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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脉石英矿）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摘    要 

晋博矿评字[2020]第 011 号 
 

评估对象：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脉石英矿）采矿权 

评估委托人：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 

评估机构：山西博瑞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目的：忻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拟延续出让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脉石

英矿采矿权，需对该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我公司受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

司委托，对该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在上述目的下为确定采矿

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0 年 3月 31日 

评估范围：《采矿许可证》（证号：C1409002009127130053378）载明矿区范围内

截止本次评估基准日保有的脉石英矿资源储量。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评估主要参数：根据《山西省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石英矿 2016年度矿山储

量年报》（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第三地质勘查院，2016 年 12 月）及其审查意见（忻年

报审字[2017]177号），截止 2016年 11月 30日，矿山保有脉石英资源储量 13.43万

吨，其中，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122b）11.91万吨，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

1.52 万吨。截止本次评估基准日，上述储量未动用，因此，截止本次评估基准日保

有资源储量仍为 13.43 万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13.43万吨，设计损失量 1.28万吨，

回采率 95%，可采储量 11.54万吨，生产规模 1.62 万吨/年，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

贫化率 10%，矿山理论服务年限 7.92年，本次评估计算服务年限 7.92年。产品方案

为破碎后一定块度的石英矿石原矿，销售价格 50.00 元/吨（不含税）；折现率 8%，

权益系数 4.10 %。 

评估结论：经评估人员现场调查和当地市场分析，按照采矿权评估的程序，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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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计算确定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石

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人民币 18.97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拾捌万玖仟

柒佰元整。 

 

评估有关事项说明： 

1. 按现行法规规定，本评估报告自公开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一年。评估报告需

提交委托人后使用，如果使用本评估报告的时间与本报告公开之日相差一年以上，

此评估报告结论无效，需重新进行评估。 

2.本评估结论系为委托方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提供采矿权出让收益参考

意见而作。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 

3.委托方/矿业权人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如因委托方/矿业权

人提供资料有误，造成估价结果失真，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以上内容摘自《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脉石英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

告》正文，欲详细了解该评估项目情况，请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 

     

 

法定代表人：  

 

 

项目负责人（中国矿业权评估师）：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 

 

山西博瑞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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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附件目录 

附件1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 

附件2 山西博瑞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附件3 山西博瑞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 

附件4 矿业权评估师资质证书； 

附件5 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附件6 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 

附件7《山西省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原繁峙县鑫宏石英矿）资源储量核实

报告》资源储量备案证明（忻国土资整储备字[2009]129号）； 

附件8 《山西省繁峙县鑫宏石英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忻评审储

字[2009]037号）； 

附件9 《山西省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石英矿2016年度矿山储量年报》（中国

冶金地质总局第三地质勘查院，2016年12月）； 

附件10 《山西省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石英矿2016年度矿山储量年报》审查

意见（忻年报审字[2017]177号）； 

附件11 《山西省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脉石英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

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土地复垦方案》（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三局物探队，2019年10月）； 

附件12 《山西省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脉石英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

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土地复垦方案》评审意见书（忻自然资方案审字[2020]01号）； 

附件13 证明； 

附件14 忻州市生态环境局繁峙分局：繁环函[2020]13号、繁峙县文物局：繁文

物函[2020]9号、繁峙县水利局：繁水函[2020]28号、繁峙县林业局：繁林函[2020]21

号； 

附件15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承诺函； 

附件16 矿业权评估机构及评估师承诺函； 

附件17 评估人员自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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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图目录 

附图 1 山西省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石英矿地形地质及总平面布置图；  

附图 2 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石英矿Ⅰ-Ⅰ′、Ⅳ-Ⅳ′勘探线及设计利用资

源储量估算剖面图；  

附图 3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石英矿开拓系统水平投影图； 

附图 4 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石英矿开拓系统纵投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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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受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矿业权评估的规定，

