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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评估对象：武都三河大家采石厂采矿权
评估委托人：陇南市自然资源局武都分局
评估机构：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评估目的：陇南市自然资源局武都分局拟出让“武都三河大家采石厂采矿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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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为确定该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
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19 年 11 月 30 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评估主要参数：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1 月 30 日，
“武都三河大家采石厂采矿权”
保有资源量(333+334？)为 282.91 万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282.91 万吨；采矿回采率
为 95%，可采储量为 268.76 万吨；评估计算的可采储量为 60 万吨；生产规模 20 万吨/
年，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为 3 年；原矿不含税销售价格 29.85 元/吨；矿业权权益系数 4%；
折现率 8.0%。
本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及当地市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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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都三河大家采
石厂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61.66 万元，大写：人民币陆拾壹万陆仟陆佰元整。
资源储量评估值为 2.75 元/m3。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
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从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超过一年此评估结
论无效，需重新进行评估。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以及报送有关国土部门审查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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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公开的媒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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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以上内容摘自《武都三河大家采石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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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收益评估报告全文。

法定代表人：屈理程

项目负责人：陈

勇

矿业权评估师：

姓名

陈

证书编号

签字

勇

5102200100196

屈理程

4102200500522

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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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关于评估报告及附件使用范围的声明；
⑺•出让收益评估合同‣；
⑻•甘肃省武都区三河大家采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中国建筑
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甘肃总队 ，2019 年 10 月）；
⑼•甘肃省武都区三河大家采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审查意见）‣
（陇南市自然资源局武都分局评审专家组，2019 年 11 月 6 日）。
（本页以下无正文）

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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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都三河大家采石厂采矿权
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地博评报字[2019]第 1207 号
受陇南市自然资源局武都分局委托，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组成采矿权评估小
组，根据国家有关采矿权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
的采矿权评估方法，对“武都三河大家采石厂采矿权”进行了评估。本公司评估人员按
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进行了材料收集审核、市场调查，数据分析、评
估计算并形成报告。现将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1. 矿业权评估机构
名称：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2 海业商务楼 223 房间；
法定代表人:屈理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83963881X；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07 号。
2. 评估委托人
评估委托人：陇南市自然资源局武都分局；
地址：陇南是东江新区；
3.采矿权人
采矿权人：甘肃大家矿业有限公司武都分公司；
地址：陇南市武都区城关镇下教场市银监局对面；
法定代表人：石玉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120026815267608；
经营范围：砂石料的加工、销售；塑料制品、建筑材料、橡胶制品的销售。
4. 评估对象和范围
本项目评估对 象为“ 武都三河大家 采石厂 采矿权”。 根 据 原• 采矿许可证‣
（C6212022010017130076978），本项目名称为“武都三河大家采石厂采矿权”；本项目
开采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原生产规模为 10 万吨/年，根据自
然资源厅的规划要求，生产规模需变更为 20 万吨/年；证载面积为 0.0511km2，开采深度：

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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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 米至 1020 米，由 4 个拐点坐标圈定；本次拟出让期限：叁年年。拐点坐标见下表。
范围拐点坐标表
项目
拐点

