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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对象：威信县扎西镇梅岭采石场采矿权。
评估委托方：威信县国土资源局。
评估机构：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目的：威信县国土资源局拟以挂牌方式出让“威信县扎西镇梅岭采石场采
矿权”，按国家有关规定，需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本次评估即是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而为委托方确定上述采矿权在本评估报告所述各种条件下和评估基准日时点上的采
矿权出让收益底价提供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18 年 2 月 28 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评估主要参数：评审通过的划定矿区范围保有资源储量（122b）223.84 万吨；
边坡压覆资源储量(2S22）56.50 万吨。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122b）223.84
万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223.84 万吨。评估用设计损失量 0 万吨，采矿回采率 95%，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212.65 万吨。生产规模为 30.00 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为 7.09
年，评估计算年限为 7.09 年。产品方案为原矿(建筑石料用灰岩)，产品不含税售
价 22.75 元/吨；折现率 8%，采矿权权益系数 4.0%；地质风险调整系数 1.0。
评估结论：本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
评估程序，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威信县扎西
镇梅岭采石场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143.73 万元，大
写人民币壹佰肆拾叁万柒仟叁佰元整。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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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规定，本报告评估结果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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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评估报告及评估结果仅供委托方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不应
同时用于或另行用于其他目的。
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属于委托方。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
未征得本公司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
媒体。未经委托方许可，本公司不会随意向任何单位、个人提供或公开。
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重要提示：
以上内容摘自《（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镇梅岭采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
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该采矿权评估报告全文。

法定代表人：善在仁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叶桂红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报告复核人：董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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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受威信县国土资源局的
委托，对“威信县扎西镇梅岭采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公司接受委托
之后，根据国家有关采矿权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按照公认
的评估方法，遵循《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 11000—2008）规定的评估程序，
对该矿进行了尽职调查、收集资料与评定估算，对该采矿权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所
表现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作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名称：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住

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霖岚广场 B 座 27 层 2712-2716 号；

法定代表人：善在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36682615778；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8〕007 号。
2．委托方概况
评估委托方：威信县国土资源局（见附件第 7 页）。
3．评估目的
威信县国土资源局拟以挂牌方式出让“威信县扎西镇梅岭采石场采矿权”，按国
家有关规定，需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本次评估即是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而为委托
方确定上述采矿权在本评估报告所述各种条件下和评估基准日时点上的采矿权出让
收益底价提供参考意见。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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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
4.1 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为“威信县扎西镇梅岭采石场采矿权”。
4.2 评估范围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见附件第 7 页），评估范围为：
矿山名称：威信县扎西镇梅岭采石场（以下简称“梅岭采石场”）；
开采矿种：建筑石料用灰岩；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30.00 万吨/年；
矿区范围：经昭通市国土资源局备案的《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镇梅岭采石场建筑
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正文第 4 页中“表 1—1 威信县扎西镇梅岭采石场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确定的矿区范围。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详见表 1。
表 1 梅岭采石场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1980 西安坐标系）
拐点号

X

Y

拐点号

X

Y

矿1

3080184.08 35496439.00

矿3

3079977.12 35496578.50

矿2

3080043.66 35496353.90

矿4

3080119.77 35496620.10

矿区面积：0.0329 平方千米
开采深度：由 1365 米至 1288 米标高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据《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镇梅岭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即为前述划定矿区范围。矿产资源储量估
算范围与划定矿区范围的位置关系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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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与划定矿区范围的位置关系图

