量检测报告（2018）审查验收备案证明》（丹国土资年储备字[2019]002号）； 

14.《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水镁石矿）矿山储量年度报告（2020

年度）》（辽宁省第七地质大队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8月）及《审查验收意见表》；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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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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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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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1.  矿区位置及交通 

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水镁石矿地处辽宁省凤城市鸡冠山镇暖

河村小西沟，行政隶属于鸡冠山镇暖河村管辖，中心地理坐标如下： 

东经：123°44′50″；北纬：40°35′36″ 

矿区位于凤城市北西约305°方位，直线距离约32km处，矿区西距沈丹铁路鸡冠山

车站30km，距辽（阳）凤（城）公路（S320线）4km，另有村级公路可直达矿区，交通

比较方便。（详见交通位置图） 

2. 矿区自然地理及经济概况 

矿区地处辽宁省东部低山丘陵区，区内地势总体南西高、北东低，海拔高度530～

350m，相对高差约180m。矿区内地形坡度一般在10～20°，局部地形坡度在25°以上，

沟谷发育，呈南西～北东向展布。 

矿区周边植被发育，分布有大面积的天然次生林及人工林，天然次生林树种以柞类

为主，灌木及草本植物为辅，人工林栽植的树种为落叶松。 

矿区所处位置气候属于北温带湿润区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夏温差较大，7～8月份温

度较高，最高气温达37.3℃，1～2月份气温较低，可达零下32℃，年平均气温8.2℃。

无霜期在160天左右，冬季最大冻土层厚度在138cm左右。矿区及周边地区年降雨量在

870～1200mm之间，主汛期在7、8月份，最高日降雨量可达180mm。年降雪量400～800mm。 

矿区周边河流不发育，周边未见有其他大型水体，仅在矿区及其周边的沟谷中发育

季节性山间溪流，各溪流河水径流量受季节性变化影响明显，雨季径流量明显增大，旱

季径流量大减以致枯竭，据以往地质资料显示，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为330m。 

矿区内主要经济来源为矿产开采、加工和运输，其次为农作物种植。矿产开采的矿

种为水镁石、菱镁矿、理石矿、滑石矿和硅石矿等，主要农业作物有玉米、大豆。 

矿区区域经济较为发达，电力、水力及运力等资源充足，基础设施完善，劳动力资

源丰富，建矿条件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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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该矿 1992 年经辽宁省非金属勘探公司进行勘查，地表采用槽探。深部采用钻探方

法，对矿体进行了控制，共施工钻孔 9 个，但该资料未提供矿山利用。 

1999 年 7 月凤城市矿业开发实业公司为该矿进行了储量简测工作，编写了储量简

测说明书。 

2004 年 2 月凤城市矿业开发实业公司为该矿山编写了开发利用方案。 

2009 年 5 月，凤城市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该矿进行了资源储量核实工作，并

编写了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提交该矿矿区范围内保有矿石资源储量（122b+333）

55765t，基础储量（122b）26016t，资源量（333）29749t，并以“辽国土资储备字【2009】

168 号”备案。 

2002、2004、2006、2007、2010 年凤城市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该矿山进行了

矿产资源储量监测工作，并分别编写了相应年度的矿产资源储量年度报告。 

2011 年 11 月，凤城市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该矿进行了资源储量监测工作，提

交该矿矿区范围内保有矿石资源储量（122b+333）91832t，其中基础储量（122b）25860t，

资源量（333）65972t，并以“丹国土资年储备字【2012】001 号”备案。 

2012 年 10 月末，凤城市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该矿进行了资源储量监测工作，

提交了保有矿石资源储量（122b+333）91832t，其中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122b）25860t，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65972t，并以“丹国土资年储备字【2013】001 号”备

案。 

2013 年 6 月，凤城市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该矿进行了储量核实工作，并编制

了《辽宁省凤城市鸡冠山镇暖河村鑫阳水镁石矿深部扩界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该报告

经辽宁溪源矿产资源储量有限公司组织专家评审，储量结果已由辽宁省国土资源厅以

“辽国土资储备字[2013]280 号文件”备案。核实工作截止 2013 年 4 月 30 日，该矿区

范围内查明保有水镁石矿资源储量（332+333）288.19 千吨，矿石品级为Ⅱ级品，其中

（332）77.53 千吨，（333）210.66 千吨。 

2013 年 10 月，凤城市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该矿进行了矿产资源储量动态监测

工作，并提交了《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水镁石）矿产资源储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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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报告（2013 年度）》；截止 2013 年 10 月末，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

