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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鄂华地矿评报字[2020] 第 04 号

受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湖北华诚地矿咨询有限公司组成采矿权评

估小组，根据国家矿业权评估的有关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按照

公认的矿业权评估方法，对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在 2019

年 11 月 30 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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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及相关事项进行了调查了解、收集资料和评定估算，现将

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名 称：湖北华诚地矿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湖北黄石市黄石大道 954 号（黄石港区总部经济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宏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22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200550679214K

2、采矿权出让方、评估委托人、采矿权（申请）人

采矿权出让方：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评估委托人单位名称：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采矿权（申请）人：待定

本项目为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新设采矿权，目前采矿权人未定。

3、评估目的

因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以招拍挂方式公开出让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

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之事宜，按照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湖北省有关

规定，需要对该采矿权进行出让底价评估。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提供湖

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底价参考意见。

4、评估对象和范围、矿业权沿革情况及评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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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评估对象

本次评估的对象为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开采

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设计生产规模为 800 万吨/年。

4. 2评估范围

根据《采矿权评估合同书》（合同编号：黄自然资矿评合字〔2020〕第 1号）

和《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划定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矿区范围的批复》（黄自然资规批[2019]43 号），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

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范围拐点坐标（2000 国家坐标系）为：

点号 X Y

1 3312708.814 38630577.501

2 3312692.784 38631141.753

3 3312505.774 38631141.753

4 3312176.773 38632028.755

5 3311660.781 38631979.765

6 3311660.781 38631597.754

7 3311999.772 38631517.754

8 3312172.933 38630580.221

共由8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0.7631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为+160米至+364.3

米。详见附件一、附件七。

根据《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地质勘查报告》（2019

年 8 月）及评审意见书，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查明资源储量（122b）

11430.07 万吨，其中：保有资源储量 11383.29 万吨、已采资源储量 46.78 万吨。

本次评估是对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122b）11383.29 万吨进行评估。

《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地质勘查报告》（2019 年 8

月）储量估算范围、《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与生态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设计范围与本次评估范围一致。

据了解，该采矿权权属无争议。

4. 3 矿业权沿革情况

本项目是拟设采矿权，拟设矿区北部有“阳新县富池镇袁广村石材厂”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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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号 C4202222009037120007953，其北东部靠近“阳新县富池镇沙村建材厂第二

采石厂” 与“阳新县金峰石材有限公司采石二厂”，许可证号为

C4202222009037120008965，C4202222011037120108115。东部紧临“阳新县金峰

石材有限公司采石一厂” 许可证号 C420222200905712001878。申请矿区西部紧

靠“湖北省阳新县阳新岩体中东部整装勘查铜当-铜洞勘查区铜多金属矿普查”，

许可证号 T42120131102048727。

矿区周边矿权分布示意图

4. 4 矿业权评估史和有偿处置情况

本项目属拟设采矿权，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采用招拍挂方式公开出

让，本次属首次评估。

5、评估基准日

根据《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CMVS 30200-2008）和《采矿权评估合同

书》，本采矿权评估项目的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19 年 11 月 30 日。

报告中一切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评估值为评估基准日

的时点有效价值。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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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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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法规依据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96 年 8 月 29 日修改后颁布）；

⑵《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 1998 年第 241 号令）；

⑶《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0]309 号文）；

⑷《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8]174 号文）；

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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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建〔2006〕694 号）；

⑹《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 GB/T17766-1999）；

⑺《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

GB/T13908-2002）；

⑻《固体矿产资源储量类型的确定》（CMV13051-2007）；

⑼ 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8 年第 6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

公告》；

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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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评估

基准日指导意见(CMVS30200-2008)》；

⑾《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

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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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⒀《冶金、化工石灰岩及白云岩、水泥原料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DZ/T0213-2002）；

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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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土资规〔2017〕5 号）；

⒂《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 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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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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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

知》（财综[2017]35 号）；

⒄ 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湖北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省财政厅关于启动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工作的通知》（鄂土资函[2018]198 号）；

⒅《关于发布<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公告>》[中国矿业

权评估师协会公告（2017 年第 3号）]；

⒆《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公布湖北省金、铜、钨等 34 个矿种矿业权出让

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鄂自然资函〔2019〕276 号）；

⒇ 湖北省财政厅、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湖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湖北省矿

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鄂财绩规[2018]6 号）。

6．2 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

⑴《采矿权评估合同书》（合同编号：黄自然资矿评合字〔2020〕第 1号）；

⑵ 《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划定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

用灰岩矿矿区范围的批复》（黄自然资规批[2019]43 号）；

⑶ 黄石市金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

料用石灰岩矿地质勘查报告》（2019 年 8 月）；

⑷ 《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地质勘查报告》评审备

案证明（黄自然资规储备字[2019]7 号）及评审意见书；

⑸ 湖北省地质局第一地质大队编制的《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

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

⑹ 《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

态复绿方案》评审意见；

⑺ 委托单位提供和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有关资料。

7、评估原则

7. 1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

7．2 遵循替代原则、效用原则和贡献原则等经济（技术处理）原则；

7．3 遵循持续经营原则、公开市场原则和谨慎性原则；

7．4 遵循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最有效利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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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遵守地质规律和资源经济规律、遵守地质勘探规范的原则；

7．6 遵循采矿权与矿产资源相互依存原则。

8、采矿权概况

8. 1 矿区交通、位置

矿区位于阳新县东北 57 度方向约 18 千米，矿区中心点经纬度坐标为东经

115°21′56″,北纬 29°54′59″，行政区属阳新县陶港镇管辖。矿区有简易

公路与阳新县-富池镇县级公路相连，矿区东南距长江约 3.6 千米,交通较为便

利。

矿区交通位置图

8．2 矿区自然地理及经济状况

矿区为低山地貌，区内最高海拔位于矿区中部标高为+364.3 米，最低位于

矿区北东角标高约+49.78 米，相对高差约 314.52 米。地势南北高，中间低，地

形坡角一般为 25-33 度之间，山坡岩石裸露，植被较为发育，多为低矮灌木及茅

草。

本区属亚热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冰冻期短。春季天气变化

较大，多阴雨，夏季湿热，秋季凉爽，冬季干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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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以水稻、小麦为主，次为红薯、玉米等，经济作物主要为油菜、棉花、

