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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摘 要

内兴鼎矿评字[2020]第 001 号

内蒙古兴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受泰和县自然资源局的委托，根据国家关

于矿业权评估的有关规定，按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

定指导意见》及《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相关要求，本着独

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对“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采矿权”

出让收益进行了评估。现将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的情况及结果摘要如下：

一、评估对象：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采矿权

二、评估目的：泰和县自然资源局拟有偿处置“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

砂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按照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需对该采矿权出让

收益进行评估。本评估报告即为泰和县自然资源局拟有偿处置“泰和县澄江镇桥

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三、评估基准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四、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五、评估主要参数：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经泰和县自然资源局评审备案证明（泰自然资储备字

[2019]12号），吉安市矿业开发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吉市资审字[2019]017号

评审通过，由江西省地矿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30 日编制的《泰和

县澄江镇桥头村砖瓦用粉砂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截止 2019 年 1 月 30 日，

采矿许可证范围内累计查明砖瓦用粉砂岩矿资源量（122b+333 类）63.95 万立方

米（换算为 127.9 万吨），其中，累计采损储量（122b 类）12.41 万立方米（24.82

万吨），保有资源储量（333 类）矿石量 51.54 万立方米（换算为 103.08 万吨）。

根据采矿权人提供的《动用储量说明》，自 2019 年 1 月 30 日至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由于市场需求，未动用（消耗）粉砂岩资源储量。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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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经评审通过并由泰和县自然资源局备案的采矿许可

证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333 类）矿石量 51.54 万立方米（换算为 103.08 万吨）。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由江西省地矿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编制的

《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砖瓦用粉砂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

地复垦方案》，工业场地及台阶压占矿量为 4.62 万立方米（换算为 9.24 万吨），

设计（333 类）可信度系数为 0.8，则《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利用资源储量为 75.07

万吨；采矿回采率为 95%，则评估利用可采储量为 71.32 万吨；生产规模 5 万吨/

年，矿山服务年限 14.26 年。

产品方案为砖瓦用粉砂岩原矿。砖瓦用粉砂岩原矿的不含税销售价格取 23.01

元/吨，折现率取 8.00%，采矿权权益系数取 4.50%。

六、评估结论：评估人员正确履行评估程序，认真分析评估资料，合理选取评

估参数，采用收入权益法估算“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采矿权”在

可采储量为 71.32 万吨；生产规模 5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 14.26 年的情况下，

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43.14 万元，大写人民币肆拾叁万壹仟肆佰元整，折合单位可

采储量出让收益评估值 0.605 元/立方米（43.14÷71.32）。

评估结果高于《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江西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

价的通知》（赣国土资字[2018]58 号）公布的砖瓦用页岩出让收益基准价 0.6 元/

吨（可采储量）。

七、评估报告日：2020 年 3 月 31 日

八、重要事项提示：

遵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及《矿业

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等规范，对评估对象的出让收益进行评估并

发表意见是矿业权评估师的责任。

提供必要的评估资料，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准确性，

及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评估机构只对评估结论是否符合职业规范负责，不对矿业权的定价决策负责。

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委托约定的特定目的，且使用时应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

评估机构不承担因报告被误用而产生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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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限为一年，即自公开之日（或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

有效。超过一年此评估结论无效，需要重新进行评估。

以上内容摘自内兴鼎矿评字[2020]第 001 号“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

砂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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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报告全文。

内蒙古兴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矿业权评估师：

中国·呼和浩特 矿业权评估师：

二○二○年四月四日 矿业权评估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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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正 文

内兴鼎矿评字[2020]第 001 号

内蒙古兴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受泰和县自然资源局的委托，根据国家关

于矿业权评估的有关规定，按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

定指导意见》及《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相关要求，本着独

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对“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采矿权”

出让收益进行了评估。现将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的情况及结果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名称：内蒙古兴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82668004214XK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12]003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任亭

注册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北路润宇国际公寓 1408 号

营业期限：自 2008 年 11 月 20 日至 2058 年 11 月 19 日

经营范围：探矿权采矿权评估；各类资产评估、企业整体资产评估以及市场

所需的其他资产评估或者项目评估；价格评估及当事人委托的涉诉讼财物价格评

估业务；社会服务价格评估业务；咨询服务；国有土地使用权评估；土地分等定

级；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评估；征地区片和统一年产值测算；基准地价、标定地

价、地价动态监测……（以上凭资质经营）。

2、评估委托方、采矿权人

2.1 评估委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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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委托方：泰和县自然资源局

通讯地址：泰和县澄江镇白凤大道

法定代表人：邓新华

授权负责人：黄衡浪

2.2 采矿权人

采矿权人：泰和县泰吉砖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26352101446F

类型：个人独资企业

投资人：高海松

登记机关：泰和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成立日期：2015 年 09 月 08 日

登记状态：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核准日期：2016 年 04 月 12 日

住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

经营范围：砖瓦用页岩露天开采、销售；机制砖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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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评估对象及评估范围

3.1 评估对象：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采矿权

3.2 评 估 范 围 ： 本 项 目 评 估 范 围 为 采 矿 许 可 证 （ 证 号 ：

C3608262013117130133491）圈定的矿区范围，矿区面积 0.0379 平方公里，由 4

个拐点圈定，具体如下：

1980 西安坐标系

点号 X坐标 Y坐标

1 2974158.55 38589187.29

2 2974166.85 38589420.32

3 2974053.79 38589502.88

4 2973997.05 385892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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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深度：由 103.7 米～80 米标高。