司矿区范围内查明保有资源储量（122b+333）123.87 千吨，丹东市国土资源局已备案，

备案文号为丹国土资年储备字[2014]003 号。 

2014 年 10 月，辽宁省第七地质大队为该矿进行了矿产资源储量动态监测工作，并

提交了《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矿产资源储量年度报告（2014 年

度）》；截止 2014 年 10 月末，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矿区范围内查明

保有资源储量（122b+332+333）123.87 千吨，本年新增 0.75 千吨，动用总量为 0.75

千吨，丹东市国土资源局已备案，备案文号为丹国土资年储备字[2015]002 号。 

2015 年 10 月，辽宁省第七地质大队为该矿进行了矿产资源储量动态监测工作，并

提交了《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矿产资源储量检测报告（2015 年

度）》；截止 2015 年 8 月末，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矿区范围内查明

保有资源储量（122b+332+333）120.29 千吨，本年新增 4.51 千吨，动用总量为 8.09

千吨（含新增资源储量），丹东市国土资源局已备案，备案文号为丹国土资年储备字

[2016]002 号。 

2016 年 10 月，辽宁省第七地质大队为该矿进行了矿产资源储量动态监测工作，并

提交了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水镁石）矿山储量年度报告（2016

年度）》；截止 2015 年 9 月末，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矿区范围内查

明保有资源储量（122b+332+333）112.02 千吨，动用总量为 8.27 千吨，丹东市国土资

源局已备案，备案文号为丹国土资年储备字[2017]002 号。 

2017 年 8 月，辽宁省第七地质大队为该矿进行了矿产资源储量动态监测工作，并

提交了《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水镁石）矿山储量年度报告（2017

年度）》；截止 2017 年 8 月末，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矿区范围内查

明保有资源储量（332+333）112.02 千吨，动用总量为 0千吨，丹东市国土资源局已备

案，备案文号为丹国土资年储备字〔2018〕002 号。 

2018 年 8 月，辽宁省第七地质大队为该矿进行了矿产资源储量动态监测工作，并

提交了《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水镁石）矿山储量年度报告（2018

年度）》。截止 2018 年 8 月末，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矿区范围内查

明保有水镁石矿资源储量（332+333）112.02 千吨，动用总量为 0千吨，丹东市国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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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局已备案，备案文号为丹国土资年储备字〔2019〕002 号。 

2020 年 8 月，辽宁省第七地质大队有限责任公司为该矿进行了矿产资源储量动态

监测工作，并提交了《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水镁石）矿山储量年

度报告（2020 年度）》。截止 2020 年 7 月末，矿山处于停产，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

冠山矿业分公司矿区范围内查明保有水镁石矿资源量（控制资源量+推断资源量）为

276.34 千吨。根据相关政策，停产矿山无需进行备案，该年度报告未备案。需要指出

的是自2013年 4月末至2020年7月 31日动用储量为11.85千吨，该动用量主要为2015

和 2016 年度动用。 

4. 区域地质概况 

矿区位于中朝准地台胶辽台隆营口～宽甸台拱凤城凸起的西部。 

5. 矿区地质概况 

5.1  地层 

区域出露的地层主要有下元古界辽河群、大石桥岩组和新生界第四系。 

（1）下元古界辽河群 

辽河群大石桥岩组（Pt1Ld）在矿区内及其周边广泛出露。 

大石桥岩组（Pt1Ld）区域内比较发育，主要由厚层白云石大理岩组成，其次为方

解大理岩、蛇纹石化白云石大理岩，夹透闪透辉变粒岩、含透闪大理岩及二云片岩。岩

层走向呈北西～南东向，倾向北东，倾角 40°～50°。水镁石矿体赋存在该层位中。 

（2）新生界第四系（Q4） 

由黄褐色亚砂土、黑色粘土、亚粘土及砂砾石组成。厚约 0.5m～3.0m 分布矿区东

北部。 

5.2  构造 

区内构造比较简单，褶皱构造为向北东倾斜的单斜构造，岩层倾向北东，倾角 50°

±。 

断裂构造不发育，局部可见层间小断裂，目前还没有发现对水镁石矿体造成破坏的

断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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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岩浆岩 