选择合理的评估方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进行了实地踏勘、

市场调研、资料收集、综合分析计算等工作，对拟延续出让的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

公司脉石英矿采矿权在 2020 年 3 月 31 日所表现的出让收益做出了评定估算。现将

该采矿权的出让收益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一、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山西博瑞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太原市万柏林区漪汾街 10号麦特摩尔 905  

法定代表人:王长生 

注册资本：壹佰万圆整 

成立日期：2006年 03月 17日 

营业期限：2006年 03月 17日至 2026年 02 月 21日 

经营范围：探矿权和采矿权的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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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1097858241725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19号 

二、评估委托人 

名称：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繁峙县柏家庄乡羊啳村西北 

法定代表人：张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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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9年09月02日 

营业期限：2009年09月02日至2021年07月25日 

经营范围：危险废物及非煤矿山企业：矿产资源开采；脉石英开产、加工、矿

产品、建材（不含涂料、油漆、润滑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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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924694269775L 

三、矿业权人 

评估委托人即为矿业权人。 

矿山名称：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 

开采矿种：脉石英 

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1.62万吨/年 

矿区面积：0.1353 平方公里 

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贰年，自 2018年 6月 6日至 2020年 6月 6日 

采矿许可证号：C1409002009127130053378 

四、 评估对象和范围 

评估对象为：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脉石英矿）采矿权。 

根据原忻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8 年 6 月 6 日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证号：

C1409002009127130053378），矿区面积 0.1353平方公里，开采矿种为脉石英，开采

方式为地下开采，开采规模 1.62 万吨/年，开采标高 1850-1780m。矿区由四个拐点

围成，拐点坐标如下：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序号 
西安80坐标（3度带） 

X Y 

1  4364703.51 38476034.23 

2  4364709.40 38476608.36 

3  4364465.47 38476607.24 

4  4364478.78 38476026.75 

本次评估储量部分主要依据《山西省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石英矿2016年度

矿山储量年报》（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第三地质勘查院，2016年12月）（以下简称《2016

储量年报》），其储量检测范围与上述范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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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6储量年报》，截止2016年11月30日，矿山保有脉石英资源储量13.43

万吨，其中，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122b）11.91万吨，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

1.52万吨。根据委托方介绍，截止本次评估基准日，矿山一直未进行生产，上述储

量未动用，因此，截止本次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仍为13.43万吨。 

五、矿业权历史沿革、价款缴纳情况 

1、采矿权历史沿革 

该矿原名为繁峙县鑫宏石英矿，后经采矿权转让，更名为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

公司，矿山始建于 2006 年 4月，由繁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营业执照，2005年 9

月由忻州市面上国土资源局首次颁发了采矿许可证，证号为： 1422000510064。几

次换发后，现采矿许可证号为：C1409002009127130053378。 

2、资源价款情况 

由于原来缴纳资源价款的资料丢失，委托方无法提供相关资料，本次评估无法

核实原资源价款缴纳情况。 

六、评估目的 

忻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拟延续出让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脉石英矿采矿

权，需对该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我公司受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委托，

对该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在上述目的下为确定采矿权出让收

益提供参考意见。 

七、评估基准日 

根据委托方要求，本次采矿权评估的基准日确定为 2020年 3月 31日。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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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4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 

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41号）； 

4、《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 ] 174号）； 

5、《矿产储量登记统计管理暂行办法》（地质矿产部第二十号令）； 

6、《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认定办法》（国土资发[1999] 2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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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 2000 ] 309号）；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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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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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第3号）； 

10、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关于印发

《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晋财综[2018]25号）； 

11、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公布《山西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公告

（山西省国土资源厅，2018年5月28日）； 

12、《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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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 

15、《玻璃硅质、饰面石材、石膏、温石棉、硅石灰、滑石、石墨矿产地质勘查

规范》（DZ／T0207—2002）； 

17、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 

18、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19、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 

20、《山西省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原繁峙县鑫宏石英矿）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资源储量备案证明（忻国土资整储备字[2009]129号）； 

