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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镇安县四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米家沟石英矿采矿权 

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摘要 
 

陕秦地矿评（2019）22号 
 

评估机构：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委托方：商洛市自然资源局 

评估对象：陕西省镇安县四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米家沟石英矿采矿权 

评估目的：为委托方确定该矿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19年2月 28日 

评估日期：2019年3月20日-5月10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评估主要参数：评估范围内储量核实基准日（2016 年 10 月 31 日）及评估基准日

Ⅰ号矿体保有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14.14万吨，SiO2平均品位99.67%；评估利

用资源储量12.89万吨；采矿回采率95%，矿石贫化率3%；评估利用可采储量12.25万

吨；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矿山生产规模3.00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4.21年，评估计

算年限4.21 年；产品方案为石英岩原矿，其不含税售价为66.26 元/吨。采矿权权益系

数4.6%，折现率8%。 

评估结论：评估人员在充分调查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及查阅有关资料的基础上，

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用合理的评估方法，在满足评估报告所载明假设条件和前提条

件下，经过认真的评定估算，确定“陕西省镇安县四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米家沟石英矿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人民币叁拾壹万柒仟肆佰元整（小写：31.74万元）。 

特殊事项声明：  

1、“储量核实报告”中的采空区消耗资源储量0.61万吨为该矿采矿许可证设立前非

法民采，“备案证明”仅对该矿保存有资源储量进行了备案。本项目评估未估算消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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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0.61万吨出让收益，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2、《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要求，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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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合理比较分析，

形成评估结论。由于评估资料条件限制，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条件尚未具

备，本项目采用一种方法进行评估，特此说明。 

3、本次评估以委托方及采矿权人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包括储量核实报告、备案证

明、开发利用方案等）为基础，采矿权人及编写单位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及合法性负责，

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4、本项目评估结论仅供委托方确定该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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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以上内容摘自《陕西省镇安县四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米家沟石英矿采矿权出让收益

评估报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全文。 

 

 

法定代表人： 

 

矿业权评估师： 

 

 

  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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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镇安县四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米家沟石英矿采矿权 

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陕秦地矿评（2019）22号 

 

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受洛南市自然资源局的委托，根据国家矿业权评

估的有关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评估方法，对陕西省

镇安县四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米家沟石英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了评估。采矿权出让收

益进行了评估。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进行了实地调研、收集资料和评定

估算，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在2019年 2月 28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做出了反映。现将评

估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一、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雁塔北路100号； 

法人代表：胡继民； 

营业执照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713524971T；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1999]015号。 

二、评估委托方及采矿权人 

评估委托方：洛南市自然资源局 

采矿权人：镇安县四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米家沟石英矿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1025664128189J；名称：镇安县四通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永乐街道

办镇城社区永安路工商银行家属楼401室；法定代表人：王留锁；成立日期：2007年 08

月27日；营业期限：长期；经营范围：石英矿石开采、收购、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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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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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目的 

洛南市自然资源局已将陕西省镇安县四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米家沟石英矿采矿权出

让给镇安县四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米家沟石英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陕西省矿业权

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实施办法》要求，应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并收取采矿权出

让收益。本项目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为委托方确定该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四、评估对象和范围 

1、评估对象 

依据评估委托书及采矿许可证，本项目评估对象为“陕西省镇安县四通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米家沟石英矿采矿权”。 

2、评估范围 

2.1 采矿许可证范围 

采矿许可证号：C6110002010127120100998；采矿权人：镇安县四通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米家沟石英矿；地址：陕西省镇安县；矿山名称：镇安县四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米家

沟石英矿；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石英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

规模：3.00 万吨/年；有效期限：2016 年 11 月 9 日至 2018 年 4月 17 日；矿区面积：

0.1961km2，由4个拐点圈定，拐点坐标及开采标高见表1。 

采矿许可证范围一览表(1980西安坐标) 

表1 

拐点编号 X Y 拐点编号 X Y 

1 3682458.45 36593169.59 3 3682123.06 36593679.28 

2 3682350.77 36593772.75 4 3682102.96 36592979.79 

开采标高：540-480m 

 