开采矿种：砖瓦用页岩；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5万吨/年；

有效期限：2016 年 11 月 29 日～2019 年 11 月 29 日。

3.3 信息查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网站查询结果如下：

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查验信息与委托方提供采矿许可证登记信

息一致且已过期。经采矿权人介绍，已办理采矿权许可证的相关手续，由于未缴

纳价款因此采矿许可证并未颁发。在此提醒报告使用方注意。

3.4 矿业权历史沿革

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经吉安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出让取得采矿权。采矿许可证号为 C3608262013117130133491，开采

矿种为砖瓦用页岩，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为 5.00 万吨/年。据采矿权

人介绍，为响应环保部门号召，于自 2013 年至 2016 年均未开采。2016 年 11 月

29 日延续采矿许可证至 2019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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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采矿权价款缴纳情况说明

由于委托方未提供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采矿权出让合同、价款确认书/

备案书、缴纳价款证明等相关资料。根据采矿权人出具的《关于泰和县澄江镇桥

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采矿权价款缴纳情况说明》，2013 年 7 月，吉安市地质队受

泰和县国土资源局委托，对矿区进行了地质踏勘并编写了矿区《资源量核实报告》

（该报告经<吉市国土资储备字[2013]062 号备案>），截止 2013 年 8 月 30 日，

矿区查明（333）保有砖瓦用粉砂岩矿资源储量 55.72 万立方米，采损消耗 7.55

万立方米，累计查明资源量 63.27 万立方米。2019 年 1 月初，泰和县泰吉砖厂委

托江西省地矿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编制了《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砖瓦用粉砂岩

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该报告经吉安市矿业开发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吉市

资审字[2019]017 号评审通过，由泰和县自然资源局评审备案证明（泰自然资储

备字[2019]12 号），截止 2019 年 1 月 30 日，矿区采矿许可证范围内累计采损资

源储量（122b 类）12.41 万立方米（换算为 24.82 万吨），保有资源储量（333

类）为 51.54 万立方米（换算为 103.08 万吨），累计查明砖瓦用粉砂岩矿资源量

（122b+333 类）63.95 万立方米。

根据采矿权人出具的《关于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采矿权价款

缴纳情况说明》，自取得采矿许可证（2013 年 11 月 29 日）至 2019 年 1 月 30 日

以来，动用资源储量 4.86（12.41-7.55）万立方米（换算为 9.72 万吨）。采矿

权人根据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生产规模先后两次缴纳价款（共计 6年，缴纳资

源储量 30 万吨），并已缴纳完毕。采矿人动用资源储量（9.72 万吨）小于采矿

权人缴纳资源储量（30 万吨）。因此，本次评估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经评审

通过并由泰和县自然资源局备案的采矿许可证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333 类）矿

石量 51.54 万立方米（换算为 103.08 万吨），未考虑采矿权人已动用的资源储量

4.86（12.41-7.55）万立方米（换算为 9.72 万吨）。在此提醒报告使用方注意。

3.6 评估范围与资源储量估算范围的关系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由江西省地矿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30 日编

制的《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砖瓦用粉砂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储量核实报

告》中资源储量估算范围矿权面积为 0.0379 平方公里，赋矿标高为 103.7 至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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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由 4个拐点组成，其拐点坐标如下表所示：

1980 西安坐标系

点号 X Y

1. 2974158.55 38589187.29

2. 2974166.85 38589420.32

3. 2974053.79 38589502.88

4. 2973997.05 38589208.99

综上，根据《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砖瓦用粉砂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资源

储量估算平面范围（0.0379 平方公里）与采矿许可证平面范围（0.0379 平方公里）

一致，且《储量核实报告》赋矿标高与采矿许可证范围标高一致。故本次评估资

源储量以江西省地矿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30 日编制的《泰和县澄

江镇桥头村砖瓦用粉砂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中提交的资源储量为基础，在此

提醒报告使用方注意。

4、评估目的

泰和县自然资源局拟有偿处置“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采矿权”

出让收益，按照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需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

本评估报告即为泰和县自然资源局拟有偿处置“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

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5、评估基准日

根据委托方要求结合《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CMVS 30200-2008）》，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6、评估主要依据

评估主要依据包括法律法规、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

6.1、法律法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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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4、《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

[2006]012 号）；

5、《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土资

发[2008]574 号）；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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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号）；

7、《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方案>

的通知》（厅字[2017]12 号）；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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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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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财综[2017]35 号）；

10、《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江西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

（赣国土资字[2018]58 号）。

6.2、矿业权权属依据

1、泰和县泰吉砖厂营业执照；

2、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采矿许可证。

6.3、评估行为依据

1、《矿业权评估合同书》。

6.4、评估技术依据

1、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08 年第 5号发布的《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第一批九项）；

2、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10 年第 5号发布的《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第二批八项）；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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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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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

4、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17 年第 3号发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

应用指南（试行）》。

6.5、评估参数依据

1、《<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砖瓦用粉砂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

量评审意见书备案证明》（泰自然资储备字[2019]12 号）；

2、《<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砖瓦用粉砂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

