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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对象：威信县三桃乡凉水洞采石场采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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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信县三桃乡凉水洞采石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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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通过的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122b）250.11 万吨；边坡

压覆资源储量（2S22）180.03 万吨；另外，预测的资源量（334）？482.90 万吨。参

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122b）250.11 万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2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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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60 万吨。生产规模

为 30.00 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为 7.92 年，评估计算年限为 7.92 年。产品方案

为原矿(建筑石料用灰岩)，产品不含税售价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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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信县三桃乡凉

水洞采石场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143.93 万元，大写人

民币壹佰肆拾叁万玖仟叁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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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有关事项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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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信县三桃乡凉水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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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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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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信县三桃乡凉水洞采石场采矿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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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信县三桃乡凉水洞采石场采矿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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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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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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信县三桃乡凉水洞采石场采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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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信县三桃乡凉水洞采石场（以下简称“凉水洞采石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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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威信县三桃乡凉水洞采石场建

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正文第 4页中“表 1-1  威信县三桃乡凉水洞采

石场划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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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水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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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6268.00 35495430.00 矿 8 3096045.00  35495491.00 

矿 2 3096202.00 35495466.00 矿 9 3096004.00  35495435.00 

矿 3 3096209.00 35495515.00 矿 10 3095886.00  35495372.00 

矿 4 3096067.38 35495573.68 矿 11 3095910.00  35495328.00 

矿 5 3095853.00 35495528.00 矿 12 3096059.00  35495363.00 

矿 6 3095837.00 35495448.00 矿 13 3096202.00  35495354.00 

矿 7 3096030.00 35495511.00    

矿区面积：0.0586 平方千米，开采深度：由 820 米至 700 米标高。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据《云南省威信县三桃乡凉水洞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

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在前述矿区范围内,储量估算面积：

0.0515 平方千米，共由 17 个拐点圈定；估算深度：820 米至 700 米标高（见附件第

40 页）。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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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威信县三桃乡凉水洞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

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区范围内保有（122b）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 250.11

万吨；边坡压覆建筑石料用灰岩(2S22)资源量 180.03 万吨；另外预测的资源量

（334）？482.90 万吨(见附件第 64～65 页)。 

经征询委托方意见，边坡压覆资源储量（2S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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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本报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250.11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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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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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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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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南省威信县三桃乡凉水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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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83 号）； 

（3）《<云南省威信县三桃乡凉水洞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2017）评审意见书》（昭市通力矿评储字〔2017〕83 号）； 

（4）《云南省威信县三桃乡凉水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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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8 月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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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矿山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审查意见书》； 

（6）《云南省威信县三桃乡凉水洞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方案》（威信县宏创建材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编制）； 

(7)委托方提供及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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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威信县三桃乡凉水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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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区位于威信县城 328°方向，直平距约 17 千米，在威信县三桃乡斑竹村境内。

矿区地理坐标为：东经 104°57′09″～104°57′18″，北纬 27°58′35″～

27°58′49″。 

官田至铁炉村组公路从矿区通过，该村组公路在矿区南部外围（官田）与木瓦

房至孔花乡村公路（木孔线）相接，矿区至威信县城运距约 50 千米，至三桃集镇运

距约 14 千米，至四川洛亥集镇运距约 9千米，交通较方便。 

7.2 矿区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矿区属高原低中山侵蚀、溶蚀地貌，地形切割中等，地势总体为北高南低，最

高点为矿区西北侧山坡，海拔 1100 米；最低点为矿区南部沟谷地带，海拔 620 米，

最大相对高差 480 米。地形坡度一般 20°～35°，局部较陡，植被稀疏—较密，以

灌木杂草为主。地形地貌条件中等复杂。 

矿区地表水较发育，区内有山涧溪流从北至南流过，在矿区南部外围注入斑竹

河，斑竹河流入四川境内南广河。矿区地表水系属长江流域南广河水系。 

矿区属亚热带高原山地季风气候，多年平均气温 14.6℃，极端最高气温 38℃，

极端最低气温-4℃。多年平均降雨量 9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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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冬季寒冷时间较长，