（CGCS2000 坐标系）
X 坐标

Y 坐标

1

3683526.74

35516789.44

2

3683658.10

35517003.47

3

3683485.10

35517108.78

4

3683352.70

35516892.63

该评估范围与本项目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一致。
5. 评估目的
陇南市自然资源局武都分局拟出让“武都三河大家采石厂采矿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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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为确定该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6. 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委托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29 日，依据采矿权评估所需资料提供情况，确
定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11 月 30 日。报告中所采用的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 2019
年 11 月 30 日的客观有效标准。
选取 2019 年 11 月 30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一是该时点系与评估委托方商定；二是考
虑该日期为月末且距离评估日期较近，便于评估委托方准备评估资料及矿业权评估师合
理选择评估参数。
7. 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包括法规依据、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具体如下：
7.1 法规依据
⑴1996 年 8 月 29 日修正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⑵国务院 1998 年第 241 号令发布的•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⑶国土资源部国土资[2000]309 号文印发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
⑷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1999 年•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
⑸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2 年 8 月发布的•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
(GB/T13908-2002)；
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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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固体矿产勘查/矿山闭坑储量核实报告编写规范‣（DZ/T0033-1002）；
⑺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2007 年第 1 号公告发布的•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矿业权
评估准则——指导意见 CMV 13051-2007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类型的确定‣；
⑻国土资源部 2006 年第 18 号文•关于†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
的公告‣；
⑼•矿业权评估指南‣（2006 年修订—收益途径矿业权评估方法和参数）；
⑽•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2008 年 9 月 1 日执行）；
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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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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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⒀•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2017 年 11 月 1 日）。
7.2 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
⑴•甘肃省武都区三河大家采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中国建
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甘肃总队 ，2019 年 10 月）；
⑵•甘肃省武都区三河大家采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
书）‣（陇南市自然资源局武都分局评审专家组，2019 年 11 月 6 日）；
⑶•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合同书‣。
8. 评估原则
⑴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和科学性、可行性原则；
⑵遵循产权主体变动原则；
⑶遵循持续经营原则、公开市场原则和谨慎性原则；
⑷遵守地质规律和资源经济规律、遵守地质勘查规范的原则；
⑸遵循采矿权价值与矿产资源相依原则；
⑹遵循供求、变动、竞争、协调和均衡原则。
9. 评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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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实施了如下评估程序：
⑴2019 年 11 月 29 日，经由陇南市自然资源局武都分局公开摇号获得委托。公司开
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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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组成评估小组，制定评估计划。与委托方进行项目接洽、协商，确定了评估对象、范
围、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等事宜。
⑵2019 年 12 月 4～5 日，评估人员李挺在该矿负责人赵新宏的陪同下，对矿区所在
地进行了现场调查。熟悉矿区的位臵、交通状况、了解相邻矿山的开采历史和现有生产
现状。补充收集矿山各项与评估有关的资料。
⑶2019 年 12 月 6～1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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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形成正式评估报告文本。2019 年 12 月 19 日，向评
估委托人提交评估报告。
10．采矿权概况
10.1 矿区交通位臵
矿区位于陇南市武都区南东117°方位直距约28km处，行政上划属三河镇管辖。东经
105°10′01″～105°11′01″，北纬33°16′32″～33°16′38″，兰海高速、国道
212从勘查区西北侧通过，省道206从勘查区内东侧通过，从武都至勘查区可通过国道212、
省道206抵达，交通便利。
10.2 矿区自然地理与经济
矿区地处陇南武都区东南部，属南秦岭山地。地势陡峭，山势险恶，地形切割剧烈，
植被覆盖大，山链主脊地带人迹罕至，沟谷深壑，地貌上属中山地貌单元，地势总体南
高北低。矿区地形西高东低，岩石出露较多，切割剧烈，沟谷较深，山势陡峻，悬崖绝
壁随处可见，地形坡度多在50°以上。 区内海拔最高1192m,最低999m，比高193m，属较
典型的中山地形。矿区岩石形成较高陡壁，山上第四系覆盖较少，植被较为发育。
区内属北亚热带半湿润气候，垂直差异明显，具有亚热带、暖温带、冷温带三种气候
特征。据武都区气象局气象观测资料一月2.8‴，七月24.8‴，年平均气温14.5‴，极端
最高气温40‴左右；年平均降雨量474mm；无霜期250天；最大冻土深度13cm；最大风力
11级，风向北东。
区内属长江流域，嘉陵江上游白龙江支流，白龙江为本区最大河流，其流量在44.3～
1500立方米/s，其次为宣家河，自南向北流经矿区东部注入白龙江，水量流量较小。水
质优良，为工业及民用的良好水源，可作为矿区工业及生活用水水源。
三河镇距离陇南市区28公里，总面积101.81平方公里，是武都东路重要的交通要道、
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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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化中心，商贸集散地。当地居民以汉族为主，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
业欠发达，主要有水电、采矿和建材等。耕地多为山地半山地，农作物以玉米、土豆为
主，其次还有小麦、豆类等；经济作物有花椒、油橄榄、药材、油菜籽等。地下矿藏较
为丰富。
10.3 以往工作简介及本次工作情况
10.3.1 以往工作简介
⑴1967 年～1969 年地质部陕西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队二十七分队在区内进行了
1∶20 万区域地质测量工作，并出版有•武都幅区域地质报告‣，对该区地层、构造、岩
浆岩等有较详细的描述。
⑵2010年7月甘肃省地质调查院完成了•甘肃省1∶25万武都县幅建造构造图‣，对
该区地层、构造、岩浆岩等收集了大量第一性基础地质资料。
⑶2010年10月甘肃省地矿局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完成了1：5万三河幅区域地质调查
工作，并出版有•刘家坪幅、三河幅、楚家坝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进一步对该区地
层、构造、岩浆岩等进行详细调查。
⑷2016 年 3 月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甘肃总队完成该矿山资源储量核实及
三合一方案编制工作，提交•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三河镇宣和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
储量核实报告‣、•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三河镇宣和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开发利用
方案‣。
10.3.2 本次工作情况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甘肃总队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 28 日开始核实工作，
技术人员开展了地形测量、地质测量、取样等野外工作，本次普查地质工作，完成 1：2000
地形测量（航测）0.20km2，1：1000 剖面测量 560m（2 条），地质测量（草测）0.0511km2，
采集各类测试样品 10 件。
通过本次核实工作，共提交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总资源量(122b+333+334？)283.11 万
吨，其中：动用的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122b）0.21 万吨，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333)196.81 万吨，预测的资源量(334？)86.10 万吨，累计查明资源量（122b+333）197.01
万吨，保有资源量（333+334？）282.91 万吨。资源储量基准日 2019 年 9 月 27 日。

