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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评估机构：湖北华诚地矿咨询有限公司

采矿权出让方：福建省三明市自然资源局

评估委托人：福建省三明市自然资源局

采矿权（申请）人：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

评估对象：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采矿权

评估目的：三明市自然资源局拟延续协议出让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

铁岭水泥用灰岩矿采矿权，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规定，需对该矿未有偿化处置资源

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评估项目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提供福建金牛水

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未有偿化处置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参考

意见。

评估基准日：2019 年 5 月 31 日

评估日期：2019 年 6 月 13 日——2019 年 8 月 13 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收入权益法

评估采用的参数：

矿区面积：0.5486 km
2
；截止 2018 年 1 月底，在矿区范围内保有水泥用

灰岩（122b+333）矿石量 1934.40 万吨；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5 月 31 日，

保有水泥用灰岩资源储量（122b+333）矿石量 1887.89 万吨；水泥用灰岩矿

未有偿化处置资源储量 1702.82 万吨；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1887.89 万吨；

可采储量：1425.96 万吨；采矿回采率：95%；设计损失：386.88 万吨；矿

石贫化率：5%;采矿方案：露天开采；产品方案：水泥用灰岩原矿；矿山生

产规模： 150 万吨/年；矿山理论服务年限：10 年；评估计算矿山服务年限：

10 年；水泥用灰岩矿不含税销售价格：26.67 元/吨；固定资产投资（原值）：

1580 万元；流动资金：237 万元；单位总成本费用：22.09 元/吨；单位经营

成本：21.19 元/吨；折现率 8%。

截止评估基准日，矿区范围内已采方解石未有偿化处置资源量 9.94 万吨，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9.94 万吨；可采储量：8.946 万吨。采矿回采率：90%；

矿石贫化率：5%;采矿方案：露天开采；产品方案：方解石原矿；产品不含税

销售价格：方解石 44.50 元/吨。

评估结果：经估算，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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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三明市自然资源局委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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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在 2019 年

5 月 31 日未有偿化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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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三明市自然资源局

评估委托人单位名称：福建省三明市自然资源局

采矿权（申请）人：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28770659629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将乐县古镛镇新路村石门岭

法定代表人：章旭升

注册资本：壹亿圆整

营业期限：2005 年 01 月 18 日至 2055 年 01 月 17 日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熟料生产、销售；石灰岩、水泥配料用页岩销售；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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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岩开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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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目的

三明市自然资源局拟延续协议出让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

灰岩矿采矿权，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规定，需对该矿未有偿化处置资源储量采矿权

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评估项目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提供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

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未有偿化处置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参考意见。

4、评估对象和范围、有偿化处置情况

4. 1 评估对象和范围

本次评估的对象为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采矿权；

评估范围：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采矿权人为福建金

牛水泥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号为 C3504002010057220064448，开采矿种为水泥

用石灰岩、方解石，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有效期限为 2010 年 5 月 14 日至 2020

年 5 月 14 日，开采标高为+430～+625m，面积 0.5486km
2
，矿区范围由以下 7个

坐标组成。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编号

1980 西安坐标系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X Y

A 2927007.87 39531459.22 2927003.88277 39531577.2513

B 2927087.87 39531781.22 2927083.88323 39531899.2517

C 2927062.87 39532001.22 2927058.88343 39532119.2520

D 2926382.86 39531541.22 2926378.87200 39531659.2521

E 2925747.85 39531541.22 2925743.86112 39531659.2528

F 2925747.85 39531151.22 2925743.86071 39531269.2522

G 2926347.86 39531151.21 2926343.87153 39531269.2416

根据“矿业权评估合同书”，本次评估范围为上述采矿许可证核定的矿区范

围，与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福建总队 2018 年 4 月出具的《福建省将

乐县铁岭矿区水泥用灰岩矿 2018 年储量地质报告》的储量估算范围一致。

截止 2018 年 1 月底，采矿许可证范围内水泥用灰岩矿资源储量（122b+333）

矿石量 1934.40 万吨。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5 月 31 日，采矿许可证范围内

保有水泥用灰岩资源储量（122b+333）矿石量 1887.89 万吨；水泥用灰岩矿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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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偿化处置资源储量 1702.82 万吨；已采方解石未有偿化处置资源储量 9.94 万