矿区内没有大的岩浆岩体出露，仅局部见有规模较小的闪长岩、伟晶岩脉侵入 ，

脉宽 10－30m 左右 ，在深部侵入矿体中，对水镁石矿体有一定破坏作用。 

6. 矿体特征及矿石质量 

6．1 矿体特征 

矿区内见有 6条水镁石矿体，均赋存于下元古界辽河群大石桥岩组地层中，矿体呈

囊状～扁豆状或似层状产出。 

Ⅲ矿体：位于矿区北部采区，由斜井内的 311m 和 297m 两个中段控制，最大控制延

长 53m。矿体呈囊状产出，走向 310～130°，倾向北东，倾角 50°左右，水平厚度 28.57m，

真厚度 21.89m，延深大于 50m，赋存标高 297m～272m，埋深 80m～100m，矿体平均品位

MgO 61.19%、SiO2 3.69%、Fe2O3 0.47%。矿体顶底板围岩为蛇纹石化白云石大理岩，与

矿体界限清楚。297m 中段以上采空。矿体品位变化系数 1.14%，厚度变化系数 15.99%。 

Ⅳ矿体：位于Ⅲ矿体西南部，由Ⅰ～Ⅰ＇剖面线 CK1 钻孔、Ⅱ～Ⅱ＇剖面线 CK2 钻

孔和 297m 中段钻孔 ZK10-1、ZK10-2 控制，最大控制延长 176m。矿体呈似层状，走向

302°～122°，倾向北东，倾角 50°～60°左右，水平厚度 8m～10m，平均水平厚度

9m，真厚度 7.37m，平均品位 MgO 60.44%、SiO2 3.79%、Fe2O3 0.47%，赋存标高 362m～

277m，埋深 60m～123m。顶、底板围岩为蛇纹石化白云石大理岩，矿体与围岩界限清楚。

矿体品位变化系数 4.6%，厚度变化系数 18.57%。 

Ⅴ矿体：位于Ⅵ矿体上部由 ZK7 钻孔控制，控制长 50m，呈扁豆状，倾向北东，倾

角 35°平均真厚度 10.73m，平均品位 MgO 为 61.40%，SiO2 2.67%，Fe2O3 0.56%，赋存

标高 288m～260m，矿体埋深 90m～103m，顶板为蛇纹石化大理岩，底板蛇纹岩，矿体与

围岩界线清楚。厚度变化系数 1.41%，单工程控矿品位变化系数为 0。 

Ⅵ矿体：位于Ⅵ矿体上部由 ZK2、ZK4、ZK7、ZK8、ZK9 钻孔控制，控制长 130m，

呈不规则的扁豆状走向呈北西南东向，倾向北东，倾角 30°，真厚度 1.00m～25.89m，

平均真厚度 9.93m 平均品位 MgO 61.57%，SiO2 2.57%，Fe2O3 0.63%，赋存标高 294m～

220m，矿体埋深 116m～142m，顶板围岩以蛇纹岩为主，少量蛇纹石化大理岩，底板围

岩为蛇纹石化大理岩，白云石大理岩矿体与围岩界线清楚，矿体品位变化系数为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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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变化系数为 102.82%。 

Ⅶ矿体：位于Ⅵ矿体下部，由 ZK4、ZK2 钻孔控制，控制长 41m，矿体呈扁豆状，

矿体走向呈北西～南东向，倾向北东，倾角 43°，平均真厚度 2.45m，平均品位 MgO 

60.87%，SiO2 2.45%，Fe2O3 0.57%，赋存标高 269m～211m，埋深 135m～163m，顶底板

围岩为蛇纹石化大理岩，矿体下部有闪长岩脉侵入，破坏矿体的连续性，矿体品位变化

系数为 1.92%，厚度变化系数 222%。 

Ⅷ矿体：分布在Ⅶ矿体下部由 ZK4 钻孔控制，控制长 40m，矿体呈扁豆状，倾向北

东，倾角 47°，平均真厚度 7.67m，矿体平均品位 MgO 61.60%，SiO2 2.46%，Fe2O3 0.78%，

矿体底板围岩为蛇纹石化大理岩，矿体赋存标高 255m～212m，埋深 165m～185m，厚度

变化系数 141%，单工程控矿品位变化系数为 0。 

6.2  矿石质量 

1） 矿石矿物组成 

①矿石颜色结构构造 

矿石呈灰白～淡灰绿色、棕褐色，隐晶质结构，致密块状构造。 

②矿石矿物组成 

矿石矿物：水镁石 90%以上。 

脉石矿物：白云石 5%，蛇纹石少量。 

2） 矿石化学成分 

根据以往化学分析结果及本次化学分析结果显示MgO 58.67～64.02%，平均61.17%，

SiO2 2.45～4.25%，平均 2.98%，Fe2O3 0.19～0.87%，平均 0.58%，CaO、Al2O3 少量。 

6.3  矿石风（氧）化特征 

矿区内所见水镁石矿体埋深较大，矿石没有风化及氧化现象，均为原生矿石。 

6.4  矿石类型及品级 

矿区内所开采的矿石，其自然类型属于白云石～水镁石型和蛇纹石～水镁石型，工

业类型属于低铁的富镁矿石，矿石品级为Ⅱ级品。 

6.5  矿体围岩和夹石 

矿体的直接围岩为蛇纹石化白云石大理岩、蛇纹岩，岩石致密，节理不发育，矿体

与围岩界线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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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中夹有蛇纹石化大理岩，呈不规则形状，厚度小于 1m。 

6.6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由于部分水镁石原矿的品位[Mg(OH)2 含量]较高，加之除了用于加工阻燃填料外，

其他应用领域对其纯度的要求不高，特别是其伴生矿物也大多数是含镁的矿物，如菱镁

矿、白云石、方镁石、蛇纹石等，因此，水镁石目前一般不经选矿，或至进行简单的手

选后即被应用，本次简单介绍用水镁石生产轻质氧化镁工艺流程。用水镁石制备轻质氧

化镁:碳化法制备轻质氧化镁的工艺流程如下： 

水镁石矿石→破碎→煅烧（活化）→细磨→消化（+H2O）→碳化（CO2）→过滤→（蒸

汽）热解→过滤→干燥→煅烧→细磨→轻质氧化镁。 

7． 开采技术条件 

7.1  水文地质条件 

（1）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现状评价 

矿区属侵蚀构造作用为主的低山区，最高海拔530m，当地侵蚀基准面海拔330m，高

差近200m，地势南西高北东低，地势起伏较大，地形坡度10°～30°，切割较强，地表

自然水泄水条件良好。 

矿山目前采用地下开采方式，以竖井开拓，全面采矿法采矿，未开采的Ⅳ矿体赋存

标高364～287m，Ⅴ矿体赋存标高255～212m，Ⅵ矿体赋存标高294～220m，Ⅶ矿体赋存

标高269～211m，Ⅷ矿体赋存标高255～212m，低于当地侵蚀基准面330m。 

现状条件下核实矿区内没有大的地表水体通过，仅发育有季节性山间溪流。当地的

地下水主要靠大气降水补给，地下水动态明显受季节性制约，水量在枯水期及丰水期有

明显差异，地下水位随季节变化变幅明显。 

①矿区地下水类型及含水岩组的组合特征 

矿区及其周边地下水类型主要有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基岩裂隙水、构造裂隙水

和岩溶水。 

②地下水的补径条件及含水岩组之间的水力联系 

核实矿区及其周边地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主要受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

