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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鹰乙采评溪字[2014]第 019 号

评估机构：辽宁金鹰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评估委托人:本溪市国土资源局。
评估对象:本溪市馨云石场采矿权。
评估目的: 本溪市国土资源局拟出让本溪市馨云石场采矿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须对该矿采矿权进行评估，为该矿采矿权出让提供作价参考依据。本评估项目即为实现
上述目的而为委托人提供该采矿权公平、合理的价值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14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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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证号：C2105002009077120026354）
中圈定的矿区范围。矿区范围由 14 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为 2.4426 平方公里，开采标
高 413 米至 273 米。
参与评估计算的可采储量：参与评估计算的可采储量为 9.00 万立方米。
评估结论：本项目评估，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程
序，选择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评定估算，确定本溪市馨云石场采矿权在年
生产规模为 3.00 万立方米、评估年限为 3 年的采矿权评估结果为 6.53 万元，人民币大
写金额为陆万伍仟叁佰元整。
评估有关事项说明：评估结论的有效期为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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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机关审查而
使用，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外，未经本矿业权评估机构
允许，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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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以上内容摘自本溪市馨云石场采矿权评估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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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全文。
辽宁金鹰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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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签名）：
王毅英

项目负责人（签名）：
王毅杰

注册矿业权评估师（签名）：
王毅英

王毅杰

辽宁金鹰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四月十七日

辽宁金鹰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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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市馨云石场

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辽金鹰乙采评溪字[2014]第 019 号

辽宁金鹰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受本溪市国土资源局的委托，
根据国家关于采矿权评估的有关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按照公认的采矿
权评估方法，对本溪市国土资源局拟出让的本溪市馨云石场采矿权进行了评估。在评估
过程中，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和方法，对该矿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3 月 31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做出了公允反映。
本评估报告所用市场价值的定义是，自愿买方与自愿卖方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的
市场营销之后所达成的公平交易中某项资产应当进行交易的估计数额，当事人双方应当
各自精明、谨慎行事，不受任何强制压迫。
现将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金鹰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 26 甲 3 号；
法定代表人：王毅英；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8]006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编号：210000004929572。
2、评估委托人
名

称：本溪市国土资源局；

地

址：本溪市平山区东明路 14 号。

3、采矿权人概况
采矿权人：孔庆辉；
企业地址：本溪市平山区桥头镇；
经济类型：私营独资企业。
4、评估对象和范围
4.1 本次评估范围
辽宁金鹰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

024-86845268

本溪市馨云石场采矿权

评估报告书正文

本次评估对象为本溪市馨云石场采矿权。
评估范围为《采矿许可证》副本（证号：C2105002009077120026354）中圈定的矿
区范围。矿区范围由 14 个拐点圈定。其拐点平面直角坐标见下表：
点号

X

Y

A

4560964.300

41563951.583

B

4560964.302

41564351.585

C

4559649.293

41564351.591

D

4559649.295

41564745.593

E

4558975.290

41564745.596

F

4558975.290

41564615.595

G

4558735.288

41564615.596

H

4558735.281

41562951.585

I

4559847.289

41562951.581

J

4559964.290

41563026.581

K

4559964.293

41563751.585

L

4560264.295

41563751.584

M

4560264.296

41564076.586

N

4560564.298

41564076.585

矿区面积为 2.4426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 413 米至 273 米。（见矿区范围图）
4.2

以往评估史

由于委托方及原采矿权人现无法提供该矿山历次采矿权评估的详细资料，因此本次
评估无法准确对矿业权以往评估史予以详细描述。
5、评估目的
本溪市国土资源局拟出让本溪市馨云石场采矿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须对该矿采
矿权进行评估，为该矿采矿权出让提供作价参考依据。本评估项目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
为委托人提供该采矿权公平、合理的价值参考意见。
6、评估基准日
根据《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CMVS30200-2008）并结合本项目所涉及的评估
辽宁金鹰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2