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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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核实完成的主要工作量
序 号

项 项目

单 位
2

1

1:2000 地形测量

km

2

1:2000 地质测量

km

3

1:1000 地质剖面

m

2

数 量

备 注

0.2
0.0511

草测

560
分析项目：表观密度、堆积度、空隙
率、含泥量、压碎指标、SO3 含量

4

基本分析样

件

10

5

抗压分析样

件

10

6

小体积测试样

件

10

破坏荷载

10.4 矿区地质
10.4．1 地层
勘查区出露地层较简单，有泥盆系下统三河口群屯寨岩组三岩段和第四系更新统。
泥盆系下统三河口群屯寨岩组三岩段：分布于全区，岩性主要为：灰色厚层块状结晶
灰岩与灰黑色中-薄层状结晶灰岩互层。倾向北北西，倾角55°-60°，宽度约800m，厚
度约200m。为主要含矿层。
第四系更新统：分布于沟谷地带，由风积黄土层和砂土组成，层理不明显。厚度0.2-2m。
主要为风成的土黄色粉砂质、灰白色的钙质结核等组成，呈疏松或半固结状态，孔隙发
育，具吸水、粘结性能等。
10.4.2 构造
通过本次对勘查区所做的地质工作，可以确定勘查区内无大—中型构造发育，岩石
节理裂隙不甚发育，局部地层发生小的褶皱和断裂。
10.4.3 岩浆岩
勘查区内及周边未有岩浆岩发。
10.5 矿体特征
勘查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赋存于泥盆系下统三河口群屯寨岩组三岩段，呈北东南西
相向展布在矿区之中，矿体呈单斜层状产出，矿层产状较稳定，深部发生岩性相变的可