造及水文气象等因素综合控制。矿区地形地势有利于地下水的排泄。各含水层主要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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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降水的渗入补给，地下水动态变化基本上受大气降水的控制。 

③矿床充水因素 

矿区内地表基岩表面有一定程度的风化，加之受断裂构造影响，地表基岩裂隙较发

育，有一定的透水性，加之区内地表堆积物大量分布，受大气降水的补给，易形成松散

层类孔隙水，并沿孔隙、裂隙向下渗透补给基岩裂隙水、构造裂隙水，并通过基岩裂隙、

构造裂隙及断裂破碎带进入井下，因此，区内基岩裂隙水和构造裂隙水是矿床充水的主

要因素之一，同时局部岩脉穿插及构造破碎形成的充水构造带，也是矿床充水的因素之

一。该矿经多年开采，在地表已形成了一处露天采场，暴露面积较大，易汇集地表及地

下水，尤其雨季露天采坑汇聚大量大气降水，加大地下水渗入补给量，区内探采工程也

是地表及地下水的重要汇集场所，易在井下形成积水，加大地下水渗入补给量。因此，

区内地表及地下的新老采矿工程汇水、积水也是矿床充水的因素之一。 

④矿井涌水 

据矿方提供，该矿井下日常涌水量为14－15m3
/d，雨季最大时涌水量可达30m

3
/d。 

（2）矿区水文地质条件预测评价 

根据目前矿山的现状及资料显示，矿山在实际开采活动中，未发生井下突水的情况，

现状条件下矿井涌水量受季节影响变化不大，未来开采活动开拓的探采工程，大部分处

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下，将会导致地下水集中汇集，特别是在每年七～八月的雨季，受

大气降水的补给，基岩裂隙水和构造裂隙水会加大地下水渗入补给量，会出现小规模的

涌水现象，但不会对采矿工作形成较大影响。虽然目前未发生过淹矿事故，但在今后的

采矿开拓过程中应做好防水措施，露采边坡周边迎水地带应挖排水沟或筑挡水墙，以防

止雨季地表水大量流入采坑给地下水造成补给。对未来井下采矿中可能发生涌水或突水

的地段，主要为含导水构造破碎带，应及时采取防护治理措施，并对涌突水通道进行填

堵或帷幕灌浆等手段来堵断导水通道。矿山对不良水文地质问题要有防范预警预案和相

应的防护治理措施，确保矿山生产安全。 

综上所述，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为简单。 

7.2  工程地质条件 

（1）工程地质条件现状评价 

矿区内所采水镁石矿体，顶、底板围岩均为下元古界辽河群大石桥岩组蛇纹石化白

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 16 



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云石大理岩，岩石较为致密，蚀变不发育，其岩石普式硬度系数6－12，其抗压强度为

78.45-117.68Mpa，φ值为21°48′。松散系数K=1.5～1.7，整体质量等级为中等，稳

定性好。除破碎带附近一般不需支护。 

（2）工程地质条件预测评价 

以上结果显示，矿床开采技术条件较好，施工时一般不需要进行支护。但矿体赋存

在蛇纹石化大理岩层中，个别地段围岩节理及裂隙较发育，在岩石较破碎地段，其顶板

易碎，且稳固性较差，应加强支护，避免出现顺层滑落，矿山开采时应加强防护措施，

确保生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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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实矿区属于华北地震区，朝鲜半岛地震亚区，朝鲜地震带，区域地震活动主要受

鸭绿江断裂带活动影响，据现有地震资料，矿区及其周边未发生过四级以上地震，但邻

区发生的一些地震，区内震感明显，但未造成破坏，根据国家地震局第四代1：400 万

《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划分，本区地震烈度为Ⅵ度。按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2001年发

布的《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l8306-2001)，矿区及其周边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0.35s，属于基本稳定区。 

矿区已开采多年，人为工程活动较强烈，区内堆有大量废渣石，对矿区内地表植被

已造成破坏，而且渣堆周边未见排水沟。 

矿区范围内无文物古迹及自然保护区。建筑物均为一般简易工房，密度不大。矿石

中不含 有毒、有害组分及放射性物质，总体评价矿山环境地质条件较为良好。 

综上，环境地质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 

7.4  开采技术条件小结 

该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属于简单型，矿床开采时应注意发生井下突水，应做好预防工

作。矿床工程地质条件属于简单型。在构造影响地段，应进行必要的支护措施，确保安

全生产。矿床环境地质条件为中等型，矿山开采所产生的废石应合理堆放，同时应做好

环境治理及恢复工作，降低开采活动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依据GB12719《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该矿床水文地质条件和工程地质

条件简单，环境地质条件为中等型，属Ⅱ-3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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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矿山开发利用情况 