每年 11 月至次年 3月为寒冷期。主导风向为西北风。 

区内居民以汉族为主、杂居苗族，劳动力充裕，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种植玉米、

水稻、马铃薯、小麦等农作物；畜牧业以养牛、养鸡为主；工矿企业有石灰石开采

和小水电站等。矿区通电、通公路、通讯便捷，内外部建设条件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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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矿区地质工作概况 

（1）1978 年，云南省地质局第二区域地质测量大队编制了《1∶20 万地质图》

（镇雄幅）。 

（2）2017 年 8 月，昭通亿融科技信息有限公司编制了《云南省威信县三桃乡凉

水洞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7 年 9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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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威信县三桃乡凉水

洞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7）评审意见书》（昭市通力矿

评储字〔2017〕83 号）。同日，昭通市国土资源局以《关于<云南省威信县三桃乡凉

水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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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83 号）对该报告提交的资源储量进行了备案。 

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评审通过的矿区范围内保有（122b）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资源储量 250.11 万吨；边坡压覆建筑石料用灰岩(2S22)资源量 180.03 万吨；另

外预测的资源量（334）？482.90 万吨。 

7.4 矿区地质概况 

7.4.1 矿区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有第四系（Q）、志留系中统（S2）、志留系下统黄葛溪组（S1h）、

志留系下统龙马溪组（S1l）、奥陶系上统（O3）、奥陶系中统（O2）。现将其地层、岩

性由新到老分述如下： 

（1）第四系（Q） 

分布于矿区较平坦地带、沟谷及地表出露岩石间，为灰黄、灰黑色残坡积、冲

洪积粘土、含砾粘土，厚度 0～3米，与下伏地层均呈不整合接触。 

（2）志留系中统（S2） 

分布于矿区北部外围一定区域，为灰绿、灰黄色钙质粉砂岩、泥灰岩及泥质条

带灰岩、钙质石英砂岩、灰绿及灰色页岩、粉—细砂岩夹生物灰岩等，厚度 108～514

米。与下伏志留系下统黄葛溪组（S1h）地层呈整合接触。 

（3）志留系下统黄葛溪组（S1h） 

分布于矿区北部外围一定区域，为灰色、深灰色灰岩、瘤状灰岩，夹薄层粉砂

岩，呈薄至中厚层状产出，厚度 102～255 米。岩石节理裂隙较发育，岩溶较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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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下伏志留系下统龙马溪组（S1l）地层呈整合接触。 

（4）志留系下统龙马溪组（S1l） 

分布于矿区大部及外围一定区域，以灰色、深灰色灰岩为主，夹薄层粉砂岩、

页岩，呈薄至中厚层状产出，厚度 53～455 米。地层产状 331°∠10～11°。岩石节

理裂隙较发育，岩溶较发育。与下伏奥陶系上统（O3）地层呈整合接触。为该矿含矿

层位。 

（5）奥陶系上统（O3） 

分布于矿区南部及外围一定区域，为灰黑色泥质灰岩或钙质砂岩、黑色页岩及

钙质粉—细砂岩、黄色钙质页岩或黑色灰岩夹页岩，厚度 7.4～92 米。与下伏奥陶

系中统（O2）地层呈整合接触。 

（6）奥陶系中统（O2） 

分布于矿区南部外围一定区域，为灰—深灰色龟裂纹灰岩、白云岩、钙质砂岩

等，厚度大于 28～177 米。与下伏奥陶系下统地层呈整合接触。 

7.4.2 矿区构造 

矿区位于新街背斜北翼，为一向北西倾斜的单斜构造，地层产状 331°∠9～

11°。矿区断裂不发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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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区未发现侵入岩体和喷发岩体，岩浆活动不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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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状非金属矿床。矿体产于志留系下统

龙马溪组（S1l），岩性为灰色、深灰色灰岩，夹薄层粉砂岩、页岩，呈薄至中厚层状

产出，厚度大于 150 米。岩石较破碎，节理裂隙较发育，岩溶较发育。矿体出露较

好，形态简单，层位稳定。 

区内矿体具稳定的含矿层位，产状 331°∠10～11°，矿体沿走向、倾向厚度变

化不大，属厚度稳定的矿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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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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成分主要为方解石（碳酸