21、《山西省繁峙县鑫宏石英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忻评审储字

[2009]037号）； 

22、《山西省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石英矿2016年度矿山储量年报》（中国冶

金地质总局第三地质勘查院，2016年12月）； 

23、《山西省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石英矿2016年度矿山储量年报》审查意见

（忻年报审字[2017]177号）； 

24、《山西省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脉石英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保

护与治理恢复、土地复垦方案》（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三局物探队，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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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山西省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脉石英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保

护与治理恢复、土地复垦方案》评审意见书（忻自然资方案审字[2020]01号）； 

26、证明； 

27、忻州市生态环境局繁峙分局：繁环函[2020]13号、繁峙县文物局：繁文物

函[2020]9号、繁峙县水利局：繁水函[2020]28号、繁峙县林业局：繁林函[2020]21

号； 

28、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承诺函； 

29、现场核实收集和调查的其它资料。 

九、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根据《2016储量年报》，现将该矿勘查和开发概况简述如下： 

（一）矿区位置和交通 

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石英矿位于繁峙县 45°方向，距繁峙县城直距 27km，

行政区划隶属繁峙县柏家庄管辖。 

矿区地理坐标: 

东经：113°43′21″-113°43′45″，北纬:39°24′48″-39°24′56″，中心地理坐标:东经

113°43′33″；北纬:39°24′52″。 

矿区与红花沟村有简易公路相通，运距 1.5km，红花沟村至柏家庄约 4km，有柏

油路相通，交通比较方便。 

（二） 自然地理 

矿区位于繁峙县北部山区，属高寒多山地区，海拔标高 1930-1700m，地形相对

高差 230 米，地势陡峻，水系发育，侵蚀切割强烈。气候冬季长而寒冷，夏季短暂

不热，年平均气温 7-8℃，一月份平均气温—10℃，七月份平均气温 23—24℃，无

霜期 130天，年均降雨量 400mm，风向西北，风力较大。 

本区主要自然灾害为干旱、大风、冰雹和霜冻。 

本区经济以农业、林业和畜牧业为主，主要农作物为玉米、土豆、高粱、莜麦、

谷子、水稻等。区内主要有金矿、铁矿等企业。近年来采选业发展迅速，已成为本

区支柱产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GB50011－2001《建筑抗震设计规范》，本区地震基本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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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Ⅶ度区。 

（三）矿区勘查工作简况 

2005 年 6 月中国冶金地质勘查工程总局第三地质勘查院提交《繁峙县 FS05020

号石英矿普查地质报告》，提交 122b+333资源储量 36791吨。 

（四） 矿区地质条件 

1、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为太古界五台超群石咀亚群庄旺组（Ar1
3z）、文溪组（Ar1

3w）、新

生界第三系（Q3）及第四系（Q4）地层。分述如下： 

庄旺组（Ar1
3z） 

该组地层岩性以黑云变粒岩为主，斜长角闪岩以不同厚度和形态穿插其中，形

成互层。 

文溪组（Ar1
3w） 

该组岩性上部斜长角闪岩、黑云变粒岩、黑云变粒岩夹磁铁石英岩；下部斜长

角闪岩、斜长角闪片麻岩和黑云变粒岩。是本区主要赋矿地层。 

新生界第三系（Q3） 

岩性为黄色亚砂土、粉质粘土。 

第四系（Q4） 

主要为砂砾石、冲洪积物和坡积物组成。 

2、构造 

矿区位于一北东向向斜的南东翼，该向斜北西翼倒转，延长约 30km。在矿区的

西部 4km 发育系列小断层，对矿区无大的影响。矿区内无大构造，多以小的裂隙出

现。 

3、岩浆岩 

矿区无岩浆岩出露。 

（五）矿体特征 

A、矿体的数量和分布 

本区所采矿体为热液成因的脉石英矿床，热液沿裂隙侵入文溪组斜长角闪片麻

岩中。矿体分布于矿区中部，近东西向展布，呈不规则脉状，局部存在膨胀收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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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灭再现现象，主矿脉可见两条，Ⅰ号脉位于矿区北西部，出露长度 160余米，厚