矿山采用地下开采，开采矿种水镁石矿，生产规模3万t/a，采用竖井开拓方式，分

段矿房法采矿，回采率约为90%，损失率为10%。 

该矿历史形成一处山坡露天采场，该采场长约160m，宽约60m，采场底标高372m，

最大采深小于50m，台阶坡面35-60°，露天采场自然排水通畅，无积水现象。矿山现采

用地下开采，露天部分已废弃。露天采场底部距井下开采矿体保护层厚度大于40m，露

天采场对井下开采无影响。 

目前该矿山井下形成四个中段，338m中段、301m中段、297m中段及210m中段，最大

开采标高297m，现有竖井已开拓至210m。其中Ⅲ矿体297m中段以上存在部分采空区，采

空区长约60m，采高16m左右，采空区采用爆破上下盘围岩，对空区进行了充填处理。矿

山生产所需采矿、提升、通风、排水及运输等设备齐全，各项安全规章制度较完善，所

采矿石一般原矿销售。 

本矿为独立生产矿山，周边无生产矿山企业分布，矿区范围明确，无矿界重叠，无

矿业权纠纷，矿山开采对周边环境无影响。 

经调查，2017年1月18日至本次评估基准日（2020年8月31日），矿山一直处于停产

状态。 

9.  以往评估史 

9.1  矿业权历史沿革 

2015 年 7 月 20 日，丹东市国土资源局颁发矿证，证号：C2106002009107120038474，

采矿权人：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名称：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

司，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水镁石，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3.00 万吨/年，面积：0.1235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415 米至 287 米，有效期限：2015

年 2 月 28 日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壹拾壹月）。 

2016 年 1 月 18 日，丹东市国土资源局颁发矿证，证号：C2106002009107120038474，

采矿权人：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名称：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

司，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水镁石，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3.00 万吨/年，面积：0.1235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415 米至 287 米，有效期限：2016

年 1 月 18 日至 2017 年 1 月 18 日（壹年）。 

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 18 



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2020 年 3 月 27 日，丹东市自然资源局颁发矿证，证号：C2106002009107120038474，

采矿权人：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名称：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

司，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水镁石，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3.00 万吨/年，面积：0.1235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415 米至 202 米，有效期限：2017

年 1 月 18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叁年零捌月）。 

2020 年 7 月 20 日，丹东市自然资源局颁发矿证，证号：C2106002009107120038474，

采矿权人：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名称：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

司，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水镁石，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3.00 万吨/年，面积：0.1235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415 米至 202 米，有效期限：2017

年 1 月 18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叁年壹拾壹月）。 

9.2  以往评估史 

9.2.1以往评估史 

2015年11月20日，辽宁环宇矿业咨询有限公司对该矿山进行采矿权评估，并提交

了《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采矿权评估报告》（辽环矿评字

[2015]C132），评估基准日2015年9月30日，评估目的为出让，评估出让期为5年，评估

范围由4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约0.1235平方公里，标高415米至202米，评估生产规模

地采为3.00万吨/年，评估利用可采储量11.00万吨（其中不含采矿许可证未到期扣减的

可采储量4.00万吨）；采矿权评估价款为人民币46.64万元。该评估报告2015年12月15

日经丹东市国土资源局备案，备案文号：丹国土资采矿评备字[2015]第16号。 

9.2.2价款缴纳情况 

根据采矿权人提供的收据，具体缴费信息如下： 

根据收集到的《一般缴款书》（收据），丹东市国土资源局财务 2016 年 4 月 25 日收

取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采矿权价款人民币肆拾陆万陆仟肆佰元整

（46.64 万元）。根据上述资料统计，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采矿权

价款截止本次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8 月 31 日已交齐，对应的采矿许可证已后补颁发，但

2017 年 1 月 19 日至 2020 年 3 月 26 日期间的应政策原因未进行开采，需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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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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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委托评估的矿业权实施如下评估程序： 

1.接受委托阶段：2020年9月27日，丹东市自然资源局选中我公司承担评估工作，

并于2020年9月27日给我司出具《委托书》（[2020]0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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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沈秉龙、陈旭等。 

2. 尽职调查阶段：2020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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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评估基础资料缺少不符合评估要求，与矿方联系人沟通，对

基础资料进行补充。2020年10月13日，评估小组成员陈旭、沈秉龙在该矿负责人赵丹、

胡月红等的陪同下进行现场调研，核实该矿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并收集当地市场情况和

市场价格，收集、整理有关资料、图件。 

据矿山负责人介绍，该矿山在 2015 年 11 月 20 日，由辽宁环宇矿业咨询有限公司

进行采矿权价款评估后，2016 年 1 月 18 日丹东市国土资源局颁发有效期为 1年的采矿

许可证，并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缴完采矿权价款 46.64 万元，在采矿许可证 2017 年 1

月 18 日到期时，因矿山在帽盔山自然保护区（市级）范围内，丹东市国土资源局（现

称丹东市自然资源局）未受理企业提出的采矿权延续申请，矿山因采矿许可证到期而停

产。随后企业与丹东市国土资源局不断沟通多次，仍然未继续颁发采矿许可证，接着又

因辽委发[2018]49 号文件出台，要求矿山生产系统须达到规划确定的最低开采规模，

本矿山因3.00万吨/年不满足规划5.00万吨/年的要求，故仍没有继续颁发采矿许可证。

2019 年 12 月 12 日该矿山企业提交采矿权延续申请经凤城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由凤

城市自然资源局上报丹东市自然资源局，丹东市自然资源局同意后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补发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为 2017 年 1 月 18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自补发采矿许可

证后，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及生产规模不满足最低开采规模要求，矿山也一直

未生产。2020 年 5 月 6 日该企业又向丹东市自然资源局提出申请，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颁发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为 2017 年 1 月 18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目前矿山正在