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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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小。矿体出露于地表，为灰色，细晶结构，厚层状构造、块状构造，矿体产状为285°～
290°∠55°～60°，矿体延伸出勘查区范围，勘查区内出露矿体长约800m，宽约500m，
矿体厚度约200m。顶板为灰白色粗晶灰岩，底板为灰黑色炭质千枚岩，矿体中未见夹层。
10.5.1矿石质量
矿石结构为细晶结构，矿石几乎全由呈不规则粒状的方解石和石英组成，粒径一般
0.01～0.25mm，节理裂隙极度发育，由后期方解石脉充填。
矿石主要为细晶灰岩。矿石主要矿物成份为方解石、石英等。其中方解石含量约92％，
多呈不规则粒状，粒径一般为0.1～0.4mm，颗粒间以其边缘呈紧密镶嵌状分布。石英含
量为8%，石英呈粒径为0.03 mm，呈零散分布。另外还含有微量白云石、铁质、炭质，白
云石多呈半自形菱形状，粒径0.05～0.1 mm，呈零散状分布。
矿石为灰岩，灰色、灰黑色，质量稳定。矿石具细晶结构，厚层状构造。矿石类型
简单，形态规整，质地均匀。
10.6.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10.6.1 水文地质条件
区内的主要河流为白龙江水系的支流宣家河，即在矿区东部流过，平常水量较小，
雨季水量较大，有时可形成洪水。地下水主要有基岩裂隙水和黄土孔隙裂隙水，地下水
补给来自于大气降水。区内地下水主要为松散岩类孔隙水和基岩裂隙水两种。
①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松散岩类孔隙水分布于沟谷地带，赋存于第四系地层中，
含水层水位不稳定，下渗速度快。地下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的补给，以渗流的方式排泄，
在大雨或持续降雨期间，降雨渗入，形成黄土潜水或上层滞水，易发生地质灾害。
②基岩裂隙水：主要为下泥盆统三道沟组的中—厚层石灰岩，该石灰岩层间裂隙和
节理裂隙不甚发育，透水性好，富水性弱。
矿区的侵蚀基准面标高为999m，而设计最低开采标高为1020m。本矿区地势东高西低，
沟谷发育，各沟谷连通性较好，未来开采矿坑水有自然的排泄出口，无需排水设备。矿
区东侧有宣家河流过，矿山生产生活用水可从宣家河抽取。
10.6.2 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内的岩石划分为两个工程地质岩组：①厚层灰岩：呈层状倾斜产出，倾角小于
开采预留边坡角，矿层完整，断层、节理、裂隙均不发育，岩石较为坚硬，岩石的稳固
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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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好。②第四系黄土及残坡积物：主要分布于梁洼半坡处，属稳固性差的松散堆积层，
厚度一般0.5～2m。黄土层柱状节理较发育，有一定的抗荷载能力，但受降雨等因素影响
易坍塌，或形成落水洞，稳固性较差。
在矿体分布范围内形成的自然陡壁，局部风化较明显，坡角较大，比高较大，但自
然边坡较稳定，目前未见坍塌滑坡现象。矿区的开采边坡均为较稳定的灰岩构成，岩石
节理裂隙不甚发育，呈中厚层状。
综合上述，工程地质条件中等。
0.6.3 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地处南秦岭山地中，地质构造局部发育，地势西高东低。采矿活动对植被、土
壤会造成一定的破坏。当地降雨较少，蒸发量小，沟谷中有宣家河，水流量不大，矿山
开采形成山体开裂、倒塌、滑坡和泥石流的可能性较大，对环境的污染主要为限物理污
染、粉尘等。采场距居民区较远，生产时不会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影响。矿区范围内植
被较多，主要为草本根系植物，矿山生产过程中，对地表植被的破坏较大。
本区地震烈度为Ⅷ度。
采矿剥离物应集中堆放，待矿山闭坑时将排渣场内废石回填采区，复土造地。
综合上述，区内天然地质环境良好，露天开采中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以后，对
地质环境的破坏较小。属地质环境质量良好的矿床。
10.7 矿山开采现状
矿山 2010 年首次办理采矿证，为已建成生产矿山，生产规模20 万吨/年，露天开
采，采用公路-汽车开拓运输方案。
11.评估方法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和评估人员现场查勘调查了解的情况分析，评估对象“武都
三河大家采石厂采矿权”已完成储量核实。根据甘肃省自然资源厅规划最低开采规模要
求，变更后的生产规模为 20 万吨/年，本次出让年限为 3 年。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收入权益法适用范围为：
⑴适用于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和矿山生产规模均为小型的、且不具备采用其他收益途
径评估方法的条件的采矿权评估；
⑵适用于服务年限较短生产矿山的采矿权评估；
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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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适用于资源接近枯竭的大中型矿山，其剩余服务年限小于 5 年的采矿权评估。
本项目资源储量规模和矿山生产规模均为小型，且出让年限短，因此确定评估采用
收入权益法。
计算公式为：