量评审意见书》（吉市资审字[2019]017 号）；

3、江西省地矿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30 日编制的《泰和县澄

江镇桥头村砖瓦用粉砂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4、江西省地矿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编制的《泰和县澄江镇桥

头村砖瓦用粉砂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

5、其他资料。

7、评估原则

7.1 工作原则

工作原则包括独立性原则，客观性原则、科学性原则。

7.2 经济原则

经济原则包括预期收益原则、替代原则、效用原则和贡献原则。

7.3 其他原则

遵循矿业权与矿产资源相互依存原则；尊重地质规律及资源经济规律原则；

遵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范和会计准则原则。

8、评估过程

按《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的要求，我公司组织

评估人员对“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采矿权”实施了如下评估程序：

1、委托阶段：2019 年 12 月 17 日，泰和县自然资源局以公开方式，选择我

公司为承担“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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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6 日，泰和县自然资源局与我公司签订了《矿业权评估合同书》。

2、收集资料阶段：2020 年 1 月 1 日～1月 22 日，委托方陆续提供了《泰和

县澄江镇桥头村砖瓦用粉砂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砖

瓦用粉砂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等评估所需

的相关资料。

3、制定方案阶段：1 月 22 日，评估人员整理、归纳收集到的评估资料，初

步确定本项目采用收入权益法进行评估。

4、评价估算阶段：1 月 23 日～3 月 26 日，评估人员分析、研究评估资料，

采用收入权益法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了评估计算，起草了评估报告

初稿，由于疫情，导致本次评价估算阶段时间较长。

5、内部审查阶段：3 月 27 日～3 月 29 日，我公司内部对评估报告初稿进行

了三级审核，并按照审核意见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6、修改报告阶段：3月 30 日～4月 3日，评估人员根据内部审核的评审意见

对评估报告进行了修改。

7、提交报告阶段：4月 4日，完成评估报告，正式提交泰和县自然资源局。

9、矿业权概况

9、1 矿区位置和交通

矿区位于泰和县县城 4°方位直距 9 公里处属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辖区内。

矿区位置地理坐标(1980 年西安坐标系)：

东经 114°53＇51＂～114°54＇02＂，

北纬 26°52＇25＂～26°52＇30＂。

矿区中心位置地理坐标：东经 114°53＇57＂，北纬 26°52＇28＂，面积 0.0379

平方公里。矿区有 1.3 公里乡村公路与 G105 国道相连，交通条件尚可。

9、2 矿区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矿区属岗阜地貌，位于小山头，呈馒头状。矿区范围海拔 103.7 米至 80.1 米，

相对最大高差 23.6 米。地表坡角一般在 5°～18°之间。

矿区内年均日照 1756.4 小时，气温 18.6 度，无霜期 281 天，降雨量 1726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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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光能充足，四季分明，热量丰富，雨量丰沛，属典型的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

候。土壤主要为红壤，由砂砾石土、粘土及亚粘土，风化残积碎块所形成。土壤

质地粘重、透水性差，主要分布在矿区山坡及低洼处，厚度一般为 0.2～0.5 米左

右，区内植被不发育，以灌木为主，主要植物品种有：毛竹、湿地松、松柏、狗

牙草、四叶草，林草覆盖率 51.6％以上。

矿区所在地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国企为辅的经济特点，盛产泰和鸟鸡、生猪、

肉牛饲养量蔬菜、井网蜜柚、高产油茶、花卉苗木、桑果、楠木和现代烟草等粮

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全年蔬菜播种 24.2 万亩、水产养殖 7.28 万亩、桑果种植 3000

亩、烟草种植 3100 亩、高产油茶种植 1.1 万亩。十二五期间，实现生产总值 89.8

亿元，同比增长 1.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5404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6948 元，同比分别增长 10.7％和 13.5％。

9、3 以往地质工作

1、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江西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大队在本区做过 1：

20 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通过区域地质填图，基本查明矿区所在的区域地质背景。

2、2013 年 7 月吉安市地质队受泰和县国土资源局委托，对矿区进行地质踏

勘调査并编写提交了矿区《资源量核实报告》，截至 2013 年 8 月 30 日，矿区查

明(333)保有砖瓦用粉砂岩矿资源储量 55.72 万立方米，采损消耗 7.55 万立方米，

累计査明资源储量 63.27 万立方米。

3、2019 年 1 月初，泰和县泰吉砖厂委托江西省地矿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对该矿区进行资源储量核实工作。在收集矿区以往资料的基础上，于 2019 年 1 月

初到矿山进行了实地调査。编写了《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砖瓦用粉砂岩矿资源储

量核实报告》。截至 2019 年 1 月 30 日，矿区采矿许可证范围内本次核实累计采

损储量(122b 类)矿石量 12.41 万立方米(24.82 万吨)，保有资源储量(333 类)矿

石量 51.54 万立方米(103.08 万吨)，累计查明砖瓦用粉砂岩矿资源储量(122b+333

类)矿石量 63.95 万立方米。

10、地质特征

矿区在区域构造位置上位于华南褶皱系赣中南褶隆西南吉安凹陷泰和县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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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区域内出露地层主要为白垩系与部分侏罗系、第三系，局部地段由于断裂的