改扩建，拟建生产规模 5.00 万吨/年，权属无争议，交通较方便，水、电、劳动力充足，

现场矿山有雇用民工 2个人在对原工业广场堆放的渣石进行人工手选水镁石，而后运输

凤城市当地加工厂；一部分工人在井口施工，工业广场也进行硬化，铺设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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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竖井改扩建                     矿山办公室及工业广场 

  
评估师（右一）和矿山负责人赵丹         工业场地堆放的含有矿石的渣堆 

3. 评定估算阶段：2020 年 10 月 14 日-2020 年 10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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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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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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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具备评估

资料条件且适合采用不同方法进行评估的，应当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通过

比较分析合理形成评估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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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采用一种方法进行评估，并在评估报告中披露只能采用一种方法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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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该矿山开采矿种为水镁石，目前缺少当地具有相同或相似性的矿种出让成交案例，

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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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储量规模属于小型，生产规模为小型，评

估年限较少，矿山一直停产，没有评估所需的财务会计资料，无法确定矿山已有资产数

量及价值，《开发方案》设计的经济参数也不能满足要求，因此其资料的可获取性和可

靠性不适用于折现现金流量法；由此该矿山只满足收入权益法的适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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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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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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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凤城

市鸡冠山镇暖河村鑫阳水镁石矿深部扩界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下称《储量核实报告》）、

《<辽宁省凤城市鸡冠山镇暖河村鑫阳水镁石矿深部扩界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备案

证明》（辽国土资储备字[2013]280号）（下称《评审备案证明》）、《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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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水镁石）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下称《开发利用方案》）、《<

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水镁石）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意见

书》（丹自然开发审字[2020]08号）（下称《审查意见》）、《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

山矿业分公司（水镁石）矿产资源储量年度报告（2013年度）》及《凤城市赛马镇温洞

村于长有煤矿等188家矿山储量年度报告（2013）审查验收备案证明》（丹国土资年储备

字[2014]003号）、《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矿产资源储量年度报告

（2014年度）》及《凤城市兴拓硼铁有限公司（硼矿）等175家矿山储量年度报告（2014）

审查验收备案证明》（丹国土资年储备字[2015]002号）、《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

矿业分公司矿产资源储量检测报告（2015年度）》及《丹东青城子矿业有限公司榛甸铅

锌矿等156家矿山储量年度报告（2015）审查验收备案证明》（丹国土资年储备字

[2016]002号）、《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水镁石）矿山储量年度报

告（2016年度）》及《凤城市林家金矿等151家矿山储量年度报告（2016）审查验收备案

证明》（丹国土资年储备字[2017]002号）、《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水

镁石）矿山储量年度报告（2017年度）》及《凤城市广信矿业有限公司等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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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号）、《丹东鑫阳矿

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水镁石）矿山储量年度报告（2018年度）》及《凤城市

鸡冠山昆圣硅石矿业有限公司等113家矿山储量检测报告（2018）审查验收备案证明》

（丹国土资年储备字[2019]002号）、《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水镁

石矿）矿山储量年度报告（2020年度）》及《审查验收意见表》（下称《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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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凤城市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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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垂直平行断面法估算资源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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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由辽宁省自然资源厅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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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备案，备案文号：辽国土资储备字[2013]2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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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评述 

根据收集到的2013-2018、2020年7个年度报告，分别由凤城市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辽宁省第七地质大队（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对矿区内矿体及资源储量按照有关规

定规范要求进行了监测，基本达到矿山储量动态监测的目的。该7个年度的年度报告均

经丹东市自然（国土）资源局评审备案及审查。综合分析后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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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于2020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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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了矿体的开采方法、开拓方式和生产规模；对开采技术参数指标进行了设计；对矿

山采矿成本费用进行了简单估算，方案经过评审，出具了评审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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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以上分析，评估人员认为《开发利用方案》可作为本次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的

技术参数选取的依据。 

（十三）主要技术参数选取和计算 

1. 储量核实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依据《储量核实报告》及《评审备案证明》，截止 2013 年 4 月 30 日，矿区范围内

保有水镁石矿资源储量（332+333）为 28.819 万吨，矿石品级为Ⅱ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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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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 30 日）至评估基准日（2020 年 8

月 31 日）时长为 7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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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矿山《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因该矿山存在特殊情况，

自上次评估基准日（2015 年 9 月 30 日）至 2017 年 1 月 18 日为有证且陆续生产期；2017

年 1 月 18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是在 2020 年 3 月 27 日才颁发采矿证，属于无证停产

期。根据 2013-2018、2020 年《年度报告》，期间动用资源储量见下表： 

评估期间动用资源储量一览表 

项  目  名  称 动用资源储量（千吨） 备  注 

年  度 报 告 名 称 界内核实量 界内新增量  

2013 年 4 月 30 日 储量核实 288.19  保有资源储量 

2013 年 4 月-2013 年 9 月 2013 年年报 0.00   

2013 年 9 月-2014 年 10 月 2014 年年报  0.75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8 月 2015 年年报 3.58 4.51  