钙），矿石体重 2.60 吨/立方米，矿石主要用作建筑石料。 

（2）矿石结构及构造 

岩石主要呈细晶结构，块状构造，致密、性较脆。风化面呈灰色，局部表面具

刀砍状溶蚀特征。矿石质地均匀，是民用建筑、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较好石料。 

（3）矿石化学性质 

矿石中主要化学组份有：CaCO3：94.69%、Al2O3：0.65%、SiO2：1.8%、Fe2O3：0.4%、

MgO：1.8%、SO3：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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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区所产矿石主要用于建筑石料。矿石 CaO 含量 52.20%，为一级品，属较好的

建筑石料。 

7.5.3 矿体（层）围岩和夹石 

矿区志留系下统龙马溪组（S1l）灰岩矿体上覆岩层为志留系下统黄葛溪组（S1h）

灰色、深灰色灰岩、瘤状灰岩，夹薄层粉砂岩，厚度 102～255 米。局部矿体表层有

厚 0～3米的灰黄、灰黑色残坡积、冲洪积粘土、含砾粘土。矿体下伏岩层为奥陶系

上统（O3）灰黑色泥质灰岩或钙质砂岩、黑色页岩及钙质粉—细砂岩、黄色钙质页岩

或黑色灰岩夹页岩，厚度 7.4～92 米。矿体（层）夹薄层粉砂岩、页岩。 

7.5.4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采场生产的矿石经简单手选后由汽车运至破碎站破碎成粗、细（面）砂。矿石

采用两级联合式破碎工艺，集破碎、筛分、排废于一体，破碎后的矿石经转载机（皮

带）运到堆料场销售。 

矿石中有害元素含量均低于工业要求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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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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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加工技术性能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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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开采技术条件 

7.6.1 水文地质条件 

矿床适宜露天开采，地下水埋藏较深，对矿床充水影响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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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及

地下水对采矿活动无较大影响。 

综上，矿床水文地质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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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区断裂不发育。区内矿体为层状岩类较坚硬岩组，岩石强度高，岩溶、节理

裂隙较发育。需将采场边坡角及边坡高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加强采场边坡的监测、

监控和岩溶探测工作，以免发生岩溶塌陷和采场边坡滑坡、崩塌、掉石等，威胁施

工人员及设备安全。 

综上，矿床工程地质条件属以层状岩类较坚硬岩组为主的中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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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坡的变形监测和岩溶探测，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防止岩体产生较大规模的开裂变

形、崩塌、岩溶塌陷而造成伤害和环境恶化。 

综上，矿区环境地质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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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水洞采石场为拟建矿山，尚未开采。 

8．评估实施过程 

本评估项目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至 2018 年 5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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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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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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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评定估算阶段：2018 年 3 月 7 日至 2018 年 5 月 29 日，评估人员根据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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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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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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8 月，昭通亿融科技信息有限公司编制了《云南省威信县三桃乡凉水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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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

经专家评审通过，并在昭通市国土资源局备案；2017 年 8 月，威信县宏创建材有限

公司编制了《云南省威信县三桃乡凉水洞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方案）》（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该方案经专家评审通过。 

根据上述资料，凉水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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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凉水洞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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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水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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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P——采矿权评估价值； 

 
k

i
SIP

n

t
tt 













 

 1 1

1



（云南省）威信县三桃乡凉水洞采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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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审查材料，现分别对上述资料评述如下： 

10.1 地质勘查资料评述 

2017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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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页）。2017 年 9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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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威信县三桃乡凉水洞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2017）评审意见书》（昭市通力矿评储字〔2017〕83 号）（以下简称《评审意见

书》，见附件第 9 页）。2017 年 9 月 25 日，昭通市国土资源局以《关于<云南省威信

县三桃乡凉水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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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83 号）对该报告提交的资源储量进行了备