抬升剥蚀，出露少量震旦系和泥盆系。石炭系和三叠系一般呈北东走向，向北西

或南东倾斜，倾角平缓。断裂主要发育于盆地的边缘，属长期多次活动的深大断

裂或断裂带。岩浆活动微弱，仅有少量燕山期或喜马拉雅期的玄武岩、英安岩及

流纹岩。

10、1 矿区地质特征

一、地层

矿区范围只出露了白垩系上统赣州组地层。

白垩系上统赣州组：矿区浅部所见岩性主要为酱紫色中厚层状粉砂岩，岩层

总厚度在矿区范围内大于 30 米，地层呈层状，产状为：116°∠21°。

二、构造

矿区构造形态筒单，以为裂隙为主，裂隙产状为 107°∠16°和 125°∠20°

的两组。矿区内未见明显的断裂构造痕迹。

三、岩浆岩

矿区内未见岩体及岩脉出露。

10、2 矿体地质

矿区矿体为赋存于白垩纪上统赣州组地层中的中厚~厚层状粉砂岩矿，矿体整

体呈绶倾斜产出，产状:116°∠21°。矿体赋存稳定，矿体中未见任何非矿体赋

存。矿区出露标高 103.7 米至 80 米。采坑内出露的矿体为粉砂岩，含石英、长石，

次有粘土矿物高岭石和绢云母等矿物。矿体上覆少量残坡积层，因残坡积层可用

作制砖原料，故矿区无需剥离地表残、坡积层。

10.2.2 矿石质量

1、结构、构造及矿物成分

矿区矿石组份主要矿物有石英、长石，云母等岩石碎屑组成。次要矿物有长

石、白云母、方解石和粘土质矿物高岭石、绢云母等。

2、化学成分

化学成分：Si02：58.3％，A1203：15.53％，Fe203：7.32％，Ca0：6.13％。

3、物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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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密度 2.0t/m
3
，液限 17.5％塑限 16.5％，塑性指数 9.1％，属可朔性矿

石。矿石主要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质均能满足制砖的要求。

4、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矿区矿石类型为砖瓦用粉砂岩，矿石质量较均匀。矿体呈全风化、半风化，

矿石松散、破碎，适宜露天开采，可采用挖机开采矿体，经破碎、磨灰、制成砖

坯，用砖審烘干，烧成红砖，砖的质量较好，深受广大用户欢迎。

4、放射性检测

矿区地面放射性γ总量测量测线、测点布置:为了解矿区地表放射性强度总量

的分布情况，在矿区布置了 3 条测线进行放射性总量强度检测，方位 169°～

349°，点密度 20×30 米，计 14 个测点，总长 259 米。穿越了矿区主要出露地质

体(岩性）、矿体。

参照《矿产资源工业要求手册》(2014 年修订本)砖瓦用粉砂岩矿一般工业指

标确定，放射性强度<350Bq/kg；《天然石材产品放射防护分类控制标准》

(JC/518-93)规定，照射量率低于 5.2×10
-3
μC/kg·h 的矿区，放射性核素含量无

异常。经本次工作可知矿区地表放射性特征参数正常，因此矿区开采不会对环境

造成放射性污染。

10、3 开采技术条件

一、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为岗阜地貌，降雨地表径流排泄好，地形较平緩，坡角一般小于 21°，

气候温暖潮湿，雨量充沛，矿区内没有大的地表水体。矿区内开采标高高于当地

侵蚀基准面，矿床充水主要为裂隙水，大降水补给，大气降水不易赋存，易排泄

到矿区外。矿区水文地质因素主要为地表季节性降雨、表土层中的孔隙水和裂隙

水；矿床开采的水文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二、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地表残坡积层薄，其中矿层层面、风化裂隙面和节理裂隙面均为矿体中

软弱面。由于这些软弱面的存在，降低了岩层的稳定性。因此矿区工程地质条件

属简单类型。开采时必须预防不稳定岩岩块滑落，依照由上而下的开采规律采用

台阶式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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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地质

矿区位于小山头上，地表有少量杂草和树木；矿体上部覆盖层不厚，开采不

产生废石、废砂、废水，对环境影响小；开采过程中要严格按矿区开发利用方案

进行开采，预防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矿区开采完后，应进行植树造林等工作，以恢复自然生态环境。矿石中无有

毒有害物质，矿石开采、加工等生产过程中不需要进行化学药剂处理，不会产生

有毒有害物质，不会产生废弃物，不会产生水质污染。开采时要保持一定开采边

坡角，以防止滑坡，崩塌等地质现象的发生，废土石需按设计堆放。采场附件无

工业及民用建筑，采矿活动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以上所述其矿区环境地质条件

简单。

综上所述，矿区矿床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环境地

质条件属简单类型，矿区开采技术条件为简单(I)。

11、矿山开拓方式

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为生产矿山，生产能力 5万吨/年。根据

委托方提供的江西省地矿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编制的《泰和县澄江

镇桥头村砖瓦用粉砂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

该矿体直接出露地表，出露完好。本矿开采最高标高 103.7 米，最低开采标高 80

米，采用自上而下台阶组合开采方式进行开采。矿山设计采用公路开拓汽车运输

系统。

12、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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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比较分析合理形成评估结论。因方法适用性、操作限制等无法采用两种以上评

估方法进行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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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评估的对象为“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采矿权”。根据



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内蒙古兴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第 13 页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明确的评估方法适用范围，采矿权评