2015 年 8 月-2016 年 9 月 2016 年年报 8.27   

2016年 9月-2017年 1月 18日 
2017 年年报 

0.00  采矿证到期 

2017年 1月 18日-2017年 8月 0.00  停产 

2017 年 8 月-2018 年 8 月 2018 年年报 0.00   

2018年 8月-2020年 3月 27日 

2020 年年报 

0.00  

2020.3.27 补发

采矿证至 2020

年 9月 30日 

2020 年 3月 27日-2020 年 7月 20

日 
0.00  

2020.7.20 补发

采矿证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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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月 20日-2020 年 8月 31

日 
 0.00  

现场调查，矿山

基建 

评估期间动用资源储量合计  11.85 5.26  

根据上表，截止本次评估基准日，矿山动用资源储量总计 1.711 万吨，其中动用界

内储量核实出的资源储量为 1.185 万吨，界内新增且采出的资源储量为 0.526 万吨。本

次只扣减动用界内储量核实出的资源储量为 1.185 万吨；而界内新增且采出的资源储量

为 0.526 万吨需要追缴出让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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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19-1.185 

=27.634 万吨 

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为 27.634 万吨。 

3.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根《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规定：矿业权范围内的资源储量均为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包括预测的资源量（334）？。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对《储量核实报告》中提交的资源储量进行了全部设计，

即设计利用资源储量为28.819万吨，需扣除评估动用资源储量1.185万吨。 

按上述原则，本次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27.634万吨。 

4. 开拓方式与采矿方法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矿体采用地下开采，竖井开拓，采用分段矿房法。 

5. 产品方案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本次评估该矿最终产品为水镁石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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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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开采采矿回采率为 90%；本次评估予以采用。 

6.3 矿石品级 

依据《储量核实报告》，该水镁石矿进行品级划分，确定矿石品级为Ⅱ级，故本次

评估确定矿石品位为Ⅱ级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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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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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34-0）×90%=24.87万吨 

评估计算年限内拟动用的可采出量为24.87万吨。 

6.5 生产规模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设计生产规模为5.00万吨/年。故本次评估确定矿山生

产规模为5.00万吨/年。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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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7/5.00≈4.97（年） 

该矿山评估计算合理服务年限为 4.97 年，即约为 5年。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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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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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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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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1998年第241号令）第七条：采矿许可

证有效期，按照矿山建设规模确定，大型以上采矿许可证最长为30年；中型的采矿许可

证有效期最长为20年；小型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10年。 

根据丹东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委托书》（[2020]09号）的要求，出让收益评估年

限不超过5年。 

因此，依据上述文件本次评估年限为5年（2020年9月～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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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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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评估采用的矿产品为水镁石原矿，其产品产量即为前

面已确定的生产规模5.00万吨/年，本次评估予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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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矿矿石水镁石，根据当地市场行情，

实际销售状况进行的市场询价，该地区水镁石销售价格根据品级的不同，波动较大。该

矿山矿产品品级为Ⅱ级品，经运输至加工厂，进行加工后销售价格在248-266.00元/吨

（不含税）。通过收集加工厂的加工费用（107-124.50元/吨）及运输费用（36.69元/

吨），折算出水镁石原矿在141-141.50元/吨。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确定该矿矿产品含

税的销售价格为200.00元/吨，按13%的税率折算不含税价为176.99元/吨，但未考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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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费用（36.69元/吨），核减后的水镁石原矿销售价格为140.30元/吨。综合考虑，本次

评估确定矿产品不含税价格为140.00元/吨。 

7.4 销售收入 

销售收入=5.00 万吨/年×140.00 元/吨=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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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其他非金属矿产为原矿

采矿权权益系数取值范围为4.0%～5.0%。鉴于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年限为地下开采方式，矿区构造较复杂，矿石品级较差，水文地质

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件简单、环境地质条件中等，矿体埋藏深度等因素综合考虑，本

次评估采矿权权益系数取4.3%。 

（十五）评估假设 

1.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为资产优良的独立企业，且持续经营； 

2.评估设定的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

品结构保持不变； 

3.国家产业、财税、金融政策在预测期内无重大变化； 

4.以现有的开采技术水平为基准； 

5.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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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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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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主要技术参数选取和计算中的6.4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该采矿权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为24.87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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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水镁石-Ⅱ级品价格为3.0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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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7×3.00=74.61（万元） 

经计算，该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值为74.61万元，大写人民币柒拾肆万陆仟

壹佰元整。 

3）需扣减的可采储量 

根据（十七）评估结论中3.1，需要抵扣出让收益的可采储量为10.57万吨。 

4）需要追缴的采出量 

根据（十七）评估结论中4.1，需要追缴出让收益的采出量为0.47万吨。 

5）以市场基准价计算采矿权出让收益 

经计算，该采矿权本次评估中应有偿处置可采储量对应的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值为

44.31万元[=（24.87-10.57+0.47）×3.00]，大写人民币肆拾肆万叁仟壹佰元整。 

（十七）评估结论 

1.采矿权评估基准日及评估年限内评估值 

经过认真评定估算，确定“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采矿权”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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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基准日2020年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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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8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佰贰拾万零捌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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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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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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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34万吨。将上述参数代入公式： 

P=120.08/27.634×27.634×1=120.08（万元） 

3.扣减已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 

3.1 需扣减的可采储量 

1）需扣减现有采矿许可证未到期的可采储量 

根据矿权人提供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截止日（2020年12月31日），对照2015