024-86845268

本溪市馨云石场采矿权

评估报告书正文

目的以及评估项目的具体情况，考虑评估基准日应尽可能接近经济行为实现日以及方便
收集评估所需资料等因素，并与委托方协商确定本次采矿权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3 月 31 日。
本评估报告中所采用的一切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 2014 年 3 月 31 日时点的有效价
格标准。
7、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包括法律法规依据、行为依据、产权依据、地质矿产信息依据及其他依据
等，具体如下：
7.1

法律法规依据：

7.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96 年 8 月 29 日修改后颁布）；

7.1.2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 1998 年 2 月 12 日第 241 号令)；

7.1.3

《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源部 国土资发[2000]309 号）；

7.1.4

《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源部 国土资发[2008]174 号）；

7.1.5 《国土资源部关于规范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土资源部
国土资发〔2008〕182 号）；
7.1.6

《矿业权评估指南》（2004 年修订）；

7.1.7 《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
（国土资源部
公告 2006 年第 18 号）；
7.1.8

《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2006 年）；

7.1.9 《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
（国土资源部 公告 2008 年
第 6 号）；
7.1.10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08 年第 5 号发布的《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

准则(CMVS00001-2008)》、《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11000-2008)》、《矿业权评估业
务约定书规范(CMVS11100-2008)》、《矿业权评估报告编制规范(CMVS11400-2008)》、
《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20100
-2008)》、《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CMVS30200-2008)》；
7.1.11

《国土资源部关于〈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公告》（国土资源

部 公告 2008 年第 7 号）；
7.1.12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08 年第 6 号发布的《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

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
7.1.13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矿业权评估行业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11]40
辽宁金鹰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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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7.1.14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
7.1.15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

(GB/T13908-2002)；
7.1.16

关于规范《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适用范围的意见(中国矿业权评估协会

公告[2012]第 3 号)；
7.1.17 《关于矿业权价款评估有关问题的通知》(辽国土资发[2012]268 号)。
7.2

行为依据、产权依据、地质矿产信息依据及其他依据：

7.2.1

本溪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矿业权价款评估合同书》（本国土资矿评合字

[2014]第 004 号）；
7.2.2 《采矿许可证》副本（证号：C2105002009077120026354）；
7.2.3 《本溪市馨云石场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及《本溪市馨云石场矿产资源储
量核实报告评审备案证明》（本国土储备字[2014]001 号）；
7.2.4 《本溪市馨云石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及《本溪市馨云石场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审查意见》；
7.2.5

评估委托方提供的其它有关资料；

7.2.6

评估人员现场核实收集和调查的有关资料。

8、评估原则
本项目评估除遵循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的工作原则外，根据采矿权的经济性及
特殊性，还坚持了如下原则：
8.1

采矿权预期收益原则、替代原则、效用原则和贡献原则；

8.2

采矿权与矿产资源相互依存原则；

8.3

尊重地质规律及资源经济规律原则；

8.4

尊重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范原则。

9、评估过程
9.1

接受委托阶段

2014 年 4 月 1 日，接受本溪市国土资源局委托，协商有关事宜，达成委托评估意向，
明确本次评估的目的、对象、范围及要求。评估委托人下达评估委托书，拟定评估工作
计划，将相关资料提交评估公司。
9.2

资料收集阶段

2014 年 4 月 2 日～2014 年 4 月 6 日，我公司评估人员通过电话咨询的方式，了解
辽宁金鹰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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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矿山的矿业开发状况，及本项目的生产经营等基本情况；收集、核实了与评估有关
的地质资料、并核实委托人提供资料的合规性和完整性。
9.3

评定估算阶段

2014 年 4 月 7 日～2014 年 4 月 16 日，评估小组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反复研究分
析，查阅有关法律、法规，按照既定的评估程序、确定评估方法、评估基准日、选取评
估参数，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价值进行评定估算，完成评估报告初稿；与委托方交换评
估意见，确定采矿权价值。
9.4

出具报告阶段

2014 年 4 月 17 日，提交正式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10、采矿权概况
10.1