估可采用的评估方法有：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折现现金流

量法、收入权益法。评估人员对各种评估方法分析如下：

基准价因素调整法：出让收益基准价的可比因素尚未明确，无法对比差异，

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不适用于本项目评估。

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没有收集到可以参考的相似交易案例，交易案例比较

调整法不适用于本项目评估。

折现现金流量法：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的矿山生产规模与矿

产资源储量规模均为小型的采矿权。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可能会使评估

结果失真。因此本项目评估不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收入权益法：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的生产规模与矿产资源储

量规模均为小型的采矿权，可以采用收入权益法进行评估。

根据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采矿权的开发方案以及评估资料的

收集情况，本项目评估选择采用收入权益法进行评估。

收入权益法是基于替代原则的一种间接估算采矿权价值的方法，是通过采矿

权权益系数对销售收入现值进行调整，作为采矿权价值。计算公式为：

 














n

1t
tt1 K

i1
1SIP

式中：P1 —评估计算年限内 333 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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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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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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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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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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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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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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公式为：

kQ
Q
PP 

1

1

式中：P —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P 1— 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 333 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Q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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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地质风险调整系数（k）的取值应考虑矿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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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主要技术经济参数选取

本项目评估所需主要技术、经济参数的选取。参考由江西省地矿资源勘查开

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30 日编制的《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砖瓦用粉砂岩矿资源

储量核实报告》，该《储量核实报告》经吉安市矿业开发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以吉市资审字[2019]017 号评审通过，由泰和县自然资源局评审备案证明（泰自

然资储备字[2019]12 号）；江西省地矿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编制

的《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砖瓦用粉砂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

土地复垦方案》以及委托方和采矿权人提供的其他资料等。

13、1 评估所依据资料评述

13、1、1 储量核实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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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30 日，江西省地矿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编制了《泰和县澄江

镇桥头村砖瓦用粉砂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这次核实工作，在收集以往的地

勘资料和采矿资料的基础上，对矿区开采了必要的地形、地质测量、采空区控制

测量、核实矿区范围、施工钻探工程、地质剖面实测等等。在对所获地质资料分

析研究编制了本矿区《核实报告》，通过重新估算核实了矿区的矿石资源储量。

可以认为，本次地质核实的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基本上符合国土资源部国土资

发[2007]026 号文件规定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核实工作的相关技术要求。按照《固

体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编制提纲》进行编撰的本《核实报告》文本，总体上符

合编写工作要求，文本架构和章节安排比较合理，文图表等相关送审资料也还齐

全。《核实报告》估算的矿区保有矿石资源量、界计采损矿石備量以及累计查明

的矿石资源储量数据，基本可靠，总体上符合矿区的客观实际。

综上，该矿估测使用的方法合理，资源储量估算结果可靠，并且通过了吉安

市矿业开发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评审，泰和县自然资源局对资源储量进行备

案，可作为评估依据或基础。

13、1、2 开发利用方案

2019 年 2 月，江西省地矿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编制了《泰和县澄江镇桥头

村砖瓦用粉砂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该方

案由严格按照《江西省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土地

复垦方案三合一编制提纲》和《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

查的通知》(国土资发〔1999〕98 号)、《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制

规范》(DZ/T223-2012)、《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1031.1-2011)，并结合

国土资源部下发的《《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21 号）等有关文件进行编制。在充

分收集矿山《储量核实报告》及矿区地理、气象、水文、地质环境、土地利用现

状、土壤等资料结合野外地质调查基础上编制的，编制依据较充分，基本符合开

发利用、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范要求；矿山开发利用对开采资源量确

定系根据江西地矿资源勘査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提交的《泰和县澄江镇桥头

村砖瓦用粉砂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及吉市资审字(2019)017 号评审意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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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建设规模依据核实报告矿山保有资源储量(333)54.54 万立方米，按可信系数

0.8，开采回采率 95％，矿山服务年限约 14.26 年，计算较合理，开采方案根据

矿体赋存特征结合地表地形条件，选用露天台阶式开采方式，公路开拓汽车运输，

同时对水患防治、截排水沟设计、开采顺序、采矿方法工艺和矿石运输等提出了

技术要求及操作要领，原则可行，环境保护措施基本可行，安全技术操作措施基

本可行；所确定的评估范围较合理，矿山可能引发的地质环境问题分析及矿山环

境影响现状评估、预测方法基本正确，评估依据较客观，结论基本正确；治理及

复垦工程设计、工程量测算及费用测算基本合理，投资估算编制依据较充分，预

存与使用计划基本清晰；矿产开发利用、环境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计划设置、安

排较科学，保障措施基本可行。编制单位编制内容及格式基本符合《方案编制提

纲》规定的编制要求。

综上，《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砖瓦用粉砂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符合有关规范要求，可作为本次评估技术、经济参数选

取的依据。

13、2 可采储量确定

13、2、1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根据江西省地矿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30 日编制的《泰和县澄

江镇桥头村砖瓦用粉砂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截止 2019 年 1 月 30 日，矿区

采矿许可证范围内累计查明砖瓦用粉砂岩矿资源量（122b+333 类）63.95 万立方

米（换算为 127.9 万吨）。其中，采损资源储量（122b 类）12.41 万立方米（换

算为 24.82 万吨），保有资源储量（333 类）为 51.54 万立方米（换算为 103.08

万吨）。

根据采矿权人提供的《动用储量说明》，自 2019 年 1 月 30 日至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由于市场需求，未动用（消耗）粉砂岩资源储量。本次