矿产资源储量类型及数量：据《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镇梅岭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
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划定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122b）223.84 万吨；边坡
压覆资源储量（2S22）56.50 万吨(见附件第 62 页)。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本项目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223.84 万吨（计算过程详见
“11.1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截至评估基准日，上述范围内未设置其他矿业权，无矿业权权属争议。
5．评估基准日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本项目的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18 年 2 月 28 日。评估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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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的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该评估基准日的客观有效标准。
6．评估依据
6.1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2）《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41 号）；
（3）《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 号）；
（4）
《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
（国土资发〔2003〕197 号）；
（5）《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12 号）；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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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综
〔2017〕35 号）；
（7）
《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矿产资源开采审批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土
资规〔2017〕16 号）；
（8）《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2015 年修订）
和云南省矿业权交易办法（2015 年修订）的通知》（云政发〔2015〕49 号）；
（9）
《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2008 年 8 月中国大
地出版社出版）；
（10）《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2008 年
10 月中国大地出版社出版）；
（11）《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
（12）《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
（13）《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02）。
6.2 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
（1）《矿业权评估委托书》；
（2）《威信县人民政府关于关闭威信县长安乡大坨尾采石场新建威信县扎西镇
梅岭采石场的批复》(威政复〔2018〕4 号)；
（3）
《关于<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镇梅岭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昭市国土资矿储备字〔2018〕13 号）；
（4）《<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镇梅岭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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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意见书》（昭市通力矿评储字〔2018〕13 号）；
（5）《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镇梅岭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昭通亿融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编制）；
（6）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表》
（昭矿评矿开审〔2018〕13 号）及《矿
山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审查意见书》；
（7）《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镇梅岭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2018）》（昭通亿融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编制）。
7．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本章内容除“7.7 矿山开发利用现状”外，均摘自《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镇梅岭采
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
7.1 矿区位置和交通
梅岭采石场位于威信县城 257°方向，直平距约 8 千米，在威信县扎西镇墨黑村
境内。矿区地理坐标为：东经 104°57′47″～104°57′56″，北纬 27°50′00″～
27°50′07″。
威信—墨黑、横田乡村公路分别从矿区外围北东部、东南部通过，矿区至威信
县城运距约 11 千米，至昭通运距约 246 千米，交通较方便。
7.2 矿区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矿区属构造侵蚀、溶蚀中山地貌，地形切割。中等，地势总体南西部高北部低，
最高点位于矿区外围西部，海拔 1385 米；最低点位于矿区外围北部，海拔 1250 米，