该采矿许可证已过有效期，目前，采矿权人正申请延续登记相关手续。 

2.2 资源储量估算范围 

2016 年 10 月，镇安县四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米家沟石英矿委托陕西国兴矿业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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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对该矿资源储量进行了核实，提交了《《陕西省镇安县米家沟玻璃用脉石英

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储量核实报告”），原商洛市自然资源局出具了商国

土资储备[2017]1 号《陕西省镇安县米家沟玻璃用脉石英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备

案证明》（以下简称“备案证明”）。“储量核实报告”中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为采矿许可证

范围。 

2.3 设计利用资源储量范围 

2017年3月，镇安县四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依据“储量核实报告”及“备案证明”

编制了《陕西省平利县洛河镇王家沟石英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以下简称“开发

利用方案”）。该方案已经专家组审查通过，其设计开采范围为采矿许可证范围。 

2.4 评估范围 

本项目评估范围为采矿许可证核准的矿区范围。详见表1。 

经评估人员调查核实，截止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无其它矿权设置，不存在权属

争议。 

五、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2019年 2月 28日，报告中所采用的一切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

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评估结论所反映的价值为评估基准日的时点有效价值。 

六、评估依据 

（一）、法律、法规依据 

1、1996年 8月29日主席令第七十四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2、国务院令第15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 

3、1998年国务院第241令《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4、国土资发[2000]309号《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5、国土资发[2008]174号《关于印发<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6、财建[2008]22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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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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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7、国发[2017]29号《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 

8、财综[2017]35 号《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2017 年 6 月 29

日)； 

9、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2017 第 3号《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公

告》（2017年 11月1日执行）； 

10、陕国土资矿函[2017]17号《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矿业

权审批工作的规则的通知》(2017年2月28日)； 

11、陕财办综[2017]68号《陕西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2017

年11月2日)； 

12、陕国土资储发[2018]2号《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作好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

处置及资源储量核实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13、陕自然资发[2019]11号《陕西省首批（30个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及部分矿种收益基准率》的通知（2019年3月19日）。 

（二）规范依据 

1、《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2006年修订)；  

2、国土资源部2006年第18号公告《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

方案”的公告》。 

3、《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一）（2008年）； 

4、《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CMVS00001-2008）； 

5、《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11000-2008）； 

6、《矿业权评估报告编制规范》（CMVS11400-2008）； 

7、《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 

8、《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CMVS3020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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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 

10、《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二）（2010年）； 

11、《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30300-2010）； 

12、《矿业权评估利用地质勘查文件指导意见》（CMVS30400-2010）； 

13、《矿业权评估利用矿山设计文件指导意见》（CMVS30700-2010）； 

14、《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02）； 

15、《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 

16、《固体矿产勘查工作规范》（GB/T33444-2016）； 

17、《玻璃硅质原料、饰面石材、石膏、温石棉、硅灰石、滑石、石墨矿产地质勘查

规范》（ZD/T0207-2002）； 

18、2017 年第 43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镁、铌、钽、硅质原料、膨润土和芒硝等矿

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试行）的公告》。 

（二）、行为、产权依据 

1、商资采评估字[2019]第6-2号洛南市自然资源局采矿权价值评估委托书； 

2、企业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1025664128189J）； 

3、采矿许可证（证号：C6110002010127120100998）； 

4、陕西国兴矿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省镇安县米家沟玻璃用脉石英岩矿资源储

量核实报告》（2016年10月）； 

5、商国土资储备[2017]1号《陕西省镇安县米家沟玻璃用脉石英岩矿资源储量核实

报告评审备案证明》（2017年2月20日）； 

6、镇安县四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镇安县米家沟玻璃用脉石英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方案》（2017年3月）； 

7、《镇安县四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米家沟玻璃用脉石英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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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石英石产品增值税销售发票； 