吨。

《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

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设计范围与本次评估范围一致。

4. 2 有偿化处置情况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将乐县铁岭矿区水泥用石灰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福

建国利评字[2009]第 46 号），评估基准日 2009 年 4 月 30 日，评估计算服务年限

10 年，拟动用水泥用灰岩矿可采储量 570 万吨（折算为保有资源储量 593.75 万

吨），动用方解石矿可采储量 9.5 万吨（折算为保有资源储量 10.56 万吨）。根据

采矿权出让合同和价款缴交凭证，2010 年，三明市国土资源局出让该采矿权，

受让人为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出让年限为 10 年，出让金额 267.1 万元，出

让矿种为水泥用石灰岩矿、方解石矿，出让价款已分三期缴清。

由此可知，矿区范围内水泥用灰岩矿保有资源量（333）593.75 万吨、方解

石矿保有资源量（333）10.56 万吨已作有偿化处置。

截至评估基准日，未了解到该采矿权有矿权重叠、权属争议情形。

5、评估基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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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本采矿权评估项目的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19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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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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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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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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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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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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⒅“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福建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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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闽财综〔2017〕22 号）。

6．2 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

⑴《矿业权评估合同书》和《采矿权申请登记范围坐标表》；

⑵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福建总队编制的《福建省将乐县铁岭矿

区水泥用灰岩矿 2018 年储量地质报告》（2018 年 4 月）；

⑶ 福建省国土资源评估中心《<福建省将乐县铁岭矿区水泥用灰岩矿 2018

年储量地质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闽国土资储评明字[2018]14 号）；

⑷ 福建省华厦能源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

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2019

年 3 月）及补充说明；

⑸ 三明市国土资源规划所《<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评审意见书》（明国土资开

发审[2019]4 号）；

⑹ 福建鑫八闽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福建省金牛水泥有限公

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及方解石矿的价格证明》（鑫八闽价鉴[2019]91 号）；

⑺“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采矿许可证（证号：

C3501002010057220064448）；

⑻ 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⑼ 福建国利矿业权评估事务所出具的《将乐县铁岭矿区水泥用石灰岩矿采

矿权评估报告书》（福建国利评字[2009]第 046 号）；

⑽ 2010 年矿山采矿权出让合同及缴款凭证；

⑾ 关于《福建省将乐县铁岭矿区水泥用灰岩矿 2018 年储量地质报告》未估

算方解石矿资源储量的补充说明；

⑿ 将乐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说明”；

⒀ 矿山简介及说明；

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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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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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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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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乐县铁岭矿区水泥用灰岩矿位于将乐县城关南西 200°方向，直距约 34 千

米，隶属将乐县白莲镇管辖。

矿区西侧有省道 S204 通过，可通往明溪、将乐城区，并经高速可通往三明、

龙岩、南平、福州，往南东泉州、厦门、福州、漳州等沿海城市，交通便利。

8．2 矿区自然地理及经济状况

矿区属低山丘陵地貌，山体总体走向为南北向，最高海拔+732m，位于矿区

南东山顶上，海拔高程最低+390m，位于矿区北部，区内最低侵蚀基准面为+400m，

地形切割一般，自然坡度约 20°～40°，局部形成陡崖。在矿区西部，有北东向的

常年流水小溪通过。

本区属于亚热带气候，夏无酷热，冬无严寒，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年平均

气温 18.7℃，其中一月份最低，常有霜冻、结冰，七月份最热。年降水量 1672.3mm，

其中 3～9月为雨季，4～7月常有暴雨，而 10 月至次年 2月为旱季，雨量较少。

矿区处在将乐县白莲镇铜岭村附近的乡村地带，当地经济较为发达，以农业

为主为全国商品粮基地之一，农副产品有稻米、芝麻、油茶籽、桐油籽、香菇、

红菇、板栗、笋干、松脂、茶叶、柑橘等。当地矿产较丰富，主要有钨、铁、铜、

煤、石灰岩、大理岩、石英石、云母、萤石、钾长石、高岭土、稀土、水晶等。

当地电力、水力资源充足，可以满足当地生产、生活需求。

8．3 以往地质工作简述

⑴ 1966 年，原福建省区域地质调查队进行了 1：20 万三明幅区域地质矿产

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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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2004 年，福建省闽北地质大队六分队对铁岭矿区进行普查地质工作，并