P 
式

n

 [ SI

t 

t 1

1
] k
(1  i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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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评估指标及参数
主要地质储量和技术经济参数指标选取依据•甘肃省武都区三河大家采石厂建筑石
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甘肃总队 ，2019 年
10 月）。
12.1 评估所依据资料评述
•甘肃省武都区三河大家采石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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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结合以往地质成果与资料收集、综合研究工作，查明了矿区成矿条
件和矿石的结构特征，核实了保有资料储量。并经陇南市自然资源局武都分局评审专家
组，2019 年 11 月 6 日评审通过，可作为本次评估依据或参考基础。
12.2 保有资源储量的确定
12.2.1 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截止 2019 年 9 月 27 日，矿山保有建筑用灰岩矿（333+334？）
资源量共 282.91 万吨，其中 333 资源量为 196.81 万吨，334？为 86.10 万吨，因采矿
许可证 2019 年 11 月 17 日到期，储量核实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仅小量动用，忽略不计，
故本次评估保有资源量为（333+334？）282.91 万吨。
12.2.2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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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计算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时，简单勘查或调查即可
达到矿山建设和开采要求的无风险的地表出露矿产（如建筑材料类矿产等），估算的内
蕴经济资源量均视为（111b）或（122b），全部参与评估计算。
故此，本项目评估利用矿石资源量为 282.91 万吨。
12.3 产品方案及开采加工方案
12.3.1 产品方案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确定该矿山开采产品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12.4 采选生产技术指标的确定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本项目回采率确定为 95%。
12.5 可采储量的确定
根据•<矿业权评估指南>（2006 年修订版）—收益途径矿业权评估方法和参数‣，
评估用可采储量的计算公式为：
评估用可采储量＝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损失量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268.76 万吨
根据原采矿证有效期为 3 年，同时经咨询委托方，确定本次出让年限为 3 年，生产
规模为 20 万吨/年，故本次评估服务期动用储量为 60 万吨。
因此，本次评估确定可采储量为 60 万吨。
12.6 生产规模
原采矿证生产规模为 10 万吨/年，根据甘肃省自然资源厅规划要求，生产规模需扩
大为 20 万吨/年。故本次评估生产规模按 20 万吨/年进行计算。
12.7 矿山服务年限
根据确定的矿山生产规模，由下列公式可计算出矿山的服务年限：

T＝Q/A
式中：T—服务年限（年）
Q—可采储量（万吨）
A—生产规模（万吨/年）
将相关数据代入上式，则其服务年限为：T＝60/20=3 年
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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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计算，本次评估计算年限为 3 年，即由 2019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1 月。
12.8 销售收入
假设所生产的矿山产品全部销售，则销售收入计算公式为：年销售收入＝Σ采出矿
石年产量×矿石销售价格
12.8.1 产品销售价格的确定
依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CMVS20100－2008），产品销售价格应根据
产品类型、产品质量和销售条件一般采用当地价格口径确定，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3 个年
度的价格平均值或回归分析后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服务年限短的小型矿山，可以
采用评估基准日当年价格的平均值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
根据现场调查收集到的该矿山与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的地材临购合同(编
号:CR1104-WJGS-WZCG-2018-0016)，矿石销售价(不含税)为 50 元/m3，1.6 吨/m3，根据
储量核实报告，该建筑石料用灰岩的体积质量为 2.68 克/cm3,折合不含税销售价为 29.85
元/吨，结合基础条件及开发利用条件等综合因素，评估人员认为上述价格可以综合反映
该矿资源禀赋条件下的一年的市场价格平均水平。故本项目产品不含税销售价格确定为
29.85 元/吨.
12.8.2 年销售收入的确定
年销售收入的计算过程如下（以 2020 年为例）：
矿石年销售收入＝∑年矿石产量×销售价格
＝20×29.85
＝597 万元
12.9 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国家出让的矿业权在进行出让收益评估时
建筑材料原矿的采矿权权益系数为 3.5%～4.5%。根据•储量核实报告‣，该矿为以工程
地质问题为主开采技术条件中等的矿床，综合考虑该矿矿体埋藏条件，
地质构造复杂程度，