芝麻，次为花生。

矿区位于阳新县陶港镇，近邻长江，水上运输较发达，区内居民点较密集，

劳动力充足。

8．3 以往地质工作简述

⑴、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先后有冶金、煤炭、地矿系统等地质队在该

区开展过区域地质调查、地形测绘、物化探测量，对矿区外围有色金属矿产、非

金属矿产进行过各类不同比例尺的地质勘查工作。

⑵、1987—1988 年，湖北省鄂东北地质大队在该地区开展了 1/5 万区域地

质矿产调查工作，并于 1988 年提交有《1/5 万蕲州镇幅、富池口东半幅、广济

县西半幅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报告》。主要取得成果为：初步查明了区内地层层

序和时代，岩浆岩的分类、各大岩体的主要岩性特征、区域矿产分布概况；运用

地质力学理论进行了构造研究，初步查明了主要构造特征和力学性质；结合成矿

规律，圈出了一批成矿远景区。

⑶、2010-2012 年，湖北省地质调查院在该地区开展了《湖北大冶富池地区

铜多金属矿远景调查》项目，并在 2014 年提交《湖北大冶富池地区铜多金属矿

远景调查报告》。主要取得成果：通过矿产地质填图基本查明地层、构造及岩浆

岩的分布特征；对区内矿产资源总体情况进行了解，收集了典型矿床资料，建立

了成矿模式及找矿模型，总结了区内的成矿规律，划分了 6个找矿远景区，圈定

预测区 16 处。

⑷、2015 年 10 月，湖北佳合地质勘查公司对矿区进行了资源勘查，提交了

《湖北省阳新县黄金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累计查明

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 122b 级基础储量 1036 万吨，矿界内保有建筑石料用石灰岩

矿 122b 级基础储量 757.5 万吨，开采消耗 278.5 万吨。

⑸、2016 年 12 月，黄石市金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受阳新县国土资源局委托，

对申请矿界范围及周边开展地质勘查工作，完成主要工作量：1:2000 地形修测

3.57 平方千米；1:2000 地质修测 0.7631 平方千米；1:2000 地质剖面测量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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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米；1:2000 水工环地质调查 0.7631 平方千米；矿区内采集测试岩石力学性质

样品 27 件，采集小体重样 30 件。估算矿权内累计查明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经济基

础储量（122b）11430.07 万吨，其中保有资源储量 11383.29 万吨，边坡上资源

储量 9529.32 万吨，已采资源储量 46.78 万吨。2019 年 8 月提交《湖北省阳新

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地质勘查报告》,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

“黄自然资规储备字[2019]7 号”文对报告进行了评审备案。

8. 4 矿区开发现状

拟申请的矿权内南东角有阳新县陶港镇碧庄村黄金山采石厂（开采许可证号

为 C4202222009037120007832），采矿权人为阳新县陶港镇碧庄村黄金山采石厂。

面积 0.06 平方公里，有效期为 2016 年 1 月 5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开采标

高由 230 米至 92 米，生产规模 5万吨/年。前期采矿形成采坑一处，自西向东采

矿形成阶梯形底面四处，从下至上四个台阶底面积分别为 10904.4 米
2
、5640.67

米
2
，10693.43 米

2
、3705.93 米

2
。顶部平均标高分别为+77.92 米、+108.34 米、

+131.02 米、+188.81 米，底部平均标高分别为+50 米、+55 米、+80 米、+140 米。

该矿权目前已注销。

9、 矿区地质概况

根据《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地质勘查报告》（2019

年 8 月）及评审意见书，矿区地质概况如下：

本区大地构造位置属扬子准地台下扬子台褶带西端,Ⅳ级构造单元—大冶凹

褶带束。该单元是以北西向襄阳—广济断裂、北东向梁子湖断裂和东西向的鸡笼

山—高桥断裂所围限的三角地块。

区内出露地层较齐全，地质构造复杂，岩浆岩活动频繁，中酸性侵入岩发育，

铜、铁、金等多金属矿产、石灰石、天青石、大理岩等非金属矿产均很丰富，是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湖北省最主要的矿产地。

9．1 地层

大嶂山矿区位于下扬子台褶带西端大冶凹褶断束之殷祖复背斜东段南翼的

次级褶皱——谭家山向斜的北翼，矿区内出露的地层有志留系、泥盆系、石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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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叠系、三叠系和第四系地层。现由新至老分别叙述如下：

⑴、第四系（Q）

分布在矿区南部的沟谷和部分山坡表面。主要由残坡积杂色粘土、亚粘土、

砂质粘土夹砂砾石和少量采矿废渣组成。残坡积厚度 0.2-0.5 米左右。

⑵、三叠系（T1）

区内出露主要为嘉陵江组第一至第三岩性段和大冶组第一至第四岩性段。分

布于矿区北部、北东部，为碎石用灰岩矿的含矿层位。

①中下统嘉陵江组（T1-2j）

A、第三段：灰色、浅红中厚层角砾状白云岩。地层出露于矿区北东部。地

层区内北东角少量出露。

B、第二段：灰色、浅红色薄-中厚层状灰岩。地层出露于矿区北东部。

C、第一段：灰色、浅红色薄层状白云岩、白云质灰岩。地层出露于矿区北

东部。

②下统大冶组（T1d）

A、第四段（T1d
4
）：灰色、灰白色，厚层状灰岩。地层出露于矿区北部与东

南部，层厚约160米，矿区北侧走向近东西，倾向南西，倾角60-65度，矿区东南

则走向近东西，倾向南，倾角60-62度。

B、第三段（T1d
3
）：灰色，薄层状缝合线灰岩。地层出露于矿区北部与东南

部，层厚约108米，矿区北侧走向东西，倾向南西，倾角60度，矿区东南则走向

东西，倾向南，倾角62度。

C、第二段（T1d
2
）：浅灰至深灰色中厚层灰岩。地层出露于矿区北部与东南

部，层厚约91米，矿区北侧走向东西，倾向南西，倾角60度，矿区东南则走向东

西，倾向南，倾角58度。

D、第一段（T1d
1
）：黄绿色、钙泥质页岩，多易风化呈棱形碎块，与下伏地

层呈整合接触。地层出露于矿区中部，为矿区夹石。层厚约55米，倾向南，倾角

58度，走向东西。

其中，大冶组第二、第三、第四岩性段的薄-中厚层状灰岩、含泥质条带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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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为碎石用灰岩矿的主要含矿层位。