编写提交了《福建省将乐县铁岭矿区方解石矿普查地质报告》，2004 年 11 月 12

日福建省国土资源评估中心以闽国土资储审明字[2004]95 号文评审通过，估算

矿区范围内方解石矿（333+334）矿石量 36.3 万吨。

⑶ 2008 年 8 月，福建省闽北地质大队对扩大后的铁岭矿区开展水泥用灰岩

矿地质普查工作，编写了《福建省将乐县铁岭矿区水泥用灰岩矿普查地质报告》，

2009 年 2 月 2 日福建省国土资源评估中心以闽国土资储审明字[2009]10 号文评

审通过。截止 2008 年 8 月底，矿区范围内保有水泥用灰岩矿（333+334）矿石量

1312.58 万吨，其中：（333）矿石量 1197.98 万吨，（334）114.60 万吨。

⑷ 2017 年 9 月，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福建总队对矿区开展生产

勘探工作，并于 2018 年 4 月提交了《福建省将乐县铁岭矿区水泥用灰岩矿 2018

年储量地质报告》，该报告已于 2018 年 9 月 3 日通过福建省国土资源评估中心评

审（闽国土资储评明字[2018]14 号），截止 2018 年 1 月底，矿区范围内保有水

泥用灰岩矿（122b+333）矿石量 1934.40 万吨，其中：（122b）844.94 万吨，（333）

1089.46 万吨。

8. 4 矿区开发现状

铁岭矿区水泥用灰岩矿周围自古以来就有当地村民进行零星开采，主要用于

烧制石灰，采出量不详。

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取得采矿许可证后于 2010 年 5 月正式开采，至 2018

年 1 月底估算动用矿石量 362.17 万吨。

矿山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对 KT 矿体进行开采，采矿方法为阶梯式采矿，主要

在 3 线中部、0 线中部及 4～6 线之间开采，现形成大小不一的采场 3 个，采出

的矿石主要供给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生产水泥使用。

矿山2018年 2月至2019年 5月底开采动用水泥用灰岩矿石量46.507万吨。

9、 矿区地质概况

根据《福建省将乐县铁岭矿区水泥用灰岩矿 2018 年储量地质报告》，矿区概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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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位于闽西南拗陷带的北西段，北东东向南平～宁化断裂带中部北侧。

9.1 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自老至新有下石炭统林地组(C1l)、下二叠统船山组（P1c）、中

二叠统栖霞组(P2q) 、文笔山组（P2w)、第四系（Q）。

⑴、下石炭统林地组(C1l)：

分布于矿区的东南侧，岩性主要为灰白色、浅灰色变质石英砂岩、石英砂砾

岩，夹粉砂岩、泥岩，岩石具不同程度变质。未见底，厚度不详。

⑵、下二叠统船山组（P1c）：

出露于矿区中部，岩性主要以浅灰色、灰白色中厚层～巨厚层状大理岩为主，

质纯，局部夹（含）白云质大理岩、硅质大理岩，局部具矽卡岩化、硅灰石化。

地层总体走向北东 20～35°，总体倾向南东，局部倾向北西，倾角 50～70°。

厚度大于 153m，与下伏林地组呈断层接触，为水泥用灰岩矿体的赋存层位。

⑶、中二叠统栖霞组(P2q)：分布于矿区北西部，岩性为深灰、灰黑色中～

厚层含燧石灰岩、灰岩，局部夹泥岩、粉砂岩、硅质岩。厚度不详，与下伏船山

组呈整合接触。

⑷、中二叠统文笔山组（P2w）：

分布于矿区北西部。岩性主要由灰色中薄层泥岩、粉砂岩组成，局部夹细砂

岩，常含磷质结核。厚度不详。

⑸、第四系（Q）残坡积层：

分布于山坡较平缓处及近山低洼地带。岩性主要为土黄色的含砾、碎石粘土

与砂质粘土，呈松散状，为冲洪积、残坡积层。在灰岩上部亦有残坡积层覆盖，

一般堆积在灰岩溶蚀、溶穴中，厚度 1.8～41.02m，矿体西部较薄，矿体东部较

厚。

9.2 构造

矿区总体构造形态为一倒转单斜层状构造，表现为下二叠统船山组（P1c）

覆盖于中二叠统栖霞组 （P2q）地层之上，地层总体走向为北东 20～35°，倾向

南东，倾角 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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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的东部有一断层构造（F1），长约 1470m，走向北东 15～30°，倾向北西，