最大相对高差 135 米；最低点位于矿区北西角，海拔 1288 米，最大相对高差 77 米。
地形坡度一般 20°～45°。局部较陡。植被稀疏—较密，以灌木杂草为主。地形地
貌条件中等。
矿区地表水系不发育，区内除季节性山间溪流外无其他地表水体，矿区位于当
地侵蚀基准面（标高 1250 米)以上，地表坡形有利于大气降水的排泄，矿床充水为
季节性大气降雨的下渗，开采范围内大气降水大部分通过采场边坡及斜坡向矿区西
部、东部低矮处自然排泄，部分渗入地下成为地下水。矿区地表水系属长江流域赤
水河水系。
矿区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区，冬春季干旱，但雨雾频繁、日照少、空气湿度大；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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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秋季多雨，空气湿润，且早、雨季分明，但四季不太明显。多年平均气温 14.5℃，
极端最高气温 36℃，极端最低气温-9.8℃。年降雨量 868～1351 毫米，日最大降雨
量 155.4 毫米，5～10 月为雨季，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 80.2%；年平均相对湿度 73～
87%。冬季冰冻时间较长，每年 11 月至次年 3 月为冰冻期。全年主导风向为东北风，
风力一般为 2～3 级。
矿区行政区划隶属威信县扎西镇。扎西镇位于威信县中南部，是县人民政府驻
地和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土面积 187 千米，自然资源丰富，有煤炭、石
灰石、钾盐等矿产资源，其中煤炭资源尤为丰富。矿区当地居民以汉族为主，杂居
苗族，劳动力充裕。主要农作物有玉米、小麦、红薯、洋芋、烤烟等。矿区交通、
供电、通讯等内、外部建设条件较好。
7.3 矿区地质工作概况
（1）2006 年，云南省煤田地质局煤炭地质勘查院编制了《1∶10 万云南省威信
县区域地质图》，基本查明了区域地层层序、石灰岩分布和主要构造格局等。
（2）2018 年 1 月，昭通亿融科技信息有限公司编制了《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镇梅
岭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8 年 2 月 6 日，昭通市通力资源
服务中心组织专家对该报告进行了评审，并出具了《<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镇梅岭采石
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昭市通力矿评储字〔2018〕
13 号）。2018 年 2 月 8 日，昭通市国土资源局以《关于<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镇梅岭采
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昭市国土
资矿储备字〔2018〕13 号）对该报告提交的资源储量进行了备案。
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评审通过的划定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122b）223.84
万吨；边坡压覆资源储量（2S22）56.50 万吨。
7.4 矿区地质概况
7.4.1 矿区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由新到老有第四系（Q）、三叠系下统卡以头组—飞仙关组(T1k-f)、
二叠系上统龙潭组—长兴组(P2l-c)、二叠系下统矛口组(P1m)，其岩性如下：
（1）第四系（Q）
为残坡积、冲洪积物，岩性为风化黄灰色粘土、含砾粘土，厚度 0～3 米，分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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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矿区的山顶、沟谷及缓坡地带、地表出露岩石间。与下伏地层均呈不整合接触。
（2）三叠系下统卡以头组—飞仙关组(T1k-f)
分布于矿区外围北西部。飞仙关组岩性为紫色薄层状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
钙质细砂岩。顶部以紫红色钙质粉砂岩与 T1y 分界。底部以紫色泥质粉砂岩与下伏地
层整合接触。产瓣鳃、腕足类等。厚度为 336～470 米；卡以头组岩性为灰绿、灰黄
色粉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粉砂岩及钙质细砂岩。顶部以灰绿夹紫红色粉砂岩与
T1f 分界。与下伏地层呈假整合接触。中上部常夹灰色鲕粒灰岩。厚度为 71～88 米。
（3）二叠系上统龙潭组—长兴组(P2l-c)
分布于矿区外围北西部。长兴组岩性为黑灰色薄—厚层状灰岩，钙质泥岩夹煤
线。顶部以煤层与 T1k 分界。产动、植物化石。厚度为 30～81 米；龙潭组岩性以灰、
灰绿色厚层块状泥岩为主，夹砂岩、泥质粉砂岩及煤层。含菱铁质结核，由下至上
含量增加，底部为灰白色铝土质泥岩与泥岩，与下伏地层呈假整合接触。产植物化
石。厚度为 117～190 米。
（4）二叠系下统茅口组（P1m）
岩性为灰、深灰色中—厚层状、块状结晶灰岩，含碎石团块与条带，与下伏地
层呈假整合接触。界线难分。产蜓科等。分布于整个矿区范围及外围一定区域，为
矿体赋矿层位，地层产状：310°∠25°，厚度为 280～392 米。
7.4.2 矿区构造
矿区西侧发育一正断层 F1，该断层走向北东—南西，倾斜北西，倾角为 40°左
右，落差大于 20 米。
矿区总体为一向北西倾斜的单斜构造，地层产状 310°∠25°。矿区内未发现断
裂构造，但岩层节理裂隙较发育，岩石较破碎。矿区地质构造复杂程度为简单类型。
7.4.3 岩浆岩
矿区外围南西、北东部发育二叠系上统峨眉山玄武组（P2β）玄武岩，玄武岩属
基性火山岩（岩浆岩）。
7.5 矿产资源概况
7.5.1 矿体（层）特征
矿区矿床类型为浅海相碳酸盐岩沉积型建材层状非金属矿床。矿区内全为石灰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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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矿体产于二叠系下统茅口组（P1m）地层，岩性为灰、深灰色中—厚层状、块状
结晶灰岩，含碎石团块与条带，出露较好，形态简单，层位稳定，呈中—厚层状、
块状产出。岩石较破碎、节理裂隙较发育，岩溶中等发育。
区内矿体具稳定的含矿层位，经探矿工程控制，矿体产状 310°∠25°，厚度大
于 200 米。矿体沿走向、倾向厚度变化不大，属厚度稳定的矿层。
7.5.2 矿石质量
（1）矿石物质组成
矿区石灰岩为一套浅海相碳酸盐岩，颜色偏深，体重 2.65 吨/立方米，矿物成
分主要为方解石（碳酸钙）。矿石主要用作建筑石料。
（2）矿石结构及构造
矿石呈层状结构，块状构造，质地均匀。矿石致密、性较脆，风化面呈灰色。
（3）矿石化学性质
矿石中主要化学组份有：CaCO3：96.78%、Fe2O3：0.24%、SiO2：0.74%、AL2O3：0.20%、
MgO：0.51%、SO3：0.22%、CaO：52.13%等。