评估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经评审通过并由泰和县自然资源局备案的采矿许可

证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333 类）矿石量 51.54 万立方米（换算为 103.08 万吨）。

13、2、2《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利用资源储量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砖瓦用粉砂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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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工业场地及台阶压占矿量为 4.62 万立方米

（换算为 9.24 万吨），可信度系数为 0.8。经计算，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砖瓦用

粉砂岩矿的《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利用资源储量为 75.07 万吨。

13、2、3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计算公式：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利用资源储量×采矿回采率具体计算

如下：

采矿回采率：依据《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砖瓦用粉砂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采矿回采率取 95%。

经计算，截至评估基准日，该矿评估利用可采储量为 71.32 万吨。

13、3 生产规模

《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砖瓦用粉砂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与土地复垦方案》设计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砖瓦用粉砂岩矿的生产规模为 5.00 万

吨/年。采矿许可证核定生产规模为 5.00 万吨/年。

综上，本次评估设定矿山生产规模为 5.00 万吨/年。

13、4 评估基准日后的服务年限

根据矿山可采储量和年生产能力确定矿山服务年限计算如下：

T= Q /A

其中：T —— 矿山服务年限

Q —— 可采储量

A —— 矿山生产能力

T =71.32÷5=14.26 年

综上，本次评估矿山服务年限为 14.26 年。

该矿为正常生产矿山，因此不考虑基建期，则本次评估计算年限为 14.26 年。

本项目采用收入权益法进行评估，故评估计算年限与矿山服务年限一致为 14.26

年，自 2020 年 1 月起至 2034 年 3 月结束。

13、5 产品方案

依据《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砖瓦用粉砂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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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及企业实际生产情况，本次评估产品方案确定为砖瓦用粉

砂岩原矿。

13、6 销售收入

矿业权评估中，矿产品销售价格是决定矿业权价值的重要因素。

矿产品销售价格应根据矿产资源的禀赋条件综合确定，应全面分析矿产品的

质量、规格以及国家标准和市场惯例的计价方式，选择（或调整）与矿产品质量、

规格等口径一致的价格。

矿业权评估中的矿产品销售价格通常采用不含税价格，当依据的历史价格信

息为含税价格时，均应调整为不含税价格。

评估利用的矿产品销售价格参数，一般采用当地的平均销售价格，原则上以

评估基准日前三个年度的价格平均值确定；对于矿产品价格波动大、服务年限长

的大中型矿山，可向前延长至五年；对于服务年限短的小型矿山，可以采用评估

基准日当年的价格平均值。

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的生产规模以及矿产资源储量均为小型

矿山，但其服务年限较长为 14.26 年。因此，本次评估采用评估基准日前三个年

度的价格平均值作为评估利用的矿产品销售价格参数。

据采矿权人介绍，开采的砖瓦用粉砂岩全部用于其公司自行生产砖瓦，不对

外销售，没有该矿相应的销售发票。因此，根据采矿权人提供的《销售价格说明》，

对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当地砖瓦用粉砂岩原矿销售价格统计，砖瓦用粉砂

岩市场自 2017 年以来价格保持稳定，自 2017 年至 2019 年砖瓦用粉砂岩原矿的销

售平均价格为 22.67 元/吨（不含税）。具体销售价格如下表所示：具体销售价格

如下表所示：

年份
砖瓦用粉砂岩原矿的销售平均价

格统计平均销售价格（元/吨）（不含税）
备注

2017 年 22.50

2018 年 22.50

2019 年 23.00

平均销售价格 2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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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人员通过对泰和县自然资源局公示的砖瓦用粉砂岩、页岩矿出让收益评

估报告摘要进行了统计，公示评估报告中的砖瓦用页岩（不含税）销售价格在22.57

至 23.45 元/吨之间，价格平均值为 23.01 元/吨。

经评估人员对比，采矿权人提供的《销售价格说明》的三年价格平均值与公

示评估报告利用的销售价格接近且偏低。因此，本项目评估根据评估人员通过对

泰和县自然资源局公示的砖瓦用粉砂岩矿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摘要进行统计的销售

价格的平均值确定评估利用的矿产品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23.01 元/吨。

13、7 矿产品销售收入

正常生产年份，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生产砖瓦用粉砂岩 5.00

万吨。假设所产矿产品在当期能够全部销售，则：

年销售收入＝年产销量×不含税销售价格

＝5.00×23.01

＝115.05（万元）

13、8 折现率

折现率是指将预期收益折算成现值的比率。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折现率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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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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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号）规定，凡涉及国家收取矿业权价款的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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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为采矿权评估，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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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号）”，折现率取 8.00%。

13、9 采矿权权益系数

采矿权权益系数是收入权益法设定的参数，是采矿权评估价值与销售收入

现值之比，用以对销售收入现值进行调整估算采矿权评估价值，主要反映矿山的

成本水平，包括了收益途径的全部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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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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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范围为 3.5%～4.5%。具体取值需要根据地质构造复杂程度、开采技术条件、矿