倾角 70～83°，为正断层。F1 断层为船山组与林地组的接触界线，断层内见有闪

长玢岩侵入。

9.3 岩浆岩

矿区范围内岩浆岩较发育，主要有燕山中期侵入的二长花岗岩（ηγJ3）分

布于矿区南西部，岩石呈灰褐色，风化后呈浅灰色，具中细粒花岗结构、块状构

造，岩石主要矿物成分为钾长石 25～30%、斜长石 35%、石英 28～30%、黑云母 1～

5%，钾长石呈半自形板状，见微纹双晶；斜长石呈自形～半自形板状，具密集聚

片双晶；石英呈自形～他形粒状。

在二长花岗岩与灰岩的接触带上常出现热接触变质作用和弱热接触交代作

用，由于花岗岩基本分布于采矿许可证核定矿区范围外，因此，对区内水泥用灰

岩矿体的连续性及质量影响较小。

矿区内沿 F1断层还见有 2条闪长玢岩分布，但位于采矿许可证核定最低开采

标高 430m 水平以下，对水泥用灰岩矿体的连续性及质量基本无影响。

9.4 变质作用与围岩蚀变

矿区内主要变质作用有热接触变质作用和热接触交代作用两种类型。热接触

变质作用使下二叠统船山组（P1c）中的灰岩重结晶形成以细粒～中粒变晶结构

为主的大理岩；热接触交代作用形成各类矽卡岩，以硅灰石矽卡岩为主。

矿区围岩蚀变主要有矽卡岩化、硅灰石化，对矿石质量有一定的影响。

9.5 矿体地质

9.5.1 矿体特征

矿区内共圈定水泥用灰岩矿体 1 个，编号为 KT，矿体赋存于船山组（P1c）

中。

矿体分布于矿区中部，岩性为浅灰色、灰白色中厚层～巨厚层状大理岩，矿

体长度约 1570m，地表出露宽 200～400m，平均宽度约 330m，揭露矿体真厚度为

49.67～158.29m，平均真厚度 103.98；矿体呈单斜层状产出，产状与地层产状

基本一致，总体走向北东 20～35°，总体倾向南东，局部倾向北西 300°倾角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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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矿体顶板赋存标高 453～544m（在深部尚未揭穿矿体）；矿体顶板为下石炭

统林地组变质石英砂岩、石英砂砾岩以及第四系残坡积层，矿体底板尚未揭露。

9.5.2 矿石质量

⑴、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主要为细粒变晶结构、中粒变晶结构。

矿石构造有块状构造、中厚层状构造、缝合线构造和条纹状构造。

⑵、矿石矿物成分

矿石矿物成分主要为方解石（占 90～99%），以及少量白云石、泥炭质物、

石英。

⑶、矿石化学成分

矿石化学成分平均含量结果见下表。

矿石化学成分平均含量结果表

化学成分 CaO MgO fSiO2 SiO2 Al2O3 Fe2O3 K2O Na2O SO3 Cl- Loss

含量（%） 53.78 1.08 0.38 1.031 0.137 0.074 0.010 0.004 0.019 0.002 42.97

矿区矿石品位高，有害成分含量低，矿石质量好，为优质水泥用灰岩矿。

⑷、矿石自然类型

矿石自然类型为细粒变晶大理岩和中粒变晶大理岩两种。

⑸、夹石

矿体中共圈定 9层夹石层，夹石层岩性有（含）白云质大理岩和硅质大理岩

两种。夹石层形态为层状、似层状及透镜状，其产状与矿体产状基本一致。夹石

层厚度一般小于 18m，局部可达到 36.43m，走向长度一般为 200～625m，少数长

度达 1460m。

由于矿区矿石质量好，在矿山开采中可考虑对夹石层进行搭配综合利用。

9.5.3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矿山已开采多年，所开采出的矿石主要供应给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生产使

用。根据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水泥厂多年生产使用表明，矿区石灰石质量好且

稳定，矿石可破性、易磨性、辊磨性以及易烧结等性能良好，均可满足水泥厂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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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水泥生产的要求，矿石加工技术性能较好。