5-6m，走向 80°，倾向 NW，倾角 80°，矿体顶底板均为斜长角闪片麻岩，两侧围岩

中可见绢云母化及硅化现象，赋存标高 1850m。Ⅱ号脉位于矿区中东部，横切山梁，

出露长度 280余米，厚 9-10m，走向 76°，倾向 SE，倾角 85°，矿体顶底板均为斜

长角闪片麻岩，围岩可见绢云母化及硅化，赋存标高 1850m。 

B、矿石结构、构造、矿石类型 

矿石结构、构造比较简单，粒状变晶结构，块状构造。 

C、矿石质量、矿物组分 

矿区内矿石以Ⅱ级品为主，少量Ⅲ级品矿石。矿石主要矿物成分为 SiO2，另含

少量黑云母，矿石成分 SiO2含量一般大于 96%，部分大于 97%，Al2O3含量 0.17-1.60%，

一般在 1%左右，Fe2O3含量 0.02-0.15%，一般小于 1%。Ⅱ级品 SiO2含量大于 96%，Ⅲ

级品 SiO2含量大于 95%。 

（六）开采技术条件 

1、矿区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地形北高南低，山坡较陡，地形切割较强，地表自然水排汇畅通。最高点

1780m，最低点 1700m，矿区内的矿体赋存标高在当地侵蚀基准面之上。地下水主要

为层间裂隙水、孔隙水，补给来源主要为大气降水，大气降水集中成地表径流排出

区外。 

开采方法为地下开采。在雨季到来时，可能会出现老采坑坑内积水现象，应及

时将坑内积水疏导引出区外。 

本区影响矿山生产的主要因素是大气降水，故本区属水文地质条件相对简单地

区。 

2、工程地质条件 

矿体顶底板围岩主要为斜长角闪片麻岩，顶底板稳固性较好。岩石地表裂隙发

育，地层倾角大于坡角，在露天开采过程中，应注意顶板塌落引起的意外伤害。地

下开采应注意边帮岩石塌落，加强支护。本区工程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3、环境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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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内最高点 1780m，最低点 1700m，相对高差 80m，属低中山区。矿区附近无

大的矿山企业，矿区周边地形简单，地层单一，矿床周边地下水埋藏较深，亦无地

表水体。矿山开采过程中以炮采为主，不使用任何化学试剂，无有害气体及液体排

放，不会污染矿区周边及附近主河道的水源。本区工程环境条件属简单类型。 

4、开采技术条件小结 

区内水文地质、工程及环境地质条件简单，依据《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范围总则》

（GB/13908-2002）附录 B固体矿产开采技术条件勘查类型划分及工作要求表，该矿

区开采技术条件划分为第Ⅰ类型。 

（七）资源储量估算 

1、资源储量估算指标 

原“核实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行业标准 DZ/T0207—2002《玻璃硅

质、饰面石材、石膏、温石棉、硅灰石、滑石、石墨矿产地质勘查规范》，选用平板

玻璃用硅质原料质量要求： 

品级 
化学成分（%） 

SiO2 Al2O3 Fe2O3 

一级 ≥98 ≤1.0 ≤0.1 

二级 ≥96 ≤2.0 ≤0.2 

三级 ≥92 ≤4.5 ≤0.25 

开采技术条件要求： 

可采厚度≥2m 

夹石剔除厚度＞0.5-1m 

平均剥采比≤0.5:1 

边坡角 55-60° 

2、矿体圈定原则 

以石英脉边界取样点进行圈定，并以取样剖面作为勘探线控制矿体，矿体厚度

大于 2m。 

3、资源储量估算结果 

截至 2016年 11月 30日，累计查明 122b+333 资源储量 15.10万 t（5.70 万 m3），

累计动用资源储量 1.67 万 t（0.63万 m3），保有资源储量 13.43万 t（5.07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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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合一方案概述 