③、二叠系（P）

A、上统（P2l）

龙潭组（P2l）分布于矿区中部，由灰色薄层状泥质页岩、炭质页岩和含燧

石团块灰岩组成。层厚约44米为矿区夹石。

B、下统（P1）

茅口组（P1m）：深灰色，厚层含燧石结核生物碎屑灰岩。为区内建筑石料用原

料矿的含矿地层。矿区内岩层近东西走向，倾向南西，倾角 65 度，层厚约 203

米。

栖霞组（P1q）：灰、深灰色中厚层状含燧石结核灰岩、生物碎屑灰岩。为区内

建筑石料用原料矿的含矿地层。矿区内岩层近东西走向，倾向南西，倾角65度，

层厚约214米。

矿区碎石用灰岩矿的主要含矿层位。

④、石炭系（C）

A、中统（C2）

黄龙组（C2h）：深灰色，厚层生物碎屑灰岩。为区内建筑石料用原料矿的含矿

地层。矿区内岩层北西走向，倾向南，倾角 70 度，由于受区内 F4 与 F5 两条断

裂断挤压切割成为长约 570 米透镜体，中间厚约 90 米。

大埔组（C2d）：灰色、肉红色厚层状白云岩。为区内建筑石料用原料矿的含

矿地层。矿区内岩层北西走向，倾向南，倾角 72 度，由于受区内 F4 断裂断影响，

被切割成为长约 249 米透镜体，中间厚约 46 米。

⑤、泥盆系（D2-3）

A、上统（D2-3y）

云台观组（D2-3y）：石英砂岩含砾石英砂岩，底部为石英砾岩，出露矿区南

西部。厚 34 米。

⑥、志留系（S）

A、中统（S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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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头组（S2f）：灰绿色粉砂岩、粉砂质页岩；下部为同色石英细—粉砂岩、

粉砂质泥岩。出露矿区南部、南西部，层厚约 230 米。

9．2 构造

矿区位于殷祖复背斜东段南翼的次级褶皱——谭家山向斜的北翼,总体表现

为一单斜构造，地层产状走向北西西-近东西，倾角 65-72 度。

矿区发育 F1、F2、F3、F4、F5、F6 六条断层，F1 断层走向北西，为正断层，

断层面倾向南西，此正断层造成缺失石炭系、泥盆系地层。F3 断层区内南西延

伸长度约 60 米，走向北西，为一平推断层, 造成断层两侧地层明显错位，志留

系地层直接与二叠系栖霞组地层接触。F2、F4 断层位于矿区外南西部、南部，

走向为北西西向，为正断层，断层面倾向南西，倾角 75 度左右，此正断层造成

缺失石炭系、泥盆系地层。F5 断层区内延伸长度约 820 米，走向北西，为一平

推断层，造成断层两侧地层明显错位，志留系地层直接与三叠系大冶组地层接触。

F6 断层走向北西，为一平推断层，形成三叠系地层错位。

F3 与 F5 断层从采矿区穿过，断层附近矿体受断层的影响轻度破碎、裂隙较

发育，断层对矿石质量无太大影响，但对开采矿体有一定的破坏影响。

9. 3 岩浆岩

矿区范围内无岩浆岩分布。矿区西部约 4.5 千米处出露阳新岩体,为燕山早

期侵入的石英闪长岩。

9. 4 变质作用

由于受外围岩体侵入的热力作用，矿区及其外围碳酸盐岩局部有轻微的大理

岩化。

9. 5 矿床地质特征

9. 5. 1 矿体规模、形态及产状

区内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主要由二叠系下统茅口组（P1m）、栖霞组（P1q），

三叠系下统嘉陵组（T1-2j）、大冶组（T1d），石炭系中统黄龙组（C2h）、大埔组（C2d）

等地层组成。

矿界内矿层与地层产状一致,分布较稳定。矿体长约871米，宽580-436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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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走向为北西向,倾向南西，倾角58-65度，呈层状产出。区内矿体出露最低标高

为+49.78 米，出露最大标高为+364.3 米，最大高差314.52米。

矿体绝大部分裸露地表，局部有0.2-0.5米左右浮土覆盖。区内围岩主要为泥

盆系中上统（D2-3y）、志留系中统（S2f），岩性为含砾石英砂岩、泥质粉砂岩。分布

在矿区南部。

9. 5. 2 矿石特征

⑴、物质组成及结构、构造

矿石矿物成分主要为方解石、白云石及少量的菱镁矿及其他碳酸盐矿物。

矿石的自然类型主要为薄-中厚层状石灰岩、厚层状石灰岩、厚层状白云质

灰岩、含泥质条带灰岩、含燧石结核灰岩，工业类型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

矿石为微-细粒结构，薄-中厚层状构造、厚层状构造。

⑵、矿石质量

矿石结构致密，强度较高，抗风化及抗水性较强，物理力学性质稳定，加工

性能好。

经试验，结果表明，矿石的平均极限荷载为 193.3-228.0KN，单组平均抗压

强度为 77.3-91.2MPa，满足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的强度要求。对石料综合定级确

定为三级石料。经测试，平均体重值为 2.70t/m
3
。

矿石经过破碎加工后过筛，可以获得不同粒度的石料材料，在建筑工业中可

以用作路渣、基础填料等。

9. 5. 3 矿体成因类型

矿区内开采矿体主要为层状石灰岩，其成因类型为沉积型石灰岩矿。

9. 6、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通过对矿石的加工技术性能试验，矿石加工工艺十分简单，采用石料机加工，

逐级破碎后过筛，可以获得不同粒度的石料原料，可作为建筑石料使用。

9. 7 开采技术条件

9. 7. 1 矿区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地形地貌条件简单，主要矿体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之上，矿体赋存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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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地形，有利于自然排水；矿区附近无大的地表水体，主要含水层为岩溶水，富

水性弱，补给条件差，因此，矿区属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类型。

9. 7. 2 矿区工程地质条件

矿体形态、产状较规则、出露稳定，岩性致密坚硬，抗风化能力较强。最终

开采底盘宽度大，是理想的露天开采矿床。工程地质条件良好，工程地质属简单

型。

9．7．3 矿区环境地质条件

本区地壳相对稳定,区内无重大污染源，无热害。矿区南部有乡村公路通过，

爆破时主要对矿界周边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有二：一是爆破震动效应；二是开采

时爆破飞石、爆破粉尘可能对路上行人和车辆构成危害。由于生产过程中矿石破

碎的粉尘、噪声对环境影响较大，因此在生产中应采取相应的降尘、降噪措施。

根据《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GB12719－91）对矿区地质环境质量的

划分标准，将本勘查区地质环境质量确定为属中等型。

综合水文地质条件类型、工程地质条件类型、环境地质条件类型三方面，矿

区开采技术条件属中等型（Ⅱ-3）。

10、评估过程

根据国家现行有关评估的政策和法规规定，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我公司对湖

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实施了如下评估程序：

（1）接受委托阶段：2019 年 12 月 26 日，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通过公