矿区位置与交通

本溪市馨云石场位于本溪市平山区桥头镇河东村的东南部，行政区划隶属于桥头镇
河东村管辖。
其中心地理坐标：
东经：123°45′02″～123°46′12″;
北纬：41°09′39″～41°10′50″ 。
矿区位于本溪市以南 18 公里处，距沈丹 304 国道 2.5 公里，距沈丹高速公路桥头
站出入口 3 公里，距桥头火车站 5 公里，矿区交通便利。（详见交通位置图）
。
10.2 矿区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本区位于千山山脉东南延续部位，属辽东浅切割中低山、丘陵山区。矿区附近最高
海拔标高为 525m，最低海拔标高为 220 米，相对高差 305 米。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
220 米。区内植被较发育，多为杂木丛。
本区属中温带湿润气候区，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最高气温
35.5℃，最低气温为-37.9℃，年平均气温 6.9℃；雨季集中在 7 月初至 8 月中旬，年降
雨量 850～900 毫米；年平均湿度 0.64；结冻期为 11 月中旬，解冻期为翌年 4 月中旬，
冬季降雪最厚 35 厘米，最大冻土深度 1.20 米。
区内多为山地，耕地面积较少，农业不甚发达，农作物主要以旱田玉米为主。工业
较发达，主要有页岩矿、石灰石矿、硅石矿及硅石加工厂，电网密集，电力供应充分，
劳动力充足。
10.3

地质工作概况

辽宁金鹰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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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质工作程度较高，但矿区内没有做过系统的地质工作，解放前，日本人曾在
矿区内进行过蛋青色板石、紫色板石和辽砚石的开采活动，主要用于加工砚台、墓碑等。
50～70 年代辽宁地矿局区调队、第八地质大队做过 1/20 万（已形成出版资料）和
1/5 万（未出版）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1988 年、1992 年本溪市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公司和辽宁省地质矿产局第八地质大队
为桥头镇河东村的河东采石场（位于矿区内）做过定点划界及补充划界等地质工作。
2001 年 12 月，咨询服务中心对该矿进行了地质勘查工作，并编写了《地质勘查报
告》。提交 333 编码资源量 248.12 万立方米。
2005 年 12 月，咨询服务中心对该矿有偿出让进行了储量核实工作，并提交
(122b+333）编码储量 248.12 万立方米。
2007 年 11 月 12 日，咨询服务中心对该矿进行储量动态监测工作，提交(122b+333）
编码储量 248.12 万立方米。
2008 年 12 月，咨询服务中心对该矿二次有偿出让进行了储量核实工作，提交 332
编码资源量为 248.12 万立方米。
2010 年 11 月 8 日，咨询服务中心对该矿进行储量动态监测工作，提交 332 编码资
源量 248.12 万立方米。
2011 年 8 月 10 日咨询中心对该矿进行储量动态监测工作，该矿保有 332 类型资源
量为 2480.4 千立方米。
2011 年 12 月 16 日咨询中心对该矿进行储量核实工作，并提交 332 类型资源量为
2480.4 千立方米。
2012 年 8 月 10 日咨询中心对该矿进行储量动态监测工作，该矿保有 332 类型资源
量为 2480.4 千立方米。
2013 年 12 月 15 日咨询中心对该矿进行储量动态监测工作，该矿保有 332 类型资源
量为 2479.37 千立方米。
2014 年 1 月 13 日，本溪市矿业开发咨询服务中心提交《本溪市馨云石场矿产资源
储量核实报告》，并由本溪市国土资源局备案，备案文号本国土储备字［2014］001 号。
截止 2014 年 1 月 13 日，矿区范围内保有页岩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2479.4 千
立方米。
10.4