9、石英石碎石加工费； 

10、委托方提供及评估人员收集掌握的其它资料。 

七、评估原则 

1、遵循独立性、客观性、公正和科学性的工作原则； 

2、遵循产权主体变动原则； 

3、遵循持续经营原则、公开市场原则和谨慎性原则； 

4、遵循贡献性、替代性、预测性原则； 

5、遵循矿产资源开发最有效利用的原则； 

6、遵守地质规律和资源经济规律的原则、遵守地质勘查规范的原则； 

7、遵循采矿权价值与矿产资源相依托的原则； 

8、遵循供求、变动、竞争、协调和均衡原则。 

八、采矿权概况 

1、位置及交通 

镇安县四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米家沟玻璃用脉石英矿位于镇安县城西南248°方向

的柴坪镇东瓜村，矿区中心地理座标为东经109°00′10″，北纬33°15′47″。距镇

安县城直距约18公里，矿区距柴坪—东瓜村乡村公路约700米，距西安—安康铁路柴坪

火车站约4公里，行政区划属商洛市镇安县柴坪镇管辖。交通方便（见交通位置图）。 

2、自然地理及经济 

矿区地表植被茂密，沟叉纵横，通视条件较差。矿区内地形标高480-540米，一般

地形高差 100-200 米，为低山浅切割区。矿区属于北亚热带温润季风气候区，受南北兼

有的气候和多样性影响，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特征是：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日照不

足。常有初夏干旱和伏旱；秋季多连阴雨，年平均气温14.4℃，极端最高气温为40.1℃，

极端最低气温-10.8℃。多年平均降雨量923.5mm，最大年降水量1311.3mm；最小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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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5mm，降雨形成以连阴雨和暴雨为主，主要发生在每年的7-9月份，此时段降水量占

全年降雨量的50%以上。平均相对湿度77%，年均无霜期246d；年平均风速小于2.1m/s，

年蒸发量在800-900mm之间。霜冻期一般在11月至次年2月，冬季基本无冻土，无霜期

达八个多月。 

 

交 通 位 置 图 

区内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次为薯类、豆类等，经济作物为木耳、香菇、核

桃为主，物产较为丰富，但经济落后，属工业空白区。区内水资源丰富，水质优良，能

满足生活及工业用水。 

3、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1959-1964 年，西北地质局秦岭区域地质测量大队进行了 1：20 万区域地质测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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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提交了区域地质报告及地质矿产图。 

60-80年代，进行了1：20万区调、区域化探面及1：5万区调工作。 

2009年6月，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汉中地质大队对该处石英进行了踏勘，简

测计算资源储量。 

2016 年 10 月，为该矿采矿权资源储量登记、统计及矿产开发提供依据，镇安县四

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米家沟石英矿委托陕西国兴矿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陕西省镇安县

四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米家沟石英矿资源储量进行核实，提交了《陕西省镇安县米家沟

玻璃用脉石英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估算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14.14万吨，

该报告以商国土资储备[2017]1号评审备案。 

九、矿区地质概况 

1、地层 

矿区主要出露地层为志留系中上统梅子垭组，岩性主要为黑云变斑石英片岩、十字

石二云石英片岩夹灰岩。 

2、构造 

矿区内断裂不太发育，一条近东西向的断裂构造从矿区南部通过。地层主要为志留

系中上统梅子垭组，在矿区内呈向北倾向的单斜构造。 

3、岩浆岩 

矿区内无岩浆岩出露。 

4、矿体体征 

矿区内共圈出一个矿体，编号为Ⅰ号矿体。Ⅰ号矿体赋存于志留系中上统梅子垭组，

岩性主要为黑云变斑石英片岩、十字石二云石英片岩夹灰岩。矿体呈近东西向展布。地

表由TC1、TC2、TC3控制。矿体出露标高500-517米，矿体长63米，矿体厚8.62—23.00

米，平均厚14.00米。厚度变化系数30.51%，平均品位SiO299.67%。矿体形态以透镜状

为主，其产状与片理的产状基本一致。矿体产状北倾，10°-175°，倾角 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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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产状10°∠75°。 