（4）矿石类型及品级
矿区矿石自然类型为沉积岩，工业类型属建材层状非金属矿床。
矿山所产矿石主要用于公路、民用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矿石 CaO 含量较高，
达 52.13%，矿石品级为一级品，属较好的建筑石料。
7.5.3 矿体（层）围岩和夹石
矿区二叠系下统茅口组（P1m）灰岩矿体上覆岩层为二叠系上统龙潭组灰、灰绿
色厚层块状泥岩夹砂岩、泥质粉砂岩和灰白色铝土质泥岩、泥岩等，厚度 117～190
米；下伏岩层为栖霞组(P1q)深灰、浅灰色厚层、块状灰岩夹泥质条带，厚度 168～
401 米。另外，矿体出露地表岩石间局部赋存第四系黄灰色粘土，含灰岩角砾，厚度
0～3 米。矿体基本无夹石。
7.5.4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矿山采用两级联合式破碎工艺，集破碎、筛分、排废于一体，破碎后的矿石经
皮带运到堆料场。矿石中有害元素含量均低于工业要求指标，说明该区矿石属于较
佳产品。矿石经简单筛选后，用破碎机破碎成粗、细（面）砂后销售给当地建筑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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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修筑公路、房屋等。矿石易开采、易加工，以其为原料生产的产品质量稳
定，且生产过程中无有害成分危及人员、生产设备，所以矿石加工技术性能较好。
7.6 开采技术条件
7.6.1 水文地质条件
矿床拟为露天开采，地下水埋藏较深，对矿床无较大充水影响；矿床充水为季
节性大气降雨的下渗，开采范围内裂隙水可通过采场边坡及斜坡自然排泄。因此，
地表水及地下水对采矿活动无较大影响。
综上，矿区水文地质勘查类型属以岩溶裂隙含水层直接充水为主的简单类型。
7.6.2 工程地质条件
区内矿床为层状、块状产出较坚硬岩组，岩石强度较高，但岩石较破碎、节理
裂隙发育，矿山开采必须将来场边坡角及边坡高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以避免发生
采场边坡滑坡、崩塌、掉石等，威胁施工人员及设备安全。
综上，矿床工程地质勘查类型属以层状岩类较坚硬岩组为主的简单类型。
7.6.3 环境地质条件
区内地质环境较脆弱，随着矿山的开采，易导致环境变差。为此，要加强对采场
边坡的变形监测、废石（土）管理和岩溶探测等，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防止岩（土）
体产生较大规模的开裂变形、滑坡、崩塌、泥石流、岩溶塌陷而造成伤害和环境恶化。
综上，矿区环境地质勘查类型属以次生环境地质问题为主的中等类型。
7.7 矿山开发利用现状
梅岭采石场为拟建矿山，尚未开采。
8．评估实施过程
本评估项目自 2018 年 3 月 3 日至 2018 年 4 月 23 日止，共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接受委托阶段：委托方于 2018 年 3 月 3 日与本公司进行接触，双方商议
明确此次评估的目的、对象、范围、评估基准日，并达成评估委托意向。2018 年 3
月 5 日，委托方出具了《矿业权评估委托书》。
（2）尽职调查阶段：2018 年 3 月 5 日至 3 月 6 日，根据矿业权评估的有关原则
和规定，本公司评估人员张照有到威信县国土资源局，对纳入评估范围的采矿权进
行产权核查，收集、核实有关资料。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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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定估算阶段：2018 年 3 月 7 日至 2018 年 4 月 22 日，评估人员根据调查
了解的情况，对收集到的有关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确定了评估方法，制定
了评估方案，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定估算，完成评估报告初稿和内
部复核。
（4）提交报告阶段：2018 年 4 月 23 日，本公司向委托方出具正式评估报告。
9．评估方法
9.1 评估方法的选取
2018 年 1 月，昭通亿融科技信息有限公司提交了《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镇梅岭采
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储量核实报告》）及《云南
省威信县扎西镇梅岭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2018）》（以
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
《储量核实报告》、
《开发利用方案》均已经通过相关职能
部门审查。
根据上述资料，梅岭采石场预期收益年限可以预测，预期收益和风险可以预测
并以货币计量，具备收益途径评估方法应用的前提条件。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相关规定，对具备评估资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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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截至本次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2 月 28 日，云南
省建筑石料用砂岩矿的采矿权出让市场基准价尚未出台，矿业权交易市场信息公开
不够，不具备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进行评估的条件；以及
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不能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要求等因素，并结合梅岭采石场
矿产资源储量规模为小型、出让规模为《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非煤矿山转型升
级的实施意见》
（云政发〔2015〕38 号）规定的建筑用石料类(饰面用除外)新建矿山
最小开采规模等情况，本次评估只采用收入权益法对梅岭采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进
行评估。其基本思路是：将各年销售收入折现后累计求和，再用采矿权权益系数调
整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9.2 收入权益法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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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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评估相关资料评述
本次评估委托方提供了《储量核实报告》及其评审、备案材料和《开发利用方案》