矿区地质概况

10.4.1 地层
辽宁金鹰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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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出露地层有上元古界青白口系钓鱼台组、南芬组和震旦系桥头组。根据地层组
成特征和矿区矿层的赋存特点，在组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划分，现将划分单位及特征分
述如下：
青白口系： 区内可见钓鱼台组和南芬组。
钓鱼台组：主要分布于本区的北部。其岩性为灰白、浅褐色中厚层、厚层石英砂岩，
偶夹页岩，中部和顶部石英砂岩含海绿石。上部石英砂岩质纯可做玻璃原料。下部具斜
层理，中上部交错层理发育，干裂现象屡见不鲜。出露厚度 154 米。
南芬组：在区域内大面积出露，与下伏地层钓鱼台组为整合接触或断层接触。该组
地层为矿区内主要含矿层。按岩性由下至上分为三个岩性段：
一段：下部为紫色页岩，砂质页岩；中部为黄绿色夹蛋青色泥灰岩，砂质泥灰岩；
上部为中厚层蛋青色泥灰岩，含黄铁矿结核，具铜矿化。本段中上部蛋青色泥灰岩可做
饰面石材，由于构造作用、风化氧化作用该泥灰岩往往变成具细纹构造的浅黄色、桔黄
色，即当地居民俗称的“木纹石”（亦可做雕刻用的原料）。
二段：下部为紫色泥灰岩夹蛋青色泥灰岩，在蛋青色泥灰岩中含黄铁矿结核，具铜
矿化；中部为紫色页岩，偶夹蛋青色泥灰岩。页岩强风化后呈纸状页片状，在距顶界 16
—20 米处，即赋存辽砚石矿层，自顶界向下 17.5 米间为紫色板石矿层。
三段：该段岩层较厚，根据岩性不同，该段又划分为三层。自下而上描述如下：
一层：下部为蛋青色页岩，上部为黄绿色页岩，蛋青色板石矿层即位于该层的下部。
二层：黄绿色页岩与粉砂岩互层。
三层：主要为黄绿色页岩夹少量蛋青色页岩，在该层的顶部往往夹有紫色页岩。
震旦系：区内仅见桥头组地层出露。
桥头组：与下伏南芬组地层呈平行不整合接触关系。主要分布于本区的东南较高部
位。其岩性为灰白、灰色中厚层、厚层细粒石英砂岩，含海绿石石英砂岩，与黑色、黄
绿色页岩、砂质页岩互层，底部以含南芬组黄褐色页岩碎屑的粗粒石英砂岩与南芬组分
界。岩层具缓倾斜交错层理、波状层理、波痕和干裂。
第四系：主要为残坡积物和分布于沟谷中的砂、砾、卵石等。一般厚度 1.0～2.0m。
10.4.2 构造
矿区内构造简单，岩层整体呈平缓的单斜构造,倾向东南，倾角 4～6°，较平缓。
矿区内断裂构造不发育，节理裂隙不发育。
辽宁金鹰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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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 岩浆岩
工作区内无岩浆岩侵入及各种岩脉出露。
10.5 矿体地质特征
10.5.1 矿床特征
该矿床包括三个矿层，即辽砚石、紫色板石和蛋青色板石，各矿层特征分述如下：
（1）辽砚石：辽砚石当地居民也称为“线石”
，层状,层厚 44.5—62.0 毫米,平均厚 54.3
毫米,赋存于南芬组二段上部,其产状与地层产状一致,倾向南东，倾角 3－6°，该矿层
较稳定，分布于全矿区。
（2）紫色板石：层状，层厚 16－20 米，平均厚 17.5 米。赋存于南芬组二段的顶
部，即辽砚石至二段的顶界。其产状与地层一致，倾角平缓。该矿层较稳定，分布于全
矿区。
（3）蛋青色板石：当地居民亦称其为：
“云石”，层状，层厚 20 米左右。赋存于南
芬组三段一层的底部，其产状与地层产状一致，倾角平缓。该矿层较稳定，分布于全矿
区。
矿体总体走向北东～南西，倾向东南，矿体形态、倾角变化不大，呈层状产出，该
矿所采辽砚石、紫色板石、蛋青色板石三种矿石水平层理发育，经风化后形成厚度不等
的片状板石，因此，决定了开采深度，根据已开采多年的邻矿（河东石材厂采石场）及
旧采场开采实践证明，除近地表处或一定深度内岩石氧化较强不能被利用外，成矿深度
一般在 15m 之内。在此基础上，经过统计得出成材率在 80%左右。
10.5.2 矿体特征
青白口系南芬组地层为本矿区主要含矿层位，南芬组主要岩性为上部灰绿色夹紫色
页岩、砂质页岩偶夹粉砂岩；底部紫、灰绿色砂质页岩与钓鱼台组分界；下部：紫色、
蛋青色薄层中厚层泥灰岩、砂质泥灰岩及页岩。在本区出露厚度约 50 米。
10.5.3 矿石质量
矿石一般呈紫色、蛋青色、黄绿色，条带状、花纹状、板状构造，风化后呈页片状。
根据岩矿鉴定结果，辽砚石的紫色页岩和蛋青色页岩矿物组成基本相同。鉴定结果为：
粘土矿物约占 90—91%，钙质、铁质和硅质约占 10—9%。
测试结果表明，该矿开采的页岩石材吸水率低，硬度中等，抗压强度、抗折强度均
较强，综合指标均宜于雕刻及可做为饰面石材的良好材料。
辽宁金鹰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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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 矿石类型
矿石类型为海相沉积型矿床，易选，加工技术性能简单。全矿区为单一类型。
10.5.5 矿体围岩
矿区内矿体顶、底板岩石较简单，均为南芬组页岩。矿体与围岩两者界线清楚。岩
石完整，未发现有其它夹石的存在。
10.5.6 矿床共（伴）生矿产
矿石中无伴生的金属矿物，其它非金属成分均达不到工业评价要求。
10.6
10.6.1