5、矿石质量 

5.1 矿石成分 

矿石矿物成份比较简单，主要成份为石英，微量云母。 

5.2 矿石化学成分 

矿石中主要成份含量：SiO299.61-99.80%，平均 99.67%，烧失量 0.22-0.32%，平

均0.27%，Al2O3≤0.3%，CaO≤0.03%，Fe2O3≤0.05%。矿体矿石中SiO2含量高，有害元素

含量低，矿石质量好，达到了工业制造玻璃器皿的要求。 

5.3 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半自形—它形粒状结构。 

矿石构造：块状构造。 

5.4 矿石类型 

矿石自然类型：岩类矿及热液成因的脉石英。 

矿石工业类型：平板玻璃用硅质原料。 

6、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6.1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松散坡积层中孔隙水分布于沟谷及斜坡地带的第四系残坡积层和岩体风化层，

补给来源主要为大气降水。以下降泉渗流形式排泄，季节变化明显，降水多时流量增加，

旱季明显减少或干枯。矿体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面468m以上，地形有利于自然排水，矿床

主要充水含水层和构造破碎带富水性弱，地下水补给条件差。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简单。 

6.2工程地质条件 

按岩体结构、强度及建造类型该区主要为中等坚硬的黑云母变斑晶石英片岩，矿体

岩性为石英岩，新鲜岩石呈块状构造，肖氏硬度大，属中高稳定程度坚硬岩石体。矿石

吸水率低。但是岩体表层风化较深，呈风化砂状，吸水率相对高。矿区工程地质条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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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6.3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范围内未发现滑坡、坍塌、泥石流等灾害发生，矿区石中的 SiO2含量较高，因

此在采矿过程中容易产生大量的SiO2粉尘，应加以防护。矿区环境地质条件中等。 

7、矿区开发现状 

该矿2009年取得采矿许可证，之后进行过采矿许可证延续。矿山自取得采矿许可证

后，一直未进行生产。 

十、评估过程 

1、接受委托阶段：2019年3月20日，洛南市自然资源局通过摇号确定本公司对该

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2019年3月 21-31日本公司组成评估小组，收集并熟悉相关

资料，确定评估基准日，拟定评估计划（评估方案和方法等）。 

2、尽职调查阶段：2019 年 4 月 1-2 日，根据评估的有关规定和原则，评估公司孙

兰凤与矿山负责人李生贵、周立军一同赴矿区，通过调查、核实矿区地质、周边同类矿

山开采情况及当地石英岩矿的市场销售等情况，并对评估范围内有无矿业权纠纷也进行

了调查、核实。 

3、评定估算阶段：2019年 4月 3日-5月 9日，评估小组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核

实整理，查阅有关法律法规，分析待评估采矿权特点，按照既定的评估程序，确定评估

方法，选取合理的评估参数，对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定估算，形成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初稿，按程序完成出让收益评估报告三级复核。 

4、提交报告阶段：2019年5月10日，与委托方交换意见，在遵守评估准则、职业

道德原则下，认真对待评估委托方提出的意见，并作必要的修改，最终提交采矿权出让

收益评估报告。 

十一、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评估方法参照《矿业权评估方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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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相关方式确定；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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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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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依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师会发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采矿

权出让收益评估方法包括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收入权益法和折现

现金流量法。 

1、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已发布了陕自然资发[2019]11 号《陕西省首批（30 个矿种）

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及部分矿种收益基准率》，但由于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尚

未出台基准价因素调整法的相应准则及规范，无法确定矿业权市场基准价可比因素调整

系数，因此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条件不具备。 

2、评估人员也未收集到相同或相似的出让收益评估交易案例，因此采用交易案例比

较调整法评估条件不具备。 

4、收入权益法限于不适用折现现金流量法的采矿权，且矿山资源储量规模、生产规

模均为小型的采矿权；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小于10年且生产规模为小型的采矿权；评估