开方式确定本机构对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

益进行评估;评估的对象和范围是《采矿权评估合同书》（合同编号：黄自然资矿

评合字〔2020〕第 1号）委托评估的和《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划定湖北

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区范围的批复》（黄自然资规批

[2019]43 号）划定的矿区范围；根据合同书，确定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11 月

30 日。

（2）现场调查阶段：2019 年 12 月 30 日，根据评估的有关原则规定，评估

小组对纳入评估范围内的采矿权进行调查，查阅有关材料，征询、了解矿床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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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矿山建设等基本情况，收集与评估有关的地质资料、设计资料等。

2019 年 12 月 30 日,湖北华诚地矿咨询有限公司矿业权评估师吴宏、张利红

在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阳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人员的带领下，对湖

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现场进行了查看，现将查看情况

介绍如下：

矿区位于阳新县东北方向约 1.8 公里处，属于阳新县陶港镇管辖，矿区由黄

阳公路至黄石市城区约 1 小时车程，矿区简易公路与县道相接，距长江码头约

3.6 公里，交通较便利。

矿区属低山地貌，地势南北高，中间低。山坡岩石裸露，植被较为发育，多

为低矮灌木及茅草。

周边建筑石料矿山较多，矿区内原有阳新县陶港镇碧庄村黄金山采石厂，该

采矿证目前已注销，本矿区由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重新划定矿区范围，拟采

用招拍挂方式出让，据了解，矿业秩序良好，无矿业权纠纷。

（3）评定估算阶段：2020 年 3 月矿山三合一方案修改完成并公示，2020 年

3 月 25 日-2020 年 3 月 31 日评估人员依据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归纳整理，确

定评估方法为折现现金流量法，完成评定估算，具体步骤如下：根据所收集的资

料进行了归纳、整理，查阅有关法律、法规，了解有关矿产开发及销售市场，按

照既定的评估程序和方法，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价值进行评定估算。

（4）提交报告阶段：于 2020 年 4 月 1 日-4 月 3 日根据评估工作情况起草

评估报告，经公司内部三级复核后，向委托方提交评估报告。

11、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采矿权评估可采用折现现金

流量法、收入权益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进行评估。本采

矿权评估对象储量规模中型、生产规模大型，设计生产服务年限较长，因此不宜

采用收入权益法进行评估；目前当地的同类矿山出让信息较少，交易案例难以采

集，无法采用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进行评估；目前未公布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

方法规范，故无法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进行评估。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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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地质勘查程度较高，已达到详查阶段，《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

石灰岩矿地质勘查报告》（2019 年 8 月）经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评审备案，

估算资源储量可靠性较高，根据《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矿山未来预期收益和风险

可以预测并以货币计量，预期收益年限可以预测或确定，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

准则》和《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等的规定，本项目采用折现

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计算公式为：

式中：P —— 采矿权价值;

CI —— 年现金流入量；

CO—— 年现金流出量；

i—— 折现率；

t—— 年序号（t=0,1，2，3，……，n）；

n —— 评估计算期。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和收入

权益法评估时，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按以下方式处理：

⑴ 、按照相应的评估方法和模型，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 333 以上类型全部

资源储量的评估值，并计算其单位资源储量价值，其中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333 不做可信度系数调整。计算单位资源储量价值时，矿山服务年限超过 30 年

的，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按 30 年计算。

⑵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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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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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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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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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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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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评估所依据资料评述

本项目评估指标与参数选取，主要依据黄石市金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

《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地质勘查报告》（2019 年 8 月）

及其评审备案证明（黄自然资规储备字[2019]7 号）及评审意见书；湖北省地质

局第一地质大队编制的《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与生态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及评审意见;市场调查情况、委托方

提供的及评估人员掌握的其它资料。

2019 年 8 月黄石市金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

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地质勘查报告》，报告在收集矿区以往地质成果的基础上，

通过现场地质调查工作，基本查明了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的地层、地质

构造等地质条件，基本查明了矿体分布、产状、规模、赋矿地层及矿石质量、矿

石类型等，基本查明了矿区开采技术条件，采用《冶金、化工石灰岩及白云岩、

水泥原料矿产地质勘查规范》（DZ/T0213-2002）推荐的一般工业指标圈定矿体，

采用水平断面法估算资源储量，资源储量估算方法适合，报告经专家评审通过，

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黄自然资规储备字[2019]7 号”文备案，可以作为

评估的依据。

2020 年 3 月湖北省地质局第一地质大队编制的《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

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复绿方案》，依据《湖北省阳新县

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地质勘查报告》和划定的矿区范围，设计矿区范

围内保有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石量 11383.29 万吨，估算可采储量 9160.77 万吨，

设计矿山生产规模 800 万吨/年；设计采用露天开采方式，产品方案：建筑石料

灰岩矿各规格碎石及石粉，开采方案、生产规模的确定基本符合矿山实际情况，

方案由专家审查通过。经分析，《三合一方案》设计的技术和经济指标可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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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矿山技术经济条件及当地平均社会生产力水平，可以作为评估的依据。

评估时参考开发利用方案以及国家有关政策法规、采矿权评估要求对成本费

用进行了补充和调整，根据评估确定的经济参数进行财务评价，结果如下：

序号 项 目 单位 指标

1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前） % 19.49%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 % 15.51%

2
项目投资财务净现值（所得税前）（ic=13%） 万元 7866.8

项目投资财务净现值（所得税后）（ic=10%） 万元 7837.7

3
项目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前） 年 2.8

项目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 年 3.6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本项目取值在财务上是可行的，各项指标可以反映当

地平均社会生产力水平。

13、评估参数的选择及计算

13．1 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地质勘查报告》（2019

年 8 月）及评审意见书，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保有资源储量（122b）

11383.29 万吨，其中：边坡上资源量 9529.32 万吨, 边坡下压覆资源量 1853.97

万吨。

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为新设采矿权，没有储量消耗，因此截止评估

基准日评估的保有储量为（122b）11383.29 万吨。

详见附表八《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

估储量估算表》。

13．2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依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发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

中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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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让收益时应以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及其备案文件为依据，确