9.6 开采技术条件

9.6.1 矿区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属低山丘陵地貌类型，地形高差较大，坡度较陡，有利于地表水和降水

的自然排泄。区内地表水系不发育，仅在矿区西部有一条小溪沟。船山组灰岩岩

溶裂隙含水层是矿坑主要充水含水层，富水性较强。施工的钻孔岩溶率平均

7.72%，约 1/3 溶洞为充填～半充填溶洞，溶洞高度一般 1～3m,最大达 94.08m，

溶洞大多发育在标高 430m 水平以上，矿区内主要断裂 F1断层导水性较差。矿山

最低开采标高为 430m,高于矿区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 400m，矿区地形及矿体赋存

条件有利于采用山坡式露天开采，矿山水文地质问题主要为持续降雨或暴雨时对

地表采场的影响，只要通过合理设置排水渠道，可实现自然排水，将此影响大大

降低。

由于露天采场面积较大，采用最大降雨量 216.5mm/d 进行计算，则直接落入

采场的最大水量达 34363m
3
/d，故应做好露天采场的截排水工作。

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9.6.2 矿区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内地质构造简单，矿体多被第四系浮土层覆盖，覆盖层稳定性较差。矿

区内主要分布船山组灰岩，在不同地段发育不同程度岩溶，矿层与围岩属坚硬～

半坚硬工程地质岩组，极限抗压强度为 52.9～116.5MPa，钻孔岩心 RQD 值为 75～

100%，岩石质量中等或好，岩体中等完整至完整。根据露天采场调查，采场坡度

高 90～140m，边坡角 50～60°，发育有小规模覆盖层塌陷现象，边坡坡向与岩

层倾向相反，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滑坡、崩塌等不良工程地质现象，边坡稳定性较

好。

矿山为完全露天开采，无凹陷，矿区主要工程地质问题为开采边坡的稳定性。

矿层及围岩稳定性较好，现有三个采场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滑坡、崩塌等不良地质

现象，开采现状较稳定。

矿区工程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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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 矿区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所在区域稳定性较好，放射性强度在正常值范围内。地表植被较发育，

水土保持完好，矿体围岩和岩石多属坚硬～半坚硬岩组，未发现不良结构面和软

弱面，目前自然斜坡相对处于稳定状态。区内未发现滑坡、崩塌、泥石流、地裂

缝、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现象，边坡稳定性较好。地表水、地下水水质化学类型

均属 HCO3

-﹒Ca
2+
型水，PH7.60～8.15，偏碱性，可能已受轻微污染，但仍符合地

表水、地下水Ⅲ类以上水质标准，可以饮用。

矿山属露天开采型，随着矿山的逐步开采，矿区将由山体最终变为平地，对

地形地貌及植被破坏程度较为严重，可能导致水土流失、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

害发生。矿山开采过程中生产活动及产生的粉尘对空气质量产生不良影响，地表

水、地下水将受到污染。

矿区地质环境条件属中等类型。

综上所述，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工程地质条件均属简单类型，地质环境质量

属中等类型，矿区开采技术条件属以环境地质条件复合问题为主的中等类型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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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对福

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实施了如下评估程

序：

⑴、 接受委托阶段： 2019 年 5 月 9 日三明市自然资源局通过公开方式选

取我公司为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

报告编制单位，2019 年 6 月 13 日，三明市自然资源局与本公司签订合同委托

本公司对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

估；评估的对象和范围是《矿业权评估合同书》委托的矿区范围；确定评估基

准日为 2019 年 5 月 31 日。

⑵ 、项目调查阶段：根据评估的有关原则规定，评估小组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在矿山管理人员林尚超的协助下对纳入评估范围的采矿权进行调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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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有关资料，收集与评估有关的地质资料、设计资料等。

⑶、 评定估算阶段：2019 年 6 月 14 日-8 月 5 日依据收集的评估资料，进

行归纳整理，确定评估方法为收入权益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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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有关矿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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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 提交报告阶段：于 2019 年 8 月 6 日～2019 年 8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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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交换

评估初步结果意见，在遵守规范、指南和职业道德原则下，认真对待委托方提出

的意见，并作出必要的修改，提交正式评估报告。

11、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评估合同书，委托评估矿山水泥用灰岩和方解石未有偿化处置资