体埋藏深度、开采方式等因素确定。

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的地质构造简单，开采技术条件是以工

程地质问题为主的简单类型，矿体埋藏浅，适用露天开采方式，本项目评估确定

采矿权权益系数为 4.50%。

13、10 评估计算年限内 333 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P1）

评估人员正确履行评估程序，认真分析评估资料，合理选取评估参数，采用

收入权益法估算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采矿权的评估计算年限内

333 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P1）为 43.14 万元，折合单位可采储量评

估值为 0.605 元/吨（43.14÷71.32）。

该评估结果高于《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江西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

准价的通知》（赣国土资字[2018]58 号）公布的砖瓦用页岩出让收益基准价 0.6

元/吨（可采储量）。

13、11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P）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kQ
Q
PP 
1

1

式中：P —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P 1— 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 333 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Q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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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值应考虑矿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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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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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评估中，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的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

量（Q）为 103.08 万立方米，全部为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储量（333）。全部在评

估计算年限内，即 Q＝Q1，没有预测的资源量（334），地质风险调整系数（k）取

值 1。则：

P＝（P1÷Q1）×Q×k

＝（43.14÷103.08）×103.08×1

＝43.14（万元）

14、评估假设前提

14.1、采矿权评估以经泰和县自然资源局备案且评审通过的由江西省地矿资

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30 日编制的《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砖瓦用粉砂

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中提交的储量为基础，储量计算准确可靠；

14.2、矿山的采矿、加工技术、经济水平以江西省地矿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

司 2019 年 2 月编制的《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砖瓦用粉砂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中设定的技术水平为基础，设计合理无误；

14.3、待评估矿山以最佳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进行生产，生产

产品全部销售，并在尚可服务年限内不变；

14.4、在尚可服务年限内，矿产品价格及国家有关产业、财税、金融政策无重大

变化；

14.5、矿山的采矿技术指标以设定的技术水平为基准，国家对矿山的环保、

地质方面的政策在预测期无重大变化；

14.6、该矿山企业为独立企业，企业营业执照能顺利延期，并持续经营下去；

14.7、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矿山的矿产品能够全部正常销售。

15、评估结果

评估人员正确履行评估程序，认真分析评估资料，合理选取评估参数，采用

收入权益法估算“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采矿权在可采储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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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2 万吨，生产规模为 5.00 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为 14.26 年的情况下，出

让收益评估值为 43.14 万元，大写人民币肆拾叁万壹仟肆佰圆整，折合单位可采

储量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0.605 元/立方米。该评估结果高于《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关

于印发江西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赣国土资字[2018]58 号）公

布的砖瓦用页岩出让收益基准价 0.6 元/吨（可采储量）。

16、特别事项说明

16、1 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

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

1、若评估结果公开，评估结论有效期自公开之日起一年。

2、若评估结果不公开，评估结论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

16、2 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在本评估报告书的有效时间内，如果委托方的资源情况及资产具体数量发生

变化，委托方应商请本公司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评估价值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果

本项目评估所采用的价格标准发生不可抗拒的变化，并对矿业权评估价值产生明

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本公司重新确定矿业权价值。

16、3 其它责任划分

1、本评估报告是评估机构根据我国矿业权评估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国

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及《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

用指南(试行)》等规范的要求，在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估原则下做出的，

评估机构只对评估结论是否符合职业规范的要求负责，不对矿业权定价决策负责。

2、本次评估结果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特定的评估目的下，根据公开市场原

则得出的现时公允价格。没有考虑矿业权将来可能承担的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

加付出的价格等不可抗力对矿业权价格的影响。当评估结果用于上述的事宜或评

估中遵循的持续经营原则发生变化时，本次评估结果失效。

16、4 采矿权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

本项目评估得出的关于“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采矿权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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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结论，是根据委托评估的特定目的和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具体情况，采用

收入权益法估算得出的，只能用于委托评估的特定目的，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本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许可，不得随意向他人提供

或公开。未经本评估机构和签字评估师的书面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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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效力。

16、5 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1、评估报告中涉及的矿产资源储量（）、矿山设计及相关（《泰和县澄江镇

桥头村砖瓦用粉砂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

的原始资料等由委托方提供，评估报告中涉及的《动用资源储量说明》、《销售

价格说明》、《关于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采矿权价款缴纳情况说

明》以及采矿许可证（副本）、营业执照（副本）由采矿权人提供，委托方和采

矿权人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2、由于委托方未提供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采矿权出让合同、价款确认

书/备案书、缴纳价款证明等相关资料。根据采矿权人出具的《关于泰和县澄江镇

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采矿权价款缴纳情况说明》，2013 年 7 月，吉安市地质队

受泰和县国土资源局委托，对矿区进行了地质踏勘并编写了矿区《资源量核实报

告》（该报告经<吉市国土资储备字[2013]062 号备案>），截止 2013 年 8 月 30

日，累计查明资源量 63.27 万立方米，其中，（333）保有砖瓦用粉砂岩矿资源储

量 55.72 万立方米，采损消耗 7.55 万立方米。2019 年 1 月初，泰和县泰吉砖厂

委托江西省地矿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编制了《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砖瓦用粉砂

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该报告经吉安市矿业开发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吉