计算服务年限小于 5 年且生产规模为大中型的采矿权。该矿占用资源储量规模及生产规

模均为小型，且矿山服务年限小于 5 年，本项目评估选用收入权益法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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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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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年序号（t=1,2,…n）； 

n——评估计算年限。 

十二、评估主要技术经济指标选取依据及其评述 

1、资源储量依据“储量核实报告”及商国土资储备[2017]1号“备案证明”确定。 

2、技术经济指标的选取依据“开发利用方案”、《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

行)》、《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及评估人员收集掌握的其它

资料确定。 

3、“储量核实报告”评述 

米家沟石英岩矿的资源储量核实工作由陕西国兴矿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完成。

通过对矿区出露的地层、构造详细研究，并结合地质测量、以往地质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提交了“储量核实报告”。评估人员依据《玻璃硅质原料、饰面石材、石膏、温石棉、硅

灰石、滑石、石墨矿产地质勘查规范》（ZD/T0207-2002）和《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GB/T17766-1999），对“储量核实报告”中估算的资源储量进行核实，认为“储量核实

报告”将勘查类型确定为Ⅲ类，符合矿区实际，资源储量估算工业指标、参数选取、块

段划分及资源量分类合理，估算方法选择恰当，估算结果准确；“储量核实报告”中资源

储量估算范围与评估范围相同，该报告已评审备案，可以作为本项目评估的地质依据。 

4、“开发利用方案”评述 

“开发利用方案”中设计的采矿方法、采矿工艺、运输方式等可行，符合国家相关

设计规定要求。该方案已经专家审查通过，其中相关技术指标可作为本项目评估的依据。 

综上所述，评估依据的“储量核实报告”、“开发利用方案”符合各自编制规范要求，

可以作为评估依据和基础。 

十三、主要技术指标的选取与计算 

1、储量核实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依据“储量核实报告”及其“备案证明”，该矿截止储量估算基准日（2016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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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1日Ⅰ号矿体保有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14.14万吨，SiO2平均品位99.67%。 

2、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是指资源储量估算基准日经评审的保有资源储量扣除资源

储量估算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动用的资源储量。该矿为拟建矿山，未进行开采，则评估

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为14.14万吨。 

3、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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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第 3号

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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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应以评审或评审备案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为依据。“开发利用方案”

设计利用资源储量12.89万吨，设计开采分层矿量详见表2。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开采矿体分层矿量一览表 

表2 

台阶 
矿石量 废石 

（方） 

采剥总量 

（方） 
剥采比 

方 吨 

510-520 5895 15622 10382 16277 1.76 

500-510 12997 34442 14670 27667 1.13 

490-500 17908 47456 9197 27105 0.51 

480-490 11847 31395 549 12396 0.05 

合计 48647 128915 34798 83445 0.72 

 

据此，本项目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开发利用方案”中设计开采的境内矿石量为12.89

万吨。 

4、开采方案 

评估依据矿山实际及“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山露天开采方式，即先剥后采，先上

后下，分台阶开采。公路—汽车开拓运输方式。矿岩经穿孔、爆破、二次破碎块度合格

后，直接用挖掘机装入自卸汽车，矿石运往堆矿场，废石运往排土场。 

5、开采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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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矿体露天开采回采率为95%，符合2017年第43号国土资源

部《关于镁、铌、钽、硅质原料、膨润土和芒硝等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最低

指标要求（试行）的公告》露天石英岩开采回采率≥95%的要求。“开发利用方案”未设

计矿石贫化率，类比相似矿山矿石贫化率一般为3%，据此本项目评估采矿回采率取95%，

矿石贫化率取3%。 

6、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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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第 3号

公告），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可采储量应根据矿山设计文件或设计规范的规定进行确定。 

“开发利用方案”对设计开采矿体分层资源量（333）全部利用，并且设计开采矿体

的资源量不含设计损失，因此，评估依据“开发利用方案”对开采矿体资源量全部参与

评估计算，矿山设计损失为零。 

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12.89-0）×95% 

=12.25（万吨） 

7、产品方案 

本项目评估产品方案确定为石英岩原矿。 

8、生产规模 

采矿许可证核定生产规模3.00万吨/年，“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生产规模为3.00万

吨/年，本项目评估确定矿山生产规模为3.00万吨/年。 

9、矿山服务年限及评估计算年限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按矿山可采储量、生产

能力和服务年限的关系确定矿山服务年限，其计算公式为： 

 