源储量，鉴于该矿山方解石矿已开采完毕，因此，本次评估分两部分进行评估计

算。

11.1 水泥用灰岩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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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型、生产规模为大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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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未公布基准价因素调整

法方法规范，故无法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进行评估。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

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地质勘查程度较高，已达到详查阶段，《福建省将乐县铁岭

矿区水泥用灰岩矿 2018 年储量地质报告》经福建省国土资源评估中心评审通过，

估算资源储量可靠性较高，根据《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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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矿权采矿权

出让转让暂行规定》、《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和《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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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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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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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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方解石矿（追溯评估）

根据福建省矿业权出让评估有关要求，追溯评估（已开采且未有偿化处置资

源储量部分）采用收入权益法进行评估，且不考虑折现。

12、评估所依据资料评述

本项目评估指标与参数选取，主要依据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福建

总队编制的《福建省将乐县铁岭矿区水泥用灰岩矿 2018 年储量地质报告》（2018

年 4 月）及其评审意见书（闽国土资储评明字[2018]14 号）；福建省华厦能源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2019 年 3 月）及评审意见; 市

场调查情况、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评估人员掌握的其它资料。

⑴、2018 年 4 月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福建总队编制的《福建省

将乐县铁岭矿区水泥用灰岩矿 2018 年储量地质报告》，核实工作较全面收集了原

矿山开采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通过 1:2000 地质填图、1:1000 地质剖面测量和较

系统的钻探工程施工，采空区测量等工作。基本查明了矿区地质和矿床地质特征；

详细查明了矿区开采技术条件，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属简单类型，环境地质

条件均属中等类型，矿区开采技术条件属环境地质问题为主的中等类型矿床（Ⅱ

-3）。资源储量估算采用的工业指标基本合适，资源储量估算方法和参数选择基

本合适，估算结果较可信。福建省国土资源评估中心以“闽国土资评明字[2018]14

号”文评审通过，可以作为评估的依据。

⑵、2019 年 3 月福建省华厦能源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福建金牛水

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

垦方案》，设计范围与本次评估范围一致，水泥用灰岩矿保有资源储量（122b+333）

1934.40 万吨；设计矿山年生产规模 150 万吨；设计采用地下开采，产品方案水

泥用灰岩矿原矿。矿山固定资产投资 1580 万元，正常年销售收入 3750 万元，单

位矿石成本 21 元/吨，年税后利润 450 万元，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3.0 年。方案经

三明市国土资源规划所组织专家审查通过。经分析，方案中技术指标达到一般社

会生产力水平，可以作为评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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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为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厂配套矿山，该矿山未进行独立核算，无法提供矿山采矿成本费用等相关财

务资料。

本次评估参考《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2019 年 3 月）并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

规、采矿权评估要求对固定资产投资、成本费用进行了调整，根据评估确定的经

济参数进行项目财务评价，该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前）24.62%，大

于行业基准收益率 13%，投资财务净现值（所得税前）（ic＝13%）1255.31 万元，

项目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前）约 3.98 年。由财务评价指标可以看出，各项财务

评价指标均达到现行行业项目技术经济可行性评价的要求。因此，在本次评估中，

按上述调整后的指标进行估算是合适的，基本上能够反映当地同类矿山平均生产

力水平。

13、水泥用灰岩矿评估参数的选择及计算

13．1 保有的资源储量

⑴、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福建省将乐县铁岭矿区水泥用灰岩矿 2018 年储量地质报告》（2018

年 4 月）及其评审意见书，截止 2018 年 1 月，铁岭矿区水泥用灰岩矿采矿许可

证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122b+333）矿石量 1934.40 万吨。其中：控制的经济基

础储量（122b）矿石量 844.94 万吨，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矿石量 1089.46

万吨。

根据将乐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说明”，该矿山 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5 月

底动用水泥用灰岩矿石量 46.507 万吨。故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5 月 31 日，

该矿采矿许可证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122b+333）矿石量 1887.89 万吨。其中：

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122b）矿石量 798.43 万吨，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

矿石量 1089.46 万吨。

⑵、已有偿化处置资源储量

根据“4. 2 有偿化处置情况”章节所述，2009 年矿区范围内水泥用灰岩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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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资源量（333）593.75 万吨已作有偿化处置。