定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因此本项目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11383.29 万吨。

13．3 采矿方案

根据矿床赋存情况、地质条件、地形地势情况，《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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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设计确

定矿山采用山坡露天开采方式，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开采工作线主要沿矿体走

向布置，垂直矿体走向推进。台阶高度 12 米，最终边坡角西侧≤43°，其它≤

55°，台阶坡面角 60°，采用公路-平硐溜井联合开拓，汽车-胶带联合运输方案，

中深孔爆破，矿山开采工艺为：穿孔、爆破、二次破碎、装载、运输至溜矿井、

粗破、皮带运输。

13．4 产品方案

根据《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

态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确定矿山产品方案为建筑石料灰岩矿各规格碎石

及石粉，其中：20～31.5 毫米产品 160 万吨/年、10～20 毫米产品 320 万吨/

年、5～10 毫米产品 240 万吨/年、石粉 80 万吨/年。

13．5 采矿指标

《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

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设计采矿回采率 98%，根据国土资源部 2016 年第 30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锂、锶、重晶石、石灰岩、菱镁矿和硼等矿产资源合理开发

利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试行）的公告》：石灰石矿露天矿山开采回采率不

低于 90%，方案设计回采率达到了要求，据此评估确定矿山采矿回采率为 98%；

《方案》通过分台阶重新计算，边坡下压覆资源量 2035.57 万吨，压覆资源量

未设计开采，据此确定设计损失量为 2035.57 万吨。

13．6 可采储量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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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1 设计利用储量

《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

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对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122b）全部设计利用；据此

确定设计利用资源储量为 11383.29 万吨。

13．6.2 可采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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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储量=（设计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11383.29－2035.57）×98%

=9160.77 (万吨)(见储量估算汇总表)

13．7 生产规模及矿山服务年限

《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

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及其评审意见设计矿山生产规模为 800 万吨/年。参

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中的生产能力确定方法，

探矿权评估和拟建、在建矿山采矿权评估，①依据相关管理部门文件核准的生产

能力确定，②根据经审批或评审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确定。依据经评审的开

发利用方案评估确定该矿山生产规模为 800 万吨/年。

矿山理论服务年限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Q 9160.77

T = = ≈11.45（年）

A 800

式中：T —— 矿山理论服务年限

A —— 矿山生产规模（800 万吨/年）

Q —— 可采储量（9160.77 万吨）

将上述各项数据代入公式得矿山理论服务年限约为 11.45 年。

根据《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

态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设计，矿山建设期为 1年，由此确定评估计算年限

共计 12.45 年，建设期自 2019 年 12 月起至 2020 月 11 月止，生产期自 2020 年

12 月起至 2032 年 5 月止。

13．8 年销售收入

13．8．1 销售收入计算公式

假设矿山生产矿产品全部销售，则正常年份年销售收入为：

年销售收入=矿产品年产量×矿产品不含税销售单价

13．8．2 产品产量

根据《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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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矿山年产原矿量 800 万吨，其中：20～31.5 毫米

产品 160 万吨/年、10～20 毫米产品 320 万吨/年、5～10 毫米产品 240 万吨/

年、石粉 80 万吨/年。

13．8．3 产品价格

石灰岩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易于获取，作为重要的建筑材料被长期广泛应用，

建筑石料用石灰岩是工民用建筑和铁路、公路、水利建设的重要原料，历来受到

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目前，我国正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各类建筑工程包括工

民建筑、高速公路对建筑石料的需求超过数十亿吨，特别是近几年安居工程的实

施、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建筑石料用灰岩的需求量日

渐加大。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规定，产品销售价格参照《矿

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采用一定时段的历史价格平均值确定。由于建筑

碎石价格近几年上涨幅度比较大，评估人员按照近五年的平均价格确定碎石销售

价格。

《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

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按照 2018-2019 年价格水平确定产品综合含税销售价

格为 50 元/吨，其中各粒径碎石价格 45-65 元/吨、石粉价格为 0元/吨。

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公布的矿产品销售价格动态监测月度报告中，2014 年 12

月-2015 年 10 月无阳新地区建筑碎石监测价格，2015 年 11 月至 2017 年 7 月阳

新县分三个片区监测价格，包括韦源口-富池片区、兴国-枫林片区、洋港-王英

片区，本矿山位于阳新县韦源口-富池片区，2017 年 8 月以后未分片区。2015 年

11 月阳新县（韦源口-富池片区）建筑碎石不含税价格为 27 元/吨，根据价格监

测报告，2014 年至 2016 年 3 月省内其他地区建筑碎石价格基本平稳，因此可以

推断 2014 年 12 月-2016 年 3 月阳新县（韦源口-富池片区）建筑碎石价格平稳，

不含税价格一直稳定在 27 元/吨，2016 年 4 月以后价格开始上涨，2016 年 4 月

至 2017 年 7 月韦源口-富池片区建筑碎石不含税价格稳定在 33 元/吨左右，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11 月阳新地区（不分片区）建筑碎石不含税价格从 48 元/吨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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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81 元/吨，建筑碎石近五年不含税价格平均为 46.67 元/吨。

阳新县（韦源口-富池片区）建筑碎石（不含税）矿产品价格

单位：元/吨

时间
2014 年

1 月 2 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月 12月 平均

含税 27 27

时间
2015 年

1 月 2 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平均

含税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00

时间
2016 年

1 月 2 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平均

含税 27 27 27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1.50

时间
2017 年

1月 2月 3月 4 月 5 月 6月 7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平均

含税 33 33 33 33 33 33 33 48 57.5 58.5 58.5 58.5 42.67

时间
2018 年

1月 2月 3月 4 月 5 月 6月 7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平均

含税 59 59 59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4.25

时间
2019 年

1月 2月 3月 4 月 5 月 6月 7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平均

含税 66 64 69 72 72 75 78 76 57 78 81 71.64

五年平均价格 46.67

根据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公布的矿产品销售价格动态监测月度报告中阳新地

区（韦源口-富池片区）近五年建筑碎石的平均价格水平，评估人员确定本矿山

建筑碎石不含税价格为 46.67 元/吨。根据《三合一方案》，产品中各粒径碎石占

90%、石粉占 10%，据了解当地石粉不含税价格在 8元/吨左右。

13．8．4 销售收入

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正常年份销售收入

=800 万吨×（46.67 元/吨×90%+8 元/吨×10%）

=34240.00 万元

13．9 固定资产投资

《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

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设计项目建设投资为 38581.53 万元，其中设备购置