开采技术条件
水文地质条件

该矿山地处丘陵区，区内无河流及较大型沟谷，地势较高，当地侵蚀基准面标高
220m，矿山最低批采标高 273m，高出 53m。根据现场调查，矿区内地下水埋藏较深，没
有大的地表水体通过，矿层及顶底板围岩都是隔水层，基本不含水，矿区高处虽有较大
的汇水面积，但由于是顺山坡露天开采，自然排水条件好，对采矿没有大的影响。水文
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10.6.2 工程地质条件
辽砚石、紫色板石、蛋青色板岩三层矿体的顶、底板均为页岩，倾角平缓（多为
5°左右），除近地表风化节理、裂隙较发育外，其它裂隙节理不发育，岩石相对较完整，
地表第四系残坡积物复盖厚度不大，一般在 0.5—1.5m,大于 3m 以上的很少。所以露天
开采，围岩较稳固，有利于开采，工程地质条件良好。
该矿山地势较高，坡面较陡，采矿场剥离排渣和地表的残坡积风化岩石采空后易造
成脱落、坍塌。随着矿山的继续开采，原有采场掌子面稳定性会遭受破坏，易发生崩塌
灾害，应采取必要的防治措施，建议采用组合台阶式开采，台阶高不大于 20 米，边坡
角 60°或更小为宜，防止意外突发事故发生。今后开采过程中严格按开发利用方案设计
要求开采。
10.6.3

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附近无公共设施，采矿规模不大，废石量少，对地表林地的破坏性不算严重。
爆破产生噪声和粉尘对周边环境污染程度不大。采矿场没有大量的工业废水，对环境无
影响，采矿剥离废渣排放量很小，地面排放主要为地表土，堆放量不大，破坏影响环境
较小，经环保部门检测达到排放标准。
辽宁金鹰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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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矿山开采量的增大，对地表植被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废渣随意排放会给地
质环境造成影响，凿岩、爆破、运输等作业对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根据矿区特点，其
影响等级属小。 因此在开采过程中，要注意保护周围环境，尽量减少对地表植被的破
坏，同时要做好废石堆放和水土保持工作。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开采结束的部位应有计
划地复垦和绿化。
综合上述，环境地质条件复杂程度简单。
10.7 矿山开发利用现状
该矿系私营企业，开采矿种为页岩，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开拓方式为公路运输开
拓，采矿方法为组合台阶式采矿法，采矿许可证核实生产能力为 3 万吨/年，本次设计
生产能力 3.00 万立方米/年。
11、评估方法
此次评估的本溪市馨云石场采矿权由于资料不齐备、缺少财务资料、产品单一、生
产规模属小型的特定生产矿山。因此，按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规定，应采用“收
入权益法”进行采矿权评估。
“收入权益法”计算公式为：
n