⑶、期间动用资源储量

根据《<福建省将乐县铁岭矿区水泥用灰岩矿 2018 年储量地质报告>矿产资

源储量评审意见书》（闽国土资储评明字[2018]14 号），矿山自 2010 年 5 月正式

开采至 2018 年 1 月底动用水泥用灰岩矿矿石量 362.17 万吨。根据将乐县自然资

源局出具的“说明”，该矿山 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5 月底动用水泥用灰岩矿石

量 46.507 万吨。

综上，2010 年至 2019 年 5 月底动用水泥用灰岩矿石量 408.68 万吨。

⑷、未有偿化处置资源储量

未有偿化处置资源储量=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已有偿化处置资源储量

－期间动用资源储量）

=1887.89-(593.75-408.68)=1702.82（万吨）

截至评估基准日，铁岭矿区水泥用灰岩矿未有偿化处置资源储量（122b+333）

1702.82 万吨。

13．2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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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文所述各项事由，可确定本项目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为水泥用灰岩矿石量 1887.89 万吨，其中未有偿化处置资源储量 1702.82 万吨。

13．3 采矿方案

根据《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2019 年 3 月），矿山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公路

开拓，汽车运输，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

采矿工艺方案：潜孔钻机凿岩—中深孔微差挤压爆破（采用非电起爆系统）

—液压破碎锤（配套液压挖掘机）进行大块石二次破碎—液压挖掘机铲装（其中

包括平场、清道、洒水、集堆等作业）—汽车运输直接运往水泥厂堆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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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产品方案

根据《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2019 年 3 月），矿山产品方案为水泥用灰岩矿

原矿石。故本项目评估产品方案为水泥用灰岩原矿。

13．5 采矿指标

根据《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2019 年 3 月）设计， 1-2 线之间的西侧存在部

分农田，约占用 23.5 万吨；4-6 线之间的西侧为已治理的排土场，压覆矿石量

约为 95.3 万吨；为保障开采终了边坡长期稳定，边坡压占矿石资源量约 268.08

万吨，合计设计损失矿石资源储量（122b+333）386.88 万吨。水泥用灰岩矿开

采回采率为 95%、矿石贫化率为 5%。本次评估各项采矿指标按照开发方案取值，

设计损失量：386.88 万吨；开采回采率：95%；矿石贫化率：5%。

13．6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参与评估的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开采回采率

=（1887.89-386.88）×95%

=1425.96(万吨）

未有偿化处置资源储量的可采储量

=1425.96÷1887.89×1702.82

=1286.17（万吨）

13．7 生产规模及矿山服务年限

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采矿许可证证载生产规模 60

万吨/年；《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2019 年 3 月）设计矿山生产规模为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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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矿山（包括改扩建项目）采矿权价款评估，①根据采矿许可证载明的

生产规模确定，②根据经批准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确定。本项目为改扩建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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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次评估根据经评审的三合一方案确定该矿生产规模为 150 万吨/年。

矿山理论服务年限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Q 1425.96

T = = ≈10（年）

A·（1-ρ） 150·（1-5%）

式中：T —— 矿山理论服务年限

A —— 矿山生产规模（万吨/年）

Q —— 可采储量（万吨）

ρ—— 矿石贫化率（%）

将上述各项数据代入公式得矿山理论服务年限为 10.0 年。

《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

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2019 年 3 月）及其补充说明，基建期为 1年。据此

确定评估计算矿山服务年限为 11.0 年，其中基建期 1 年，自 2019 年 6 月起至

2020 年 5 月止，正常生产期 10 年，自 2020 年 6 月起至 2030 年 5 月止。

13．8 年销售收入

13．8．1 销售收入计算公式

年销售收入=水泥用灰岩年产量×水泥用灰岩原矿不含税销售单价

13．8．2 产品产量

根据《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2019 年 3 月），矿山年产水泥用灰岩矿石 150

万吨。

13．8．3 产品价格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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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一定时段的历史价格平均值确定。

（1）三合一方案确定的价格

根据《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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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2019 年 3 月），该矿水泥用灰岩原矿坑口价格

为 25 元/吨（不含税）。

（2）福建鑫八闽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价格证明

根据福建鑫八闽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5 日出具的《关于福建

省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及方解石矿的价格证明》（鑫八闽价

鉴[2019]91 号），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平均品位：

CaO 53.78%）矿山坑口价格情况如下：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5 月，水泥用灰岩矿矿山坑口交易价格为 21-25 元/