及其审查、备案材料，现分别对上述资料评述如下：
10.1 地质勘查资料评述
2018 年 1 月，昭通亿融科技信息有限公司编制了《储量核实报告》
（见附件第
25 页）。2018 年 2 月 6 日，昭通市通力资源服务中心组织专家对该报告进行了评审，
并出具了《<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镇梅岭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评审意见书》
（昭市通力矿评储字〔2018〕13 号）
（以下简称《评审意见书》，见附件
第 11 页）。2018 年 2 月 8 日，昭通市国土资源局以《关于<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镇梅岭
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昭市国
土资矿储备字〔2018〕13 号）对该报告提交的资源储量进行了备案（见附件第 10 页）
。
评估人员分析后认为：
《储量核实报告》由具有固体矿产勘查丙级资质的单位编
制，已通过相关职能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并在昭通市国土资源局进行了备案；
《储
量核实报告》储量估算范围与本次评估范围一致，其提交的资源储量可以作为本次
评估的基础数据。
10.2 矿山设计资料评述
2018 年 1 月，昭通亿融科技信息有限公司编制了《开发利用方案》
（见附件第
67 页）。2018 年 2 月 6 日，昭通市通力资源服务中心组织专家对《开发利用方案》
进行了评审，并于 2018 年 2 月 7 日出具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表》
（昭
矿评矿开审〔2018〕13 号）及《矿山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审查意见书》
（见附件第 63～66 页）。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依据的储量资料为《储量核实报告》
，设计开采方式为露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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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开采，开拓方案为公路—汽车运输开拓；设计利用资源储量 223.84 万吨，采矿回
采率 95%，生产能力 30.00 万吨/年；设计服务年限 6 年；产品方案为建筑石料用灰
岩。《开发利用方案》对项目进行了概略技术经济分析。
评估人员分析后认为：《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范围在本次评估范围之内，并且
通过了相关职能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开发利用方案》设计采用的开采方式、开
拓方案、开采技术指标等基本符合当地类似矿山实际，可作为本次评估技术指标选
取参考依据，但其经济评价内容过于粗略，无法获取详细的经济参数指标。
11．评估参数的确定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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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本报告评估利用资源
储量由下列公式计算确定：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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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储量核实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据《储量核实报告》及其《评审意见书》
，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评审通过的
划定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122b）223.84 万吨；边坡压覆资源储量（2S22）56.50
万吨（见附件第 21、61 页）。
11.1.2 储量核实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的动用资源储量
梅岭采石场属拟建矿山，尚未开采。本次评估储量核实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动
用资源储量为 0。
11.1.3 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
据《储量核实报告》，“边坡压覆（2S22）类资源储量条件：
①地质可靠程度为控制的；
②收益率呈负值，开采是不经济的；
③保有可利用（122b）储量块段外推部位的禁采资源量；
④地面建筑物、边坡等压覆的不能利用的资源量”
（见附件第 60～61 页）。
经征询委托方意见，边坡压覆（2S22）资源储量暂无法利用且《开发利用方案》
亦未设计利用，不参与本次出让收益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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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 223.84 万吨。
11.1.4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的确定
本项目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223.84 万吨。
11.2 开采方式
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采用露天开采方式（见附件第 76 页）。
本次评估确定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
11.3 开采技术指标
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采矿回采率为 95%（见附件第 76 页）。
本次评估确定采矿回采率为 95%。
11.4 产品方案
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产品方案为普通建筑用砂石料（见附件第 76 页）。
考虑到本次评估所采用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评估建筑材料矿产仅有原矿产品
所对应的采矿权权益系数、无加工产品所对应的采矿权权益系数）及采矿权评估有
关要求，本次评估确定产品方案为原矿（建筑石料用灰岩）。
11.5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本报告评估利用可采储量按照《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
“10.1
参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以及其他指导意见，确定与评估方法所必需