根据《三合一方案》，矿山拟开发概况如下： 

1、建设规模 

根据矿区内保有的资源量，考虑合理的生产服务年限，按照采矿许可证批准的生产

规模，确定该矿山建设规模为 1.62万 t/年石英矿石。 

2、产品方案 

采出的石英矿经简单的破碎后销售一定块度的石英矿石。 

3、开采储量 

设计利用资源储量 12.15万吨，按 95%的回采率计算，可采资源储量为 11.54万吨。 

4、开采方式 

确定采用地下开采方式。 

5、开拓运输方案 

本系统采用无轨运输系统， 

主平硐及中段运输巷道中利用现有的 3 台矿用 1.5 吨三轮车运输，最大外形：

长×宽×高 3.5×1.2×1.5m，最大爬坡 15%，最小转弯半径 3.5 米，功率 11.25KW

（15马力）。每隔 150 米设错车道，矿石、废石均由矿用 1.5吨三轮车直接沿主平硐

拉出地表，卸入矿石堆场或废石场。 

根据该矿山设计规模（1.62 万吨/年）及工作制度计算，班产量为矿石 54 吨，

岩石 10吨，共 64吨，按每台班运输 25吨计算需三轮车 3台，备用 1台，共 4台。 

另坑内采用一台 0.2m3 小型装载机装矿，最大外形：长×宽×高 3340×1280×

1470mm，最小转弯半径 3.5m，其功率 20KW（27马力）。 

6、矿区开采顺序 

（1）矿体的开采顺序 

核实报告区内提交两条矿体，编号为Ⅰ号矿体、Ⅱ号矿体。主要设计开采位于矿

区的东部的Ⅱ号矿体。 

（2）阶段开采顺序 

不同阶段一般采用由上而下逐个阶段开采或上阶段超前下阶段开采。 

（3）阶段中矿块的回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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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阶段内各矿块的开采顺序为由下至上按走向推进，采用后退式开采。 

7、采矿方法选择 

该矿体矿体厚度 9-10m，倾角 85°。根据矿体赋存条件及矿山生产技术水平，本设

计采矿方法选用分段矿房采矿法。 

（九）现场踏勘和市场调查情况 

2020 年 4月 14日，我公司评估人员胡建龙，在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主要负

责人张建的陪同下，对评估对象进行现场调查。 

该矿目前处于停产状态。周边其他脉石英矿也基本处于停产状态。该矿因矿石

修路挖出部分矿石堆砌在矿区内，据张建经理介绍，近期准备按 50 元/吨的价格出

售，但无人购买。 

十、评估过程 

根据国家现行有关评估的政策和法规规定，按照委托人要求，山西博瑞矿业权

评估有限公司组织评估人员对本次评估的采矿权实施了如下评估程序： 

1、2020年4月7日，忻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通过公开摇号，确定由我公司承担

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工作。 

2、接受委托阶段：2020年4月10日接收评估委托，委托人向本公司阐明评估目

的及评估对象； 

3、根据评估的有关原则和规定，2020年4月11日-14日，我公司评估人员胡建龙，

在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该项目主要负责人张建的配合下，对待评估的采矿权相

关资料进行收集，完成现场踏勘，对矿区范围内有无矿业权纠纷进行了解。 

4、评定估算阶段：2020年4月15日-4月23日依据委托方提供和评估人员现场收

集的评估资料，对所评估资料进行归纳、整理，查阅有关法律、法规，调查矿产品

销售市场，分析待评估采矿权的特点，确定评估方法、选取合理的评估参数，对委

托评估的采矿权价款进行评定估算，完成评估报告初稿，复核评估结论，并对评估

结论进行修改和完善。 

5、提交报告阶段：2020年 4月 24日，打印、装订评估报告及其附表及附件，

向委托方提交正式评估报告。 



 