1A
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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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生产规模（3.00万吨/年）； 

Q—可采储量（12.25万吨）； 

ρ—矿石贫化率（3%）。 

T—服务年限。 

计算矿山理论服务年限4.21年，本项目评估计算年限为4.21年，即自2019年 3月

至2023年5月。 

十四、主要经济指标的选取与计算 

1、产品价格 

依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产品销售价格参照《矿业权评估参

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采用一定时段的历史价格平均值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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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日前三个年度的价格平均值或回归分析后确定评估用产品价格；对于矿山规模较大，

服务年限较长、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剧烈的可取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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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矿为服务年限较短的小型矿

山，考虑到当地石英岩矿价格近几年波动大，本次评估采用评估基准日前一年当地石英

岩原矿的平均价格作为评估用售价。 

该矿为拟建矿山，未进行生产，没有销售资料。评估人员调查了解到周边洛南县

华奕硅矿，评估的米家沟石英矿石品质与华奕硅矿品质同相近，华奕硅矿为生产矿山，

生产的石英原矿加工成5-15cm规格石英碎石销售，2018年 12月石英碎石不含税销售

价格为107.76元/吨，2018年度华奕硅矿加工的石英碎石基本是这个售价，其中不含

税加工费为41.50元/吨，折合原矿售价为66.26元/吨(107.76-41.50)。该售价基本

反映了当地同品质石英矿矿售价水平。据此，本项目评估确定石英岩原矿不含税售价

为66.26元/吨。 

2、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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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该矿生产期内各年生产的石英岩全部销售。则正常年份销售收入为： 

年销售收入=年原矿产量×原矿售价 

=3.00×66.26 

=198.78（万元） 

3、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20100-2008)、《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

见》，化工矿产原矿采矿权评估采矿权权益系数的取值范围为4.0-5.0%。该矿露天开采，

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和工程地质条件简单，环境地质条件中等，本项目评估采矿权权益系

数取值4.6%。 

4、折现率 

依据《<矿业权评估指南>(2006修订)——收益途径矿业权评估方法和参数》及国土

资源部 2006 年第 18 号公告的有关规定，现阶段折现率取 8%—10%，其中采矿权评估折

现率取8%。故本项目评估确定折现率为8%。 

十五、评估假设条件 

1、该矿能正常满山负荷生产，采矿许可证能顺利延续； 

2、采矿权到期后，可依法申办采矿权延续登记直至评估计算期届满。 

3、评估工作中采矿权人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真实可靠。 

4、以产销均衡原则及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原则确定评估用技术经济参数； 

5、以设定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及开发技术水平以及市场供需水平为基

准，且持续经营。 

6、在矿山开发收益期内有关产品价格、成本费用、税率及利率等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7、国家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在预测期内无重大变化； 

8、不考虑担保等它项权利或其它对产权的任何限制因素以及特殊交易方可能追加给

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 



陕西省镇安县四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米家沟石英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7

9、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十六、评估结论 

1、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依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收入权益法时，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按以下方式处理：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2017第 3号文《关于发布<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

南(试行)>的公告》及《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以矿业权范围内全部评

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量）及地质风险调整系数，估算出资源储量对应的矿业

权出让收益评估值。计算公式如下： 

kQ
Q
PP 

1

1

 

式中：P—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P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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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 

Q—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量（334）？； 

k—地质风险调整系数。 

地质风险调整系数 k 取值应考虑矿种、矿床类型、矿床地质工作程度、床勘查类型

以及矿业权范围内预测的资源量与全部资源储量的比例关系等因素综合确定，参照表3。 

K取值范围参考表 

表3 

按（334）？占全部评估 

利用资源储量的比例 

大于

40% 

小于40% 

大于等于30% 

小于30% 

大于等于20% 

小于20% 

大于等于10% 

小于10% 

大于0 
0 

一类矿产 0.8 0.801-0.850 0.849-0.900 0.901-0.950 0.951-0.980 1 

二类矿产 0.9 0.901-0.925 0.926-0.950 0.951-0.975 0.976-0.990 1 

三类矿产 1 1 1 1 1 1 

注：K取值按照（334）？占比均等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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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石英岩矿属第二类矿产，“储量核实报告”中无预测的资源量（334）？，则K=1。 