及安装费 12718.44 万元（10704.77+2013.67）、开拓工程 5680.84 万元、建筑工

程 4193.10 万元（9873.94-5680.84）、采矿权价款 8600 万元、土地征用费 3640

万元（240+1000+2400）、其他费用 1690.00 万元(13930-8600-3640)、预备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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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9.15 万元。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等

规定，评估时固定资产投资需剔除预备性质的费用、基建期贷款利息、采矿权价

款等，因此作为评估用固定资产投资，需剔除预备费 2059.15 万元、采矿权价款

8600 万元、土地征用费 3640 万元，将土地征用费调入无形资产，经以上调整后

确定本项目评估用固定资产投资为 24282.38 万元，将其他费用再按其设计投资

金额分配后，确定固定资产投资为开拓工程 6105.79 万元、房屋建筑物 4506.76

万元、机器设备 13669.83 万元。

固定资产在建设期均匀投入。详见附表四《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

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固定资产投资估算表》。

13．10 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是指企业生产运营需要的周转资金。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

导意见》(CMVS30800-2008)，评估时流动资金可按扩大指标估算法，一般可参照

同类企业流动资金占固定资产投资额、年销售收入、总成本费用的比例估算，本

次评估按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进行估算，非金属矿山流动资金额一般为固定资产

总额的 5～15%，本次评估按 14%取值，则流动资金为 3399.53 万元（24282.38

万元×14%）。

流动资金在投产时一次性投入，评估计算期末回收全部流动资金。

13．11 更新改造资金

矿业权评估中，更新资金一般包括设备和房屋建筑物等固定资产的更新，矿

山采矿系统（坑采的井巷工程和露采的剥离工程）更新资金不以固定资产投资方

式考虑，而以更新性质的维简费及安全费用（不含井巷工程基金）方式直接列入

经营成本。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相关规定，本项目评估的房屋建筑物

和机器设备采用不变价原则进行更新资金投入，即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在其计

提完折旧后的下一时点（下一年或下一月）投入等额初始投资。

本项目确定房屋建筑物折旧年限为 20 年，机器设备折旧年限为 12 年。

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折旧年限均长于评估服务年限，不需要投入更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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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本项目无更新改造资金。

13．12 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回收抵扣设备进项增值税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采用不变价原则考虑

其更新资金投入，即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在其计提完折旧后的下一时点（下一

年或下一月）投入等额初始投资（建设期初始投资）。

根据国家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关规定，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评估确定

新购进设备（包括建设期初始投资和更新改造投入）按 17%增值税税率估算进项

增值税，设备原值按不含增值税价估算。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财税〔2016〕36 号），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以下称营改增）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

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不动产增值

税税率为 11%。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 号），

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

用 17%和 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 16%、10%。

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

关政策的公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

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

调整为 9%。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建工程的进

项税额不再分 2年抵扣。

本次评估产品销售税率为 13%，外购材料、外购燃料动力、修理费的进项税

率为 13%，机器设备进项税率为 13%，开拓工程和房屋建筑物进项税率为 9%。

本项目参照方案确定投资额，机器设备投资 13669.83 万元为含税价，经计

算，机器设备进项增值税为 1572.64 万元（13669.83÷(1＋13%)×13%），机器设

备不含税原值为 12097.19 万元（13669.83－157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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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开拓工程投资 6105.79 万元，进项增值税为 504.15 万元（6105.79

÷(1＋9%)×9%），不含税原值为 5601.64 万元（6105.79 -504.15）； 房屋建筑

物投资 4506.76 万元，进项增值税为 372.12 万元（4506.76÷(1＋9%)×9%），不

含税原值为 4134.64 万元（4506.76-372.12）。

本次评估确定房屋建筑物折旧年限为 20 年，机器设备折旧年限为 12 年，残

值率两者均为 5%；开拓工程计提折旧，不留残值。

2032 年 5 月回收房屋建筑物余值 1876.09 万元。

2032 年 5 月回收机器设备余值 1083.71 万元。

本评估项目固定资产残（余）值回收合计为 2959.80 万元。详见附表五。

13．13 无形资产投资（土地使用权）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

定指导意见》，土地使用权作为无形资产投资处理。

《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

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估算土地征用费为 3640 万元，评估时将其调整列入

无形资产投资，无形资产在基建期投入。

13．14 总成本费用与经营成本

矿业权评估中总成本费用包括外购材料、外购燃料及动力、职工薪酬、修理

费、折旧费、安全费用、管理费用、营业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利息支出)

及其他费用构成；经营成本为总成本费用扣除折旧费、折旧性质的维简费、摊销

费和财务费用后的成本费用。

《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

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设计单位矿石总成本费用（不含税）为 34.69 元／吨，

成本明细如下：

《三合一方案》设计成本参数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成本

设计年矿石产量(万吨)： 800
一 生产成本 26.55
1 外购材料 8.57
2 外购燃料及动力 5.43
3 职工薪酬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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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折旧费 2.87
5 修理费 2.02
6 其他制造费用 2.91
7 安全费用 2.00
二 期间费用 8.14
1 管理费用 3.54
2 管理人员工资 1.30
3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 0.15
4 摊销费 1.28
5 销售费用 1.77
6 财务费用 0.10
三 总成本费用 34.69

本次评估结合《三合一方案》并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采矿权评估要求进

行调整后确定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成本费用如下：

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成本费用汇总表

单位：元/吨

序号
项 目 评估取值

生产能力(万吨/年) 800
一 生产成本 25.73
1 外购材料 8.57

2 外购燃料及动力 5.43
3 职工薪酬 2.75
4 折旧费 2.05
5 修理费 2.02
6 其他制造费用 2.91
7 安全费用 2.00
二 管理费用 5.39
1 其他管理费用 4.84
2 无形资产摊销 0.40
3 土地复垦及环境治理费 0.15
三 销售费用 1.77
四 财务费用 0.13
五 总成本费用 33.02
六 经营成本 30.44

13．14．1 外购材料

《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

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设计采矿单位材料不含税成本为 5.44 元/吨，破碎单

位材料不含税成本为 3.13 元/吨，单位外购材料费合计 8.57 元/吨，类比同类矿

山，评估人员认为设计材料费基本合理，据此确定单位外购材料为 8.57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外购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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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年产量×单位费用