山西博瑞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11 

十一、评估方法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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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评估的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的矿区面积 0.1353平方公里。截止

本次评估基准日，矿山保有资源储量 13.43万吨，生产规模 1.62万吨/年。 

经评估组反复讨论，认为： 

（1）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部分矿种矿山生产建设规模标准的通知》（国

土资发[2004]208号），该矿山开采规模 1.62万吨/年，属于小型矿（硅石，＜10万

吨/年），根据《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国土资发[2000]133号），该矿保有储

量 13.43万吨，属小型矿（玻璃用硅质原来，＜100万吨）。 

（2）该矿服务年限为 7.92年，服务年限较短。 

（3）山西省已经出台了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但无法获取基准价可比因

素，因此无法使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当地矿业市场目前无可供比较的类似的出让

收益交易案例，因此无法使用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该矿多年未生产，无可供折现

现金流量法使用的财务资料，《三合一方案》中也无相应的经济部分，因此无法使用

折现现金流量法。 

鉴于以上特点，依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

行）》，选择“收入权益法”对此采矿权进行评估。其计算公式为：  

( )  KiSIP
n

t

t

t +=
=

−

1

1  

    其中: P －采矿权评估价值； 

          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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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基本原理是将采矿权各年销售收入折现并乘以权益系数后求和即为采矿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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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评估参数 

1、资源储量可靠性及三合一方案评述 

本次评估所依据的《2016储量年报》由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第三地质勘查院于 2016

年 12月编制，该报告已由忻州市矿产资源储量报告评审专家组评审通过（忻年报审

字[2017]177 号）。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显示，最近一次储量备案为忻州市国土资

源局 2009 年 10 月 14 日出具的忻国土资整储备字[2009]129 号备案证明（由于资料

丢失，委托方无法提供与该备案证明相对应的储量核实报告），《2016 储量年报》与

该备案证明矿区范围一致，资源储量一致。综上，《2016储量年报》可以作为本次评

估确定资源储量的依据。 

《三合一方案》由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三局物探队于 2019 年 10 月编制。《三合

一方案》根据矿体赋存条件及开采技术条件，确定矿床为地下开采，方案确定的开

拓系统基本可行，规划的开采顺序合理，结构参数基本正确。《三合一方案》已通

过专家评审，可以作为本次评估的依据。 

2、相关参数选择确定 

本次评估指标与参数主要依据《2016储量年报》、《三合一方案》，以及委托

方提供的其它相关资料，根据相关政策和评估原则确定的。 

（1）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和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的确定 

根据忻国土资整储备字[2009]129号备案证明，截止 2008年 9月底，矿山保有

脉石英资源储量 13.43 万吨（122b+333），其中，Ⅰ号矿体 3.02万吨，Ⅱ号矿体 10.41

万吨。 

根据《2016储量年报》，截止 2016年 11月 30日，矿山保有脉石英资源储量 13.43

万吨，其中，Ⅰ号矿体 3.02万吨，Ⅱ号矿体 10.41 万吨。保有储量与备案储量一致，

储量未动用。全部保有储量中，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122b）11.91万吨，推断的内

蕴经济资源量（333）1.52万吨。 

根据委托方介绍，截止本次评估基准日，矿山一直未进行生产，上述储量未动

用，因此，截止本次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仍为 13.43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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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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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本次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13.43万吨。 

（2）矿床开采方式 

根据《三合一方案》，该矿采用地下开采方式。 

（3）产品方案 

根据《三合一方案》，本次评估产品方案确定为经简单破碎后一定块度的石英

矿石原矿。 

（4）设计损失量 

根据《三合一方案》，设计损失量为 1.28万吨。 

（5）开采回采率 

根据《三合一方案》，开采回采率为 95%。 

（6）可采储量 

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开采回采率 

可采储量＝（13.43-1.28）×95%  

          ＝11.54（万吨） 

（7）生产规模 

《采矿许可证》所载生产规模为 1.62 万吨/年，《三合一方案》设计生产规模

1.62万吨/年。据此，本评估项目确定年生产能力为 1.62万吨/年。 

（8）矿山服务年限的确定 

据以上分析确定矿山服务年限，具体计算如下： 

  