案（见附件第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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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估算范围在本次评估范围之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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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8 月，威信县宏创建材有限公司编制了《开发利用方案》（见附件第 69

页）。2017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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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9 月 25 日出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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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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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开采，开拓方案为公路—汽车运输开拓；设计利用资源储量 250.11 万吨，采矿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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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率 95%，设计可采资源储量 225.10 万吨，设计采出矿石量 213.85 万吨，生产能力

30.00 万吨/年；设计服务年限 7.5 年；产品方案为石灰岩碎石和砂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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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意见书》，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评审通过的矿

区范围内保有（122b）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 250.11 万吨；边坡压覆建筑石料

用灰岩(2S22)资源量 180.03 万吨；另外，预测的资源量（334）？482.90 万吨（见

附件第 19、64～65 页）。 

11.1.2 储量核实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的动用资源储量 

凉水洞采石场属拟建矿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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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控制矿体的产状,厚度及其空间位置。 

②大致了解矿区地质构造。 

③大致了解矿石物理力学性质。 

④（122b）储量块段外推部位的禁采资源量。 

⑤地面建筑物、边坡等压覆的不能利用的资源量”（见附件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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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征询委托方意见，边坡压覆资源储量（2S22）暂无法利用且《开发利用方案》

未设计利用边坡压覆资源储量（2S22）及预测的资源量（334）?，边坡压覆资源储

量（2S22）及预测的资源量（334）?均不参与本次出让收益计算。 

本项目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122b）2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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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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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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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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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产品方案为石灰岩碎石和砂料（见附件第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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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储量(122b)250.11 万吨；资源

利用系数参照《矿业权评估指南》（2006 年修订）规定，取 0.9，回采率取 95%（见

附件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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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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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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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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可采储量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回采率 

＝250.11×95% 

＝237.60 （万吨） 

本报告评估利用可采储量取 237.60 万吨。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估算详见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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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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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60 万吨）； 

A—矿山生产能力（30.00 万吨/年）； 

由此计算出凉水洞采石场的矿山服务年限为： 

T＝237.60 ÷30.00＝7.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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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评估计算的矿山理论服务年限超过 30 年的，出让年限按 30 年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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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2 年，折合 7年 11 个月，自 201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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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6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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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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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主要成份为碳酸钙（CaCO3），是一种灰色、深灰色、灰白色

普通建筑原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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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建筑石料用灰岩的需求

量有较大的增加。 

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产品方案为石灰岩碎石和砂料，设计销售价格为

35.00 元/吨(见附件第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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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确定综合加工费用为 14.00 元/吨（35.00×40%）。计算得原矿不含税销售

价格为 21.00 元/吨（35.00－14.00）。 

本次评估确定原矿（建筑石料用灰岩）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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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21.00 

＝6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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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信县国土资源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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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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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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

水洞采石场水文地质条件属简单、工程地质条件属中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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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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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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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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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93 

万元）； 

Q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250.11 万吨）； 

        Q —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量（334）？（250.11 万吨）； 

k —地质风险调整系数。（k＝1.0） 

经计算，应征收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14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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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有采矿技术水平为基准； 

kQ
Q

P
P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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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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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

（122b）2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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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威信县三桃乡凉水洞采石场

采矿权”评估范围内参与评估的资源储量在评估基准日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143.93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佰肆拾叁万玖仟叁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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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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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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控制矿体的产状,厚度及其空间位置。 

②大致了解矿区地质构造。 

③大致了解矿石物理力学性质。 

④（122b）储量块段外推部位的禁采资源量。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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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3 万吨未参与出让收益评估计算。若未

来生产技术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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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预测的资源量（334）?未参与出让收益计算的说明 

据《储量核实报告》及《评审意见书》，另有预测的资源量（334）? 482.90 万

吨，但《开发利用方案》未设计利用，经征询委托方意见，预测的资源量（334）?

不参与本次出让收益计算。若未来勘查程度提高后资源储量级别提升等原因，导致

该部分资源量能被开采利用及满足出让条件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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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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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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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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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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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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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俊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五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