评估计算年限内评估利用保有资源储量全部参与评估计算，则Q1=Q=14.14（万吨）。 

评估可采储量12.25万吨，采用收入权益法估算，经估算，(333)以上类型全部保有

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P=P1=31.74万元。 

详见附表。 

3、评估结论 

评估人员在充分调查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及查阅有关资料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

评估程序，选用合理的评估方法，在满足评估报告所载明假设条件和前提条件下，经过

认真的评定估算，确定“陕西省镇安县四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米家沟石英矿采矿权”出

让收益评估值为人民币叁拾壹万柒仟肆佰元整（小写：31.74万元）。 

十七、评估基准日后调整事项说明 

调整事项包括国家和地方法规和经济政策的出台、产品市场价格的巨大波动等。本

次评估在评估基准日至出具评估报告日之间未发生重大调整事项。在评估报告出具日之

后和本评估报告有效期内，如发生影响采矿权价值的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

论；若在评估结论有效期内资源储量发生较大变化或产品售价发生重大变化时而对采矿

权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委托评估机构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重新进行评

估。 

十八、特别事项说明 

1、“储量核实报告”中的采空区消耗资源储量0.61万吨为该矿采矿许可证设立前非

法民采，“备案证明”仅对该矿保存有资源储量进行了备案。本项目评估未估算消耗资源

储量0.61万吨出让收益，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2、《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要求，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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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合理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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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评估结论。由于评估资料条件限制，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条件尚未具

备，本项目采用一种方法进行评估，特此说明。 

3、本次评估以委托方及采矿权人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包括储量核实报告、备案证

明、开发利用方案等）为基础，采矿权人及编写单位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及合法性负责，

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4、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公司及参加本次

评估的工作人员与评估委托人及相关矿权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5、本评估报告含有附表、附件，附表、附件构成本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报告

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6、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委托方及采矿权人未做特殊说明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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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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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出让收益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若本评估结论公开，评估结论有效

期自评估结论公开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一年；若本评估结论不公开，自评估基准日起

有效期一年。参照国土资规〔2017〕5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

准取消后有关工作的通知》，本评估报告需向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报送公示无异议予以公开

后使用，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自评估报告公开之日起一年。 

2、本评估报告只能服务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3、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了解评估的有关事宜，并报送评估管理机关或其授权的单

位审查评估报告和检查评估工作之用。 

4、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归评估委托方所有；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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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项目注册矿业权评估师

及本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也不

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二十、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日 

本项目提交评估报告的时间为2019年5月 10日。 

二十一、评估责任人员 

法定代表人：胡继民 

 

矿业权评估师：孙兰凤 

 

李  俊 

二十二、评估工作人员 

胡继民（中国矿业权评估师、高级实验测试工程师） 

孙兰凤（中国矿业权评估师、高级地质工程师） 

李  俊（中国矿业权评估师） 

李  瑞（助理评估师） 

 

 

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五月十日 

 

 



附表

2019年3-12月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1-5月

年产石英岩矿量(万吨) 12.63 2.50 3.00 3.00 3.00 1.13

石英岩销售价格(元/吨) 66.26 66.26 66.26 66.26 66.26

销售收入(万元) 836.79 165.65 198.78 198.78 198.78 74.80

折现系数（8%） 0.9379 0.8684 0.8041 0.7445 0.7233

销售收入现值 689.91 155.36 172.62 159.84 148.00 54.10

销售收入现值累计 155.36 327.98 487.82 635.81 689.91

采矿权权益系数（k） 0.046

采矿权评估价值(P1） 31.74

陕西省镇安县四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米家沟石英矿保有资源储量采矿权评估价值估算表

  评估委托方：商洛市自然资源局                          评估基准日：2019年2月28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合  计

生                产              期

 评估机构：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胡继民                        制表人：孙兰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