式中：T—服务年限； 

           Q—可采储量(11.54万吨）； 

           A—生产规模(1.62万吨/年)； 

ρ—贫化率（根据《三合一方案》，取 10%） 

依上述公式代入有关数值算得服务年限为： 

T=11.54/1.62/（1-10%）＝7.92（年) 

故本次评估矿山服务年限为 7.92年。 

本次评估生产期自 2020年 4月到 2028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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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销售收入估算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产品价格采用一定时段的历史

价格平均值确定。 

该矿服务年限较短，本次评估参考基准日前一年的售价资料取值。 

本次评估产品方案为简单破碎后一定块度的石英矿石原矿。根据《2016 储量年

报》，矿区内矿石 SiO2含量一般大于 96%，部分大于 97%，Al2O3含量 0.17-1.60%，Fe2O3

含量 0.02-0.15%，矿石以Ⅱ级品为主，少量Ⅲ级品。 

该矿近年未进行生产，没有产品销售价格资料。 

根据现场调查，该矿因矿石修路挖出部分矿石堆砌在矿区内，委托方介绍曾按

50元/吨的价格出售，但无人购买。 

当地脉石英石料厂多数处于停产状态，亦无价格资料。 

《三合一方案》中，产品价格售价为 60-80 元/吨，平均价格 70元/吨，折合不

含税价格为 61.95元/吨。根据委托方介绍，矿石破碎过程中会产生约 15-20%左右的

石粉，石粉基本直接废弃。石粉损失按 17.5%考虑，上述价格调整后为 51.11 元/吨

（61.95×（1-17.5%））。 

根据忻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 3月 3 日公示的《繁峙县晋发矿业有限公

司脉石英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脉石英原矿售价 45 元/吨（化学成分

SiO296-98%，Al2O3含量 0.17-1.60%，Fe2O3含量 0.02-0.15%，品质与本次评估对象类似）。 

综合收集到的各类信息，本次评估产品按不含税销售价格 50.00 元/吨计算，则： 

则年销售收入为: 

年销售收入=50.00 元/吨×1.62万吨=81.00 万元。 

（10）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采矿权权益系数根据以下影响因素来

选取：地质构造复杂程度、矿体埋深、开采方式、开采技术条件、矿山选冶（洗选）

难易程度等。其他非金属矿产采矿权权益系数取值范围为 4.0%-5.0%。该矿为地下开

采，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件简单，环境地质条件简单。综合考虑本

矿实际情况，本次评估取 4.10 %。 

（11）折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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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国土资源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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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现率取值范围为 8-10%，对矿业权出让评估和国家出资形成

矿产地的转让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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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9%。本评估对象为采矿

权价款评估，则本次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8%。 

十三、评估假设 

（1）假定本评估所依据的有关资料完整、真实、可靠； 

（2）假定国家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在评估报告有效期内无重大变化； 

（3）假定未来矿山能正常按期投产，且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保持不

变，能顺利领取《采矿许可证》，且持续合法经营； 

（4）假定矿业权市场及矿产品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5）以当前采矿技术水平为基准。 

十四、评估结论 

1、采矿权评估值（计算年限内 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本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及市场情况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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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繁峙县鑫建矿业有

限公司脉石英矿采矿权评估值为 18.97 万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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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收入权

益法评估时，矿业权出让收益应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kQ
Q

P
P =

1

1

 

式中：P——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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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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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评估，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为18.9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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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即P1=18.97 万元；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13.43万吨，即

Q1=13.43万吨；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13.43万吨，即Q=13.43万吨；本次评估矿业

权范围内无（334）？资源量，k值为1。 

经计算，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脉石英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18.97 万