=800 万吨×8.57 元/吨=6856.00 万元

13．14．2 外购燃料及动力

《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

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设计采矿单位燃料及动力费不含税成本为 3.66 元/吨

（2.39+1.27），破碎单位燃料及动力费不含税成本为 1.77 元/吨，单位外购燃料

及动力费合计 5.43 元/吨，类比同类矿山，评估人员认为设计燃料及动力费基本

合理，据此确定单位外购燃料动力为 5.43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外购燃料及动力

=矿石年产量×单位费用

=800 万吨×5.43 元/吨=4344.00 万元

13．14．3 职工薪酬

《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

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设计采矿单位工资及福利费为 1.95 元/吨，破碎单位

工资及福利费为 0.80 元/吨，单位工资及福利费合计 2.75 元/吨，类比同类矿山，

评估人员认为设计职工工资及福利费基本合理，据此确定单位职工薪酬为 2.75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职工薪酬

=矿石年产量×单位费用

=800 万吨×2.75 元/吨=2200.00 万元

13．14．4 折旧费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折旧费按评估要求计算，参照《矿业权评估

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本次评

估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分别按 20 年、12 年折旧，房屋建筑物、

机器设备残值率为 5%，开拓系统按矿山生产期 11.45 年折旧，残值率为 0（详见

附表五）。即：

机器设备年折旧费＝12097.19×（1-5%）÷12＝957.6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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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物年折旧费＝4134.64×（1-5%）÷20＝196.40 (万元)；

开拓工程年折旧费=5601.64÷11.45＝489.23 (万元)；

合计年折旧费为 1643.32 万元，单位折旧费为 2.05 元/吨。

13．14．5 修理费

《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

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设计采矿单位修理费为 0.86 元/吨，破碎单位修理费

为 1.16 元/吨，单位修理费合计 2.02 元/吨，类比同类矿山，评估人员认为设计

修理费基本合理，据此确定单位修理费为 2.02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修理费

=矿石年产量×单位费用

=800 万吨×2.02 元/吨=1616.00 万元

13．14．6 其他制造费用

《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

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设计采矿单位修理费为 1.60 元/吨，破碎单位修理费

为 1.31 元/吨，单位其他制造费用合计为 2.91 元/吨，评估据此确定单位其他制

造费用为 2.91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其他制造费用

=产品年产量×单位费用

=800 万吨×2.91 元/吨=2328 万元

13．14．7 安全生产费

《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

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设计单位矿石安全费用 2.00 元/吨；根据财政部、安

全生产监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企〔2012〕16 号），对于非金属矿山，露天矿山的生产安全费为每吨 2元，

本项目为露天开采矿山，故评估时单位安全生产费取 2.00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安全生产费

=产品年产量×单位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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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万吨×2.00 元/吨=1600.00 万元

13．14．8 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包括管理人员的工资及福利费、劳动保险费、业务招待费、办公费、

差旅会议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等等。

⑴、矿产资源补偿费：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

革的通知》（财税〔2016〕53 号）、《湖北省财政厅、湖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全面

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鄂财税发〔2016〕12 号），从 2016 年 7 月 1 日起开始

全面实施资源税从价计征，在实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同时，将全部资源品目

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降为零，停止征收价格调节基金，故评估确定矿产资源补偿

费为 0；

⑵、其他管理费用：《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与生态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设计单位其他管理费用（含管理人

员工资及福利费）4.84 元/吨，据此确定单位其他管理费用为 4.84 元/吨。

⑶、无形资产摊销：《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与生态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设计单位摊销费 1.28 元/吨，包括

征地费及采矿权价款摊销，本次评估不考虑采矿权价款投资，因此评估时也不考

虑其摊销。《方案》将土地征用费 3640 万元计入固定资产投资中，评估时将其调

整计入无形资产投资，并在评估服务年限内平均摊销，计算无形资产单位摊销费

为 0.40 元/吨，即：3640 万元/11.45 年/800 万吨。

⑷、土地复垦及环境治理费：《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

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设计单位矿石土地复垦及

环境治理费为 0.15 元/吨，《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设计矿山土地复垦投资 874.48

万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投资 491.64 万元，共计投资 1366.12 万元，

矿山可采出矿石量为 9160.77 万吨，据此可计算单位矿石土地复垦及环境治理费

为 0.15 元/吨（1366.12 万元/9160.77 万吨）。

评估时将无形资产摊销、土地复垦及环境治理费并入管理费用中，经以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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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确定单位管理费用为 5.39 元/吨。

13．14．9 销售费用

《湖北省阳新县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

复绿方案》（2020 年 3 月）设计单位销售费用为 1.77 元/吨，类比同类矿山，评

估人员认为设计销售费用基本合理，据此确定单位销售费用为 1.77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销售费用

=产品年产量×单位费用

=800 万吨×1.77 元/吨= 1416.00 万元

13．14．10 财务费用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相关规定，矿业权评估中，财务费用只计算

流动资金贷款利息。设定流动资金中 70%为银行贷款，在生产期初借入使用，贷

款利率按 2015 年 10 月 24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六个月至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

准利率 4.35%计算，按期初借入、年末还款，全时间段或全年计息。

正常生产年份财务费用

=3399.53 万元×70%×4.35%= 103.52 万元

单位财务费用为 0.13 元/吨。

13．14．11 总成本费用、经营成本

正常生产年份总成本费用

=外购材料+外购燃料动力+职工薪酬+折旧费+其他制造费用+修理费+安全生

产费+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

正常生产年份经营成本

=年总成本费用-年折旧费-年无形资产摊销-年财务费用

正常生产年份年总成本费用为 26416.02 万元、年总经营成本为 24351.30 万

元；

矿石单位总成本费用为 33.02 元/吨，单位经营成本为 30.44 元/吨。

详见附表七。

13．15 销售税金及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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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及资源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的计算以应纳增值税为计算

基数。

⑴、应纳增值税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评估时增值税按一般纳税人

适用税率计算。

应纳增值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71 号《关于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

产品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的产品销项税率为 17%；

产品进项税率为 17%（以材料费、动力费为税基）。

根据国家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关规定，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新购进设

备（包括建设期投入和更新资金投入）进项增值税，可在矿山生产期产品销项增

值税抵扣当期材料、动力进项增值税后的余额抵扣；当期未抵扣完的设备进项增

值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 号），

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

用 17%和 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 16%、10%。

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

关政策的公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

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

调整为 9%。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建工程的进

项税额不再分 2年抵扣。

本次评估产品销售税率为 13%，外购材料、外购燃料动力、修理费的进项税

率为 13%，机器设备进项税率为 13%，开拓工程和房屋建筑物进项税率为 9%。

抵扣完设备和不动产进项增值税后的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4 年为例）计算

如下：

年产品增值税销项税额＝年销售收入×销项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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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40.00×13%