的评估参数”，以及“10.2 可采储量应根据矿山设计文件或者设计规范的规定进行
确定。”的规定，在《开发利用方案》基础上调整确定。
《开发利用方案》采用下列公式计算设计可采储量和采出矿石量：
设计可采资源储量＝设计利用资源储量×资源利用系数。
设计采出矿石量＝设计可采资源储量×回采率。
其中：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取评审通过的保有可利用的(122b)资源储量 223.84 万
吨；资源利用系数参照《矿业权评估指南》
（2006 年修订）规定，取 0.8，回采率取
95%。
评估人员将《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可采储量、设计采出矿石量与《矿业权评估
利用资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 30300-20210）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计算公式进行了对
比后认为：
《开发利用方案》中的采出矿石量与矿业权评估中的评估利用可采储量的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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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相同，但《开发利用方案》依据《矿业权评估指南》
（2006 年修订）选取 0.8 作
为资源利用系数，是对《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误读，不应采纳。
本报告采用下列公式计算确定评估用可采储量
评估用可采储量＝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回采率
＝223.84×95%
＝212.65（万吨）
本报告评估利用可采储量取 212.65 万吨。
计算过程详见附表三。
11.6 生产能力及服务年限
11.6.1 生产能力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生产规模为 30.00 万吨/年（见附件第 7 页）。
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生产能力为 30.00 万吨/年（见附件第 75 页）。
本次评估确定矿山生产能力为年产原矿 30.00 万吨。
11.6.2 服务年限
矿山合理服务年限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T＝Q÷A
式中：T—合理的矿山服务年限；
Q—评估利用可采储量（212.65 万吨）；
A—矿山生产能力，30.00 万吨/年；
由此计算出梅岭采石场的矿山服务年限为：
T＝212.65÷30.00＝7.09（年）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出让年限按评估计算的矿山理论服务年限确定（见附
件第 7 页）。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有关规定，采用收入权益法评估
计算时，不考虑建设期；故本报告评估计算年限为 7.09 年，即从 2018 年 3 月至 2025
年 3 月。
11.7 销售收入估算
11.7.1 计算公式
年销售收入＝原矿产量×原矿不含税销售价格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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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2 产品产量
据“11.6.1 生产能力”，原矿年产量为 30.00 万吨。
11.7.3 销售价格
石灰岩主要成份为碳酸钙（CaCO3），是一种深灰、灰白色交通、建筑原料，有极
其广泛的用途。在国家拉动内需的政策指引下，威信县许多大型建设项目已陆续开
工，新一轮建设高潮已经到来，市场对石灰岩的需求量有较大的增加。
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矿山最终产品要为普通建筑用砂石料，设计销售价为
35 元/吨(见附件第 80 页)。评估人员根据资料分析后认为，该价格为不含税价。
据评估人员调查了解，当地类似矿山将原矿加工成砂石料的加工费用大约占砂
石料销售价格的 20%～40%，考虑到该矿矿石加工技术性能等因素，本次评估按销售
价格的 35%确定综合加工费用为 12.25 元/吨（35.00×35%）。计算得原矿不含税销售
价格为 22.75 元/吨（35.00－12.25）。
本次评估确定原矿（建筑石料用灰岩）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22.75 元/吨。
11.7.4 年销售收入
正常生产年份销售收入以 2019 年为例：
年销售收入＝30.00×22.75＝682.50（万元）
11.8 折现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2006 年第 18 号〕公告，凡涉及国家收取矿业
权价款的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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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评估目的是为委托方确定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故参照价款
评估的规定，折现率取 8%。
11.9 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
折现率为 8%时，产品方案为原矿的建筑材料矿产采矿权权益系数为 3.5%～4.5%。梅
岭采石场水文地质条件属简单、工程地质条件属简单、地质环境条件属中等；矿山
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综合分析后，本次评估采矿权权益系数取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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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应征收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12.1 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将第 11 章参数代入“9.2 收入权益法的计算公式”，计算出评估计算年限内（333）
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为 143.73 万元。
计算过程详见附表二。
12.2 应征收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应征收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采用《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
》
推荐的下列公式计算：