市资审字[2019]017 号评审通过，由泰和县自然资源局评审备案证明（泰自然资

储备字[2019]12 号），截止 2019 年 1 月 30 日，矿区采矿许可证范围内累计查明

砖瓦用粉砂岩矿资源量（122b+333 类）63.95 万立方米，其中，累计采损资源储

量（122b 类）12.41 万立方米（换算为 24.82 万吨），保有资源储量（333 类）

为 51.54 万立方米（换算为 103.08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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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采矿权人出具的《关于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采矿权价款

缴纳情况说明》，自取得采矿许可证（2013 年 11 月 29 日）至 2019 年 1 月 30 日

以来，动用资源储量 4.86（12.41-7.55）万立方米（换算为 9.72 万吨）。采矿

权人根据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生产规模先后两次缴纳价款（共计 6年，缴纳资

源储量 30 万吨），并已缴纳完毕。采矿人动用资源储量（9.72 万吨）小于采矿

权人缴纳资源储量（30 万吨）。因此，本次评估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经评审通

过并由泰和县自然资源局备案的采矿许可证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333 类）矿石

量 51.54 万立方米（换算为 103.08 万吨），未考虑采矿权人已动用的资源储量

4.86（12.41-7.55）万立方米（换算为 9.72 万吨）。在此提醒报告使用方注意。

3、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相关要求，本次评估，

依据江西省地矿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编制的《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

砖瓦用粉砂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工业场

地及台阶压占矿量为 4.62 万立方米（换算为 9.24 万吨），设计（333 类）可信

度系数为 0.8，《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利用资源储量为 75.07 万吨；在此提醒报

告使用方注意。

4、经评估人员查询，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查验信息与委托方提供采矿

许可证登记信息一致且已过期。经采矿权人介绍，已办理采矿权许可证的相关手

续，由于未缴纳价款因此采矿许可证并未颁发。在此提醒报告使用方注意。

5、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

专业意见，是注册矿业权评估师的责任；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

合法性和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6、本评估结果是以委托方资料真实为条件，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下根据

持续经营和公开市场原则所确定的公允价值，供交易双方参考，其并不等同于交易双

方的实际交易价格。

本评估报告在使用时，应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及相关法律规定，评估机构不承担因

报告误用而产生的法律后果。

7、本项目评估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下做出的，我公司及参加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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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与委托方没有任何特殊利害关系，评估人员在评估过程中恪守职业道德规范，

认真负责。

17、附表附件

本评估报告共有附表三个，附件十二个，详见附表、附件目录。

18、评估报告提交日期

二○二○年四月四日

19、评估人员

项目负责人：张晖

评估工作人员：任亭、张晖、王宇昊

20、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签字盖章

内蒙古兴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矿业权评估师：

中国·呼和浩特 矿业权评估师：

二○二○年四月四日 矿业权评估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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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对象：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采矿权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表

单位：万吨

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

赋矿标高            
（米）

资源储量              
类型

评审备案的保有
资源储量（2019
年1月30日）

消耗资源储量
（2019年1月
30日至2019年
12月31日）

评估利用
资源储量

工业场地
及台阶压
占矿量

可信度系数

《开发利用
方案》设计
利用资源储

量

采矿        
回采率

评估利用              
可采储量

生产规模
矿山           

服务年限

103.7～80 333 103.08 0.00 103.08 9.24 0.80 75.07 95.00% 71.32 5.00 14.26 

评估机构：内蒙古兴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矿业权评估师：任亭、张晖



附表02

评估对象：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采矿权

P1评估值估算表

                  共4页·第2页
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

项目名称 单位 合计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石料产销量 万吨 71.32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不含税             
销售价格

元/吨 23.01 23.01 23.01 23.01 23.01 23.01 23.01 

销售收入 万元 1641.04 115.05 115.05 115.05 115.05 115.05 115.05 115.05 

折现年限 年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折现系数 0.9259 0.8573 0.7938 0.7350 0.6806 0.6302 0.5835 

销售收入现值 万元 958.62 106.53 98.64 91.33 84.57 78.30 72.50 67.13 

采矿权权益系
数

4.50%

P1评估值 万元 43.14 

评估机构：内蒙古兴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矿业权评估师：任亭、张晖



附表02

评估对象：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采矿权

P1评估值估算表

                  共4页·第3页
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

项目名称 单位

石料产销量 万吨

不含税             
销售价格

元/吨

销售收入 万元

折现年限 年

折现系数

销售收入现值 万元

采矿权权益系
数

P1评估值 万元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1-3月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1.32 

23.01 23.01 23.01 23.01 23.01 23.01 23.01 23.01 

115.05 115.05 115.05 115.05 115.05 115.05 115.05 30.34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4.26 

0.5403 0.5002 0.4632 0.4289 0.3971 0.3677 0.3405 0.3336 

62.16 57.55 53.29 49.34 45.69 42.30 39.17 10.12 

评估机构：内蒙古兴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矿业权评估师：任亭、张晖



附表03

评估对象：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制砖用粉砂岩矿采矿权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估算表

共4页·第4页
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

项目名称 P1
评估利用             
可采储量

单位可采储量                      
评估值

Q1 Q k P

单位 万元 万吨 元/吨 万吨 万吨 万元

43.14 71.32 0.605 103.08 103.08 1.00 43.14 

P ＝ P1 / Q1 × Q × k

P  —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P 1—  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333 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Q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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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评估中，因 Q＝Q1，k＝1，故 P＝P1。

评估机构：内蒙古兴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矿业权评估师：任亭、张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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