＝4451.20（万元）

年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年外购材料+年外购燃料动力+年修理费）×13%

＝（6856.00 + 4344.00 + 1616.00）×13%

＝1666.08（万元）

年抵扣设备及不动产进项增值税额＝0.00 万元

年应交增值税额

＝年产品销项税额－年产品进项税额－年抵扣设备和不动产进项增值税额

＝4451.20－1666.08－0.00＝2785.12（万元）

⑵、城市维护建设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规定，按纳税人所在地，

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分别为 1%、5%、7%，本项目纳税人目前未定，根据矿山所

在地区拟定本项目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暂按 5%计；

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年增值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率

＝2785.12×5%

＝139.26（万元）

⑶、教育费附加

依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2005 年国务

院令第 448 号）规定，教育费附加费征收率为 3%；

年教育费附加＝年增值税额×教育费附加费率

＝2785.12×3%

＝83.55（万元）

⑷、地方教育费附加

根据财政部财综[2010]98 号《财政部关于统一地方教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统一为 2%。

年地方教育费附加＝年增值税额×地方教育费附加率

＝2785.12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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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0（万元）

⑸、资源税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财税〔2016〕

53 号）、《湖北省财政厅、湖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鄂

财税发〔2016〕12 号），湖北省石灰岩矿原矿的资源税税率为 6%。故本矿山的

资源税税率标准为 6%。

正常年份年应缴资源税＝年销售收入×资源税税率

＝34240.00 万元×6%

＝2054.40（万元）

⑹、正常年份年销售税金及附加合计

＝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年教育费附加+年地方教育费附加+年资源税

正常生产年份年销售税金及附加为 2332.91 万元。

13．16 企业所得税

根据 2017 年修订的《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根据《矿业

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计算企业所得税以利润总额为基数，不考虑

亏损弥补及企业所得税减免、抵扣等税收优惠。

正常生产年份企业所得税

＝（销售收入-总成本费用-销售税金及附加）×25%

＝1372.77 万元

13．17 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折现率参照《矿业权评估参

数确定指导意见》相关方式确定；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参考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年第 18号《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

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

价款评估折现率取 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价款评估折现率取

9%。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本次评估折现率采用无风险报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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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报酬率方式确定，其中包含了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无风险报酬率即安全

报酬率，通常可以参考政府发行的中长期国债利率或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来确定。

风险报酬率是指在风险投资中取得的报酬与其投资额的比率。矿产勘查开发行

业，面临的主要风险有很多种，其主要风险有：勘查开发阶段风险、行业风险、

财务经营风险、其他个别风险。

矿业权评估实务中，无风险报酬率通常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五年期存款

基准利率确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 2014年 11月 22日起下调人民币存

贷款基准利率后不再公布五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自 2014年 11月 22日、2015年

3月 1日、2015 年 5月 11日、2015年 6月 28 日、2015年 8 月 26日、2015年

10月 24日起人民币三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分别下调 0.25%、0.25%、0.25%、0.25%、

0.25%、0.25%合计下调 1.50%。本次评估五年期存款利率按 2014年 11月 22日

前的基准利率 4.75%调减（－1.50%）确定为 3.25%。

风险报酬率采用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行业风险报酬率＋财务经营风

险报酬率＋其他个别风险报酬率确定。根据本项目的具体情况及对各项风险要素

的分析，本次评估风险报酬率取值如下：

勘查开发阶段－勘探及矿山建设阶段风险报酬率：取值区间 0.35～1.15%。

本次评估勘查开发阶段（拟建项目）风险报酬率取值 1.00%。

行业风险报酬率：取值区间 1.00～2.00%，本次评估取值 1.40%；

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取值区间 1.00～1.50%，本次评估取值 1.25%；

其他个别风险报酬率：取值区间 0.50～2.00%，本次评估取值 1.10%。

综上所述，该采矿权评估项目风险报酬率取值为 4.75%，折现率按无风险报

酬率（3.25%）＋风险报酬率（4.75%）确定为 8%。

13．18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经上述计算，可估算出评估计算年限内 333 以上类型资源储量的采矿权评估

值为 17520.36 万元（详见附表二）。则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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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按基准价计算本矿山采矿权出让收益为 11383.29 万元（11383.29 万吨

×0.80×1.25），本次评估结果高于基准价。

16、特别事项说明

⑴、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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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利率的变动、矿产品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

本次评估在评估基准日后出具评估报告日期之前未发生重大事项。在评估报告出

具日期之后和本评估结果有效期内，如发生影响委托评估采矿权价值的重大事

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果。若评估基准日后有效期以内储量等数量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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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采

矿权评估价值。

⑵、本次评估结果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公司参加本次

评估的工作人员与委托方及采矿权受让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⑶、评估工作中委托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包括产权证明、地质报告、

三合一方案等），相关文件材料提供方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承担

相关的法律责任。

⑷、评估报告计算表为电脑自动计算生成，部分尾数合计略有出入，是因四

舍五入的原因造成，并非计算错误。

⑸、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人未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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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⑹、我们只对本项目评估结论是否合乎执业规范要求负责，而不对资产业务

定价决策负责。

⑺、本评估报告含有附表、附件，附表及附件构成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本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法律效力。

⑻、本评估报告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评估人员签名，并加盖本公司公章后




















	图像 (2).jpg
	图像 (3).jpg
	图像 (11).jpg
	阳新大嶂山矿区建筑石料矿评估报告(初稿1).pdf
	1、评估机构
	2、采矿权出让方、评估委托人、采矿权（申请）人
	3、评估目的
	4、评估对象和范围、矿业权沿革情况及评估史
	5、评估基准日
	报告中一切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评估值为评估基准日的时点有效价值。
	6、评估依据
	7、评估原则
	8、采矿权概况
	9. 5. 1矿体规模、形态及产状
	Q            9160.77

	T ==  ≈11.45（年）
	14、评估假设
	15、评估结果
	16、特别事项说明
	17、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8、矿业权评估报告日
	19、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

	图像 (12).jpg
	图像 (13).jpg
	图像 (14).jpg
	图像 (15).jpg
	图像 (16).jpg
	图像 (17).jpg
	图像 (18).jpg
	图像 (19).jpg
	图像 (20).jpg
	图像 (2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