元，大写人民币壹拾捌万玖仟柒佰元整。 

十五、评估有关问题的说明 

1、评估有效期 

按现行法规规定，本评估结论有效期为自报告公开之日起一年。如果使用本评

估结论的时间与本报告公开之日相差一年以上，本公司对使用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2、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在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内，如果本报告所依据的有关地质资料出现较大变化，

或者本采矿权所对应的矿区范围及矿产资源储量发生明显变化，委托方可商请本评

估机构，按原评估方法对评估结论进行重新计算和相应调整；若本次评估所采用的

价格标准或税费标准发生不可抗拒的变化，并对评估结论造成明显影响时，委托方

应及时聘请本评估机构重新计算其评估值。 

3、评估结果有效的其他条件 

本评估结果是在特定的评估目的为前提的条件下，根据持续经营原则来确定采

矿权的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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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评估结果将随之发生

变化而失去效力。 

4、资源价款缴纳情况 

由于原来缴纳资源价款的资料丢失，委托方无法提供相关资料，本次评估无法

核实原资源价款缴纳情况。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5、矿区范围与各类保护区重叠情况核查 

根据忻州市生态环境局繁峙分局《关于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项目用地范围

与集中式引用水源地重叠情况核查的函》（繁环函[2020]13 号），繁峙县鑫建矿业有

限公司项目用地范围与集中式引用水源地无重叠。 

根据繁峙县文物局《关于核查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范围与不可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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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区重叠情况的函》（繁文物函[2020]9号），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

范围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区无重叠。 

根据繁峙县水利局《关于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范围与要求核查泉域

范围重叠情况的回复函》（繁水函[2020]28 号），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范

围与要求核查泉域范围无重叠情况。 

根据繁峙县林业局《关于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矿区与各类保护区重叠情况

核查情况说明》（繁林函[2020]21 号），繁峙县鑫建矿业有限公司矿区范围不涉及地

质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国家一级公益林、国家二级公益林、

山西省永久性生态公益林、Ⅰ级保护林地、Ⅱ级保护林地、风景名胜区。 

5、其他责任划分 

（1）本次评估结果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公司及参加本次

评估的工作人员与委托方及矿业权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2）本公司只对该项目评估结论本身是否符合职业规范要求负责，而不对委托

方所进行的经济行为定价决策负责。本评估结果是根据本次特定的评估目的而得出

的该矿矿业权价值咨询意见，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3）评估工作中委托方和矿业权人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委托方和矿业权

人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

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矿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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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报告中的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整个评估过程中的

数据取两位小数，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此种情况不影响每

一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2）本次评估储量参数、开采技术参数主要依据委托方提供的《2016储量年报》、

《三合一方案》、忻国土资整储备字[2009]129号备案证明，除此外，委托方及相关

当事人未提供其他类似专业报告，本评估机构和执行本评估项目的评估人员未获得

其他类似专业报告，也不知悉存在其他专业报告。如果存在其他类似专业报告，并

依据其得出其他不同于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本机构不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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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料丢失，委托方无法提供与忻国土资整储备字[2009]129号备案证明相对

应的储量核实报告。 

7、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本评估报告书仅供评估委托人及法律相关当事方使用；本评估报告书只能服务

于报告书中载明的评估目的；未经本评估机构书面同意，本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

内容不得公诸于任何公开媒体。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法律效力。 

本评估报告书含有附表、附件，附表及附件构成本报告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本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评估报告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和矿业权评估师签

名（并加盖矿业权评估师章），并加盖本公司公章后生效。 

委托人或者其他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评估报告载明的

使用范围使用本评估报告的，矿业权评估机构及其矿业权评估人员不承担责任。 

除委托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

不能成为本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矿业权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矿业权评估结论不等同于矿业

权可实现价格，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十五、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日为 2020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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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评估责任人 

 

法定代表人：  

 

 

项目负责人（中国矿业权评估师）：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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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