年11月20日辽宁环宇矿业咨询有限公司提交的《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

司采矿权评估报告》（辽环矿评字[2015]C132），并结合采矿许可证延续时点，属于有偿

出让，需扣减现有采矿许可证未到期的可采储量。本次评估基准日（2020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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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截止日（2020年12月31日）时长为4个月。《采矿许可证》证载

生产规模3.00万吨/年，与上次评估报告评估采用生产规模一致，故本次采用该参数，

按3.00万吨/年进行扣减。 

采矿许可证未到期的可采储量=3.00×（4/12）=1.00（万吨）。 

需扣减现有采矿许可证未到期的可采储量为1.00万吨。 

2）需扣减政策停产对应的可采储量 

根据矿权人提供的《采矿许可证》，2016 年 1 月 18 日丹东市国土资源局颁发的矿

证，有效期限为 2016 年 1 月 18 日至 2017 年 1 月 18 日（壹年），在此期间矿权人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向丹东市国土资源局财务缴纳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矿业分公司采

矿权价款人民币肆拾陆万陆仟肆佰元整（46.64 万元）。自 2017 年 1 月 19 日至 2020 年

3 月 26 日期间（3年 2个月 8天），矿产资源管理部门未给矿权人颁发采矿许可证，原

因是国家宏观政策（市级（帽盔山）自然保护区和辽委发[2018]49 号文）出台导致停

产，非企业自身原因。 

在矿权人提供的《2017、2018、2020 年度报告》中，台账均显示未动用资源储量，

且《2018 年度报告》中还有矿业权人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写的《停产证明》，凤城市

鸡冠山镇人民政府、凤城市国土资源局刘家河所和凤城市鸡冠山镇企业综合服务中心联

合盖章签字确认情况属实：“由于采矿许可证到期，我公司自 2017 年 1 月 18 日至今一

直处于停产状态，没有采出矿石量。” 

根据2015年11月20日辽宁环宇矿业咨询有限公司提交的《丹东鑫阳矿业有限公司鸡

冠山矿业分公司采矿权评估报告》（辽环矿评字[2015]C132），正文P16与P17中描述：“根

据委托方要求本次评估需要扣除评估基准日（2015年9月30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已

经缴纳价款对应的可采储量。扣除价款期间的可采储量按矿山现采矿许可证（证号：

C2106002009107120038474）载明的生产规模3万吨/年进行计算。详见附表1。”计算表

中将在2015年10月-12月、2016年、2017年分别扣除已缴纳价款对应可采储量7500吨、

30000吨和2500吨，合计4.00万吨。即2016年1月18日至2017年1月18日价款已经处置。 

根据矿权人提供的《采矿许可证》，在本次评估基准日内延续有效的采矿许可证存

在两个，第一个是丹东市自然资源局在2020年3月27日颁发的矿证，有效期限为2017年1

月18日至2020年9月30日（叁年零捌月）；第二个是丹东市自然资源局在2020年7月20日

颁发的矿证，有效期限为2017年1月18日至2020年12月31日（叁年壹拾壹月）。两个《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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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许可证》均属于后续补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三十条第

一款：采矿权人享有按照采矿许可证规定的开采范围和期限从事开采活动的权利；而采

矿权人并未享受到开采矿产资源的权利，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19

年修正）第一章第八条的相关规定：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综上所述，需扣减因政策性停产期间（自2017年1月19日至2020年3月26日）3年2

个月8天对应的可采储量，即根据上次评估报告评估采用生产规模3.00万吨/年进行扣

减。 

政策性停产对应的可采储量=3.00×（3+2/12+8/366）=9.57（万吨） 

3）需扣减的可采储量 

综合上述，需要扣减的可采储量为10.57万吨（=1.00+9.57）。 

3.2 扣减已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 

扣减已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采矿权评估价值×（需要扣减的可采储量÷本次评估

利用的可采储量） 

=120.08×（10.57÷24.87） 

=51.04（万元） 

4.追缴采矿权出让收益 

4.1 追缴新增的可采储量 

根据“财综[2017]35号”文件第六条：已缴清价款的采矿权，如矿区范围内新增资

源储量和新增开采矿种，应比照协议出让方式征收新增资源储量、新增开采矿种的采矿

权出让收益。其中，仅涉及新增资源储量的，可在已缴纳价款对应的资源储量耗竭后征

收。根据《2013-2020年度报告》，对照本文（十三）2的评估期间动用资源储量一览表

统计，界内新增资源储量0.526万吨，结合文件精神，需追缴采矿权出让收益，按照《开

发利用方案》中利用的采矿回采率90%进行计算，则可采储量为0.47万吨（=0.526*90%）。 

4.2 追缴采矿权出让收益 

追缴采矿权出让收益=采矿权评估价值×（需要追缴新增的可采储量÷本次评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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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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矿业权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 评估结果的有效期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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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有效期，此评估结果

无效，需要重新进行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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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评估报告书的使用范围 

本评估报告仅供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以及报送有关主管机关公示、公开后使

用，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开。除依

据法律须公开的情形外，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公开的媒体上。本评估报告

的复印件不具有法律效力。 

3. 其它责任划分 

本评估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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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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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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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市场价格，也不是

对资产价格的保证，评估对象的市场价值由相关当事方依照司法程序通过公开市场处置

形成最终市场价格。 

（二十）矿业权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书提交日期为 2020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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