P 

P1
 Q  k
Q1

公式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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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73
万元)；
Q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223.84 万吨)；
Q —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量（334）？(223.84 万吨)；
k—地质风险调整系数(k＝1)。
经计算，应征收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143.73 万元。
计算过程详见附表一。
13．评估假设
（1）评估设定的未来矿山生产方式、产品结构保持不变，且持续经营；
（2）国家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在预测期内无重大变化；
（3）以现有采矿、加工技术水平为基准；
（4）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5）以委托方约定的生产规模（30.00 万吨/年）和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
（122b）223.84 万吨进行评估。
14．评估结论
本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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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威信县扎西镇梅岭采石场采
矿权”在评估基准日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143.73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佰肆拾
叁万柒仟叁佰元整。
计算过程详见附表一。
15．评估基准日期后调整事项说明
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后发生的影响委托评估采矿权价值的期后事项，包括国家
和地方的法规和经济政策的出台，矿产品市场价格的较大波动等。本次评估在评估
基准日后至出具评估报告日期（评估报告日）之前，未发生影响委托评估采矿权价
值的重大事项。
16．特别事项说明
16.1 评估结论使用的有效期
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规定，本报告评估结果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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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以内，如果矿产资源储量发生变化，在实际作价时应根据
原评估方法对采矿权价值进行相应调整；当价格标准发生重大变化而对采矿权价值
产生明显影响时，评估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采矿权评估价值。
超过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需重新进行评估。
16.2 评估结论有效的其他条件
本项目评估结论是以特定的评估目的为前提，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技
术经济资料，并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确定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评估中没有考
虑将本报告用于其他目的可能对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所带来的影响，也未考虑其
他不可抗力可能对其造成的影响。如果上述前提条件发生变化，本评估结论将随之
发生变化而失去效力。
16.3 关于次边际经济资源量（2S22）的说明
据《储量核实报告》，“边坡压覆（2S22）类资源储量条件：
①地质可靠程度为控制的；
②收益率呈负值，开采是不经济的；
③保有可利用（122b）储量块段外推部位的禁采资源量；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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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地面建筑物、边坡等压覆的不能利用的资源量。
”经征询委托方意见，边坡压
覆（2S22）资源储量暂无法利用且《开发利用方案》亦未设计利用，不参与本次出
让收益计算。
本次评估边际经济资源量（2S22）56.50 万吨未参与出让收益评估计算。若未来
因生产技术条件、市场经济条件变化或矿山开采范围变化等原因，导致该部分资源
量能被开采利用时，该部分资源量需重新进行评估，并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提请
报告使用者注意此问题。
16.4 其他责任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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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人员与评估委托方及采矿权申请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本公司只对本项目评估结论本身是否合乎职业规范要求负责，而不对资产业务
定价决策负责。
本次评估工作中评估委托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包括储量核实报告、开发
利用方案及其相关资料等）是编制本评估报告的基础，相关文件材料提供方应对所
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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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评估报告含有若干附表和附件，附表是构成本评估报告的必要组成部分，与
本评估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附件是编制本评估报告的重要依据。
本评估报告经本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并加盖评估机构评估
报告专用章及矿业权评估师专用章后生效。
17．矿业权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本评估报告及评估结论仅供委托方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不应
同时用于或另行用于其他目的。
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属于委托方。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
未征得本公司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
媒体。未经委托方许可，本公司不会随意向任何单位、个人提供或公开。
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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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矿业权评估报告日
本项目评估报告日即出具出让收益评估报告的日期：2018 年 4 月 23 日。
19．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

法定代表人：善在仁

项目负责人：叶桂红

矿业权评估师

报告复核人：董通生

矿业权评估师
高级经济师

评估助理：张照有

校

对： 张劲洪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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