开采方式，开采技术条件，交通条件以及同类矿山经济效益状况、当地矿业权市场发育
程度等影响因素，本次评估确定采矿权权益系数取中值，为 4%。
12.10 折现率
折现率采用无风险报酬率加风险报酬率的方式，其中包含了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
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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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2006 年第
18 号）、•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和•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本项目评估根
据要求折现率取值为 8.0%。
12.11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1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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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权范围内的资源储量均为评
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量），计算公式如下：P=P1/Q1×Q×K
式中：P=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P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类 333 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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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K =地质风险调整系数
经计算，评估计算年限内 333 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P1=61.66 万元。全部
评估利用资源量 Q 与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资源量 Q1 之比为=1，因此地质风险调整
系数 K=1，将各项参数代入上式，则：P=61.66 万元
经计算，“武都三河大家采石厂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61.66 万元。
12.11.2 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计算值：根据•甘肃铁矿等 34 个矿种矿业权出
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甘国土资发[2018]155 号），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资源储量×单位资源储量基准价。建筑用灰岩单位资源储量基准价为 1.3 元/m3，该建筑
用灰岩矿石体重 2.68 克/cm3，则单位资源储量评估价为 2.75 元/m3。
武都三河大家采石厂采矿权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为 282.91 万，本次出让的资源储量
为 60 万吨。
故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计算值=60/2.68×1.3=29.10 万元。
13．评估结论
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时办法‣的通知（财
综[2017]35 号文）“通过协议方式出让的，矿业权出让收益按照评估价值、市场基准价
就高确定”。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1 月 30 日，“武都三河大家采石厂采矿权”保有资源量
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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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34？)为 282.91 万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282.91 万吨；采矿回采率为 95%，可
采储量为 268.76 万吨；评估计算的可采储量为 60 万吨；生产规模 20 万吨/年，评估计
算的服务年限为 3 年；原矿不含税销售价格 29.85 元/吨；矿业权权益系数 4%；折现率
8.0%。
本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及当地市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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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都三河大家采
石厂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61.66 万元，大写：人民币陆拾壹万陆仟陆佰元整。
资源储量评估值为 2.75 元/m3。
评估结论估算表见附表一。
14．有关问题的说明
14.1 评估结论有效期
本评估报告需向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报送备案后使用。按行业现行规定，本评估结论
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如果使用本评估结论的时间与评估基准日相差一年以
上，本公司对使用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14.2 评估基准日的调整事项
评估基准日至报告提交日未发生影响评估结论的调整事项。
在评估结论有效期内，如果采矿权所依附的矿产资源发生明显变化，或者由于扩大
生产规模追加投资后随之造成采矿权价值发生明显变化，委托方可以委托本公司按原评
估方法对原评估结论进行相应调整；如果本项目评估所采用的资产价格标准或税费标准
发生不可抗逆的变化，并对资产评估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委托本公司重
新确定资产价值。
14.3 评估结论有效的其它条件
本评估结论是在特定评估目的为前提的条件下，根据持续经营原则来确定采矿权价
值，评估中没有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或其它不可抗力可能对其造成的影响。
如果上述前提条件和持续经营原则发生变化，本评估结论将随之发生变化而失去效力。
14.4 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此次特定评估目的使用，未经委托人许可，我公司不会随意
向他人提供或公开。
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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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归委托方所有。
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法律效力。
14.5 评估假设条件
⑴现有生产方式，产品结构保持不变，且持续经营；
⑵国家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在预期内无重大变化；
⑶以现有开采技术水平为基准；
⑷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14.6 其他事项说明
本报告地质条件、保有储量数据及矿山开采的主要参数摘自•甘肃省武都区三河大
家采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上述资料由专业机构所作，本机构因
无编制上述报告的相关资质和专业知识，据此引用，不对其客观性、真实性负责，若相
关专业报告发生改变，评估结论请参照与之配套的评估报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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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提交日期为 2019 年 12 月 19 日。
16．评估责任人
法定代表人：屈理程

项目负责人：陈

勇

矿业权评估师：

姓名

陈

证书编号

勇

5102200100196

屈理程

4102200500522

签字

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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