P = ∑ [ SI t ⋅
t =1

1
]⋅ K
t
(1 + i )

式中： p —采矿权评估价值；
S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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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技术参数的选取和计算
技术参数的取值是依据《本溪市馨云石场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及《本溪市馨云
石场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备案证明》（本国土储备字[2014]001 号）、
《本溪市馨云
石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及《本溪市馨云石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意见》及
评估人员掌握的其它资料确定。
12.1

评估用资料合理性评述

辽宁金鹰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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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核实报告

根据《矿业权评估利用地质勘查文件指导意见（CMVS30400-2010）
》，对本溪市矿业
开发咨询服务中心编制的《本溪市馨云石场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分析认为，资源量
估算结果可靠。该储量动态监测范围在评估范围内。符合有关规范要求，并通过了主管
部门评审备案，备案文号：本国土储备字[2014]001 号。故《本溪市馨云石场矿产资
源储量核实报告》可作为评估依据或基础。
12.1.2

开发利用方案

根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山设计文件指导意见（CMVS30500-2010）》对朝阳市地源
矿产土地勘测有限公司 2014 年 2 月编制的《本溪市馨云石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分析认为，该方案的编制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规程、规范及规定，根据矿体赋存具体特点
及开采技术条件，以当地行业平均生产力水平为基本尺度以及当前经济技术条件下合理
有效利用资源为原则编制的，报告编制方法合理、内容基本完整，并经过本溪市国土资
源局组织专家的审查，审查通过后出具了《本溪市馨云石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
意见》，故本公司认为该开发利用方案编制合理，在采矿方法和技术参数上可以作为本
次评估的依据。
12.2

资源储量

根据《本溪市馨云石场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备案证明》（本国土储备字
[2014]001 号），该矿截止 2014 年 1 月 13 日，矿区范围内保有页岩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
量（333）2479.4 千立方米。
故本次评估资源储量为 2479.4 千立方米。
12.3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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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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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本次采矿权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 2479.4 千立方米。核 247.94 万立方米。
12.4

采矿方案

根据《本溪市馨云石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该矿为露天开采、公路开拓。生
产规模为 3.00 万立方米/年。
12.5

产品方案

本溪市馨云石场产出的矿产品为页岩原矿。
12.6

开采设计指标

辽宁金鹰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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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溪市馨云石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利用储量为 148.76 万立方米，
设计损失量为 99.18 万吨（247.94-148.76），采矿回采率为 90%。
12.7

可采储量

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247.94-99.18）×90%
≈ 133.88（万立方米）
12.8

已动用的可采储量

储量核实基准日（2014 年 1 月 13 日）与本次评估基准日（2014 年 3 月 31 日）相
差 2.61 个月。期间矿山正常生产，已动用的可采储量应在本次评估中予以核减。根据
原《采矿许可证》，该矿山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为 3 万吨/年（根据矿石比重为 2.67
吨/立，故核 1.12 万立方米/年），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已动用可采储量＝年生产规模×生产时间
＝1.12×2.61/12
＝0.24（万立方米）
12.9

剩余可采储量

剩余可采储量 ＝可采储量－已动用的可采储量
＝133.88-0.24
＝133.64(万立方米)
12.10

生产规模和服务年限

根据《本溪市馨云石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提供，矿山年生产规模为 3.00 万
立方米。故本次采矿权评估生产规模确定为 3.00 万立方米/年。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非金属矿山的服务年限计算公式为：

T=

Q
A

式中： T －矿山合理服务年限；

Q －可采储量；
A －矿山年生产规模。
矿山合理服务年限 T =

Q
A

=

133.64
≈44.55（年）
3.00

该矿山合理服务年限约为44年7个月。
12.11 本次评估年限的确定
辽宁金鹰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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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委托书》的要求评估期限为 3 年，故本次采矿权价值评估年限确定为 3 年。
13、经济参数的选取和计算
本评估报告中经济参数的选取是根据本公司所掌握的资料及评估技术人员现场考
查结果而形成的，力求反映采矿权市场的真实情况。
13.1 销售价格的确定
根据本公司所掌握的资料及评估人员询价结果，该地区页岩的市场销售价格约为
20.00元/立，本次评估该矿矿产品的销售价格确定为20.00元/立。
13.2 年销售收入的估算
年销售收入的估算是根据该矿山的年产品产量和销售价格确定的。
年销售收入＝年产品产量×产品销售价格
＝3.00万立方米×20.00元/立
＝60.00（万元）
14、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建筑材料矿产的采矿权权益系数（ κ ）为
3.5%～4.5%，根据本次评估期限内该矿采用露天开采，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
件良好、环境地质条件简单，综合考虑矿山各种因素，本次评估的该矿的采矿权权益系
数（ κ ）取4.2%。
15、折现率
根据国土资源部2006年第18号公告，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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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次评估折现率确定为8%。
16、评估假设条件
16.1、假定本评估所依据的有关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开发利用方案等资料真实、可
靠；
16.2、假定国家产业、金融、财税、资源、矿业权价款政策在预测期内无重大变化；
16.3、假定未来矿山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保持不变，且持续合法经营；
16.4、假定矿业权市场及矿产品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16.5、以当前采矿技术水平为基准。
17、评估结论
本项目评估，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程序，选择合
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评定估算，确定本溪市馨云石场采矿权在年生产规模为
辽宁金鹰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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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立方米、评估年限为3年的采矿权评估结果为6.53万元，人民币大写金额为陆万
伍仟叁佰元整。
（具体计算过程详见附表）
18、评估特别事项的说明
18.1 评估结论有效期
根据《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CMVS30200-2008)》相关规定，本评估报告需报送
备案后使用，评估结论的有效期为一年，即从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使用本评
估结论的时间与本报告的有效期不符，本公司对使用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18.2 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在本评估报告的有效期内，如果采矿权所依附的矿产资源储量发生明显变化，或者
由于矿山扩大生产规模追加投资后造成采矿权价值发生明显变化，委托方可以委托本公
司按原评估方法对评估结论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果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价格和财税体系发
生不可抗力的变化时，并对资产评估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本评估机
构重新评估确定采矿权的价值。
18.3 其它责任划分
18.3.1 我们只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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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评估结论是根据本项目特定的评估目的而得出的非市场价格，不得用
于其它目的。
18.3.2 若因矿业权人提供虚假的地质储量报告、开采设计资料等引起的评估结论
失实给国家或采矿权受让人造成损害的，应由资料提供方及相关当事人负相应的法律责
任。
18.4 评估结论有效的其它条件
18.4.1 本次评估结论在委托方提供资料真实、准确，未来企业持续经营、市场公
开的前提下成立。
18.4.2 报告的全部内容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
《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
暂行规定》以及与矿业权评估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调整。如因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
生变化或遇不可抗力影响时，评估结论必然产生变化。届时委托方应商请本公司重新评
估，否则原评估结论不再具有效力。
18.4.3 本次评估报告的结论是以现有勘查、开采技术为基准，按现有的生产方式、
规模、产品结构，保持持续经营的条件下得出的。
18.4.4 本次评估报告的结论是以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得出的。
辽宁金鹰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4

024-86845268

本溪市馨云石场采矿权

评估报告书正文

18.4.5 本评估报告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注册矿业权评估师签名，并加盖本公司
公章后生效。
19、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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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机关审查而
使用，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外，未经本矿业权评估机构
允许，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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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评估报告日
本溪市馨云石场采矿权评估报告日为 2014 年 4 月 17 日。
21、评估责任人
法定代表人: 王毅英
项目负责人：王毅杰
注册矿业权评估师：
王毅英（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注册矿业权评估师）

王毅杰（注册矿业权评估师）

22、评估人员
尤德宏

辽宁金鹰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四月十七日

辽宁金鹰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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