吨（不含增值税、运费）；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5 月，水泥用灰岩矿矿山坑口交易价格为 23-30 元/

吨（不含增值税、运费）；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5 月，水泥用灰岩矿矿山坑口交易价格为 27-34 元/

吨（不含增值税、运费）；

经计算，2016 年 6 月以来将乐县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矿山坑口加权平均

价格为 26.67 元/吨。

综上所述，福建鑫八闽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价格与三合一方案确定

的价格相差不大，鉴于福建鑫八闽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价格较为系统，

且为一定时段的价格，其变动趋势基本符合市场行情，故本次评估参照上述“价

格证明”取值，即水泥用灰岩矿平均销售价格为 26.67 元/吨。

13．8．4 销售收入

假设矿山未来生产期内各年的产量全部销售。则正常年份年销售收入为：

年销售收入＝水泥用灰岩年产量×水泥用灰岩原矿不含税销售单价

＝150×26.67 ＝4000.50（万元）

13．9 固定资产投资

本矿山为改扩建矿山，生产规模从 60 万吨/年提高到 150 万吨/年。本次评

估用固定资产主要依据《《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2019 年 3 月）设计投资数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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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确定，《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2019 年 3 月）设计项目建设投资总计为 1580.00

万元，其中开拓工程 344 万元、房屋建筑物 200 万元、机器设备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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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确定本项目固定资产投资为 1580.00 万元，其中：开拓工程 344 万元、房屋

建筑物 200 万元、机器设备 1036 万元。

固定资产在基建期均匀投入。详见附表四《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

水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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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取值，则流动资金为 237.00 万元（1580.00 万

元×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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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年。

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折旧年限均长于矿山服务年限，不需投入更新改造资

金。

13．12 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回收抵扣设备进项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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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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参照三合一方案确定投资额，机器设备投资 1036 万元为含税价，经

计算，机器设备进项增值税为 119.19 万元（1036÷(1＋13%)×13%），机器设备

原值为 916.81 万元（1036－119.19）。

本项目开拓工程 344 万元，进项增值税为 28.40 万元，原值为 315.60 万元；

房屋建筑物 200 万元，进项增值税为 16.51 万元，原值为 183.4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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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年，残

值率两者均为 5%，开拓工程不留残值。

2030 年 5 月回收房屋建筑物余值 96.3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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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 5 月回收机器设备余值 45.84 万元。

本评估项目固定资产残（余）值回收合计为 142.17 万元。详见附表五。

抵扣设备进项增值税的回收详见附表三。

13．13 总成本费用与经营成本

本次评估各项目成本费用主要参照《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

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确定，并结合采矿

权评估有关规定对个别参数进行调整，最终确定评估用成本费用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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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简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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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人员结合矿山三合一方案并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采矿权评估要求进

行调整后确定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成本费用如下：

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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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一 生产成本 18.64

1 外购材料 4.00

2 外购燃料及动力 4.00

3 工资及福利费 3.50

4 折旧费 0.64

5 修理费 1.50
6 其他制造费用 1.00

7 安全费用 2.00

8 维简费 2.00

① 折旧性质维简费 0.21

② 更新性质维简费 1.79

二 管理费用 3.00

三 销售费用 0.40

四 财务费用 0.05

五 总成本费用 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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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经营成本 21.19

13．13．1 外购材料

根据《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2019 年 3 月）设计，单位外购材料费（不含税）

为 4.00 元/吨，评估人员认为三合一方案取值基本合理，据此本项目评估单位外

购材料费取 4.00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外购材料费

=水泥用灰岩年产量×单位费用

=150 万吨×4.00 元/吨=600.00 万元

13．13．2 外购燃料及动力

根据《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2019 年 3 月）设计，单位外购燃料及动力费（不

含税）为 4.00 元/吨，评估人员认为三合一方案取值基本合理，据此本项目评估

单位外购燃料及动力取 4.00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水泥用灰岩年产量×单位费用

=150 万吨×4.00 元/吨=600.00 万元

13．13．3 工资及福利费

根据《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2019 年 3 月）设计，单位工资福利费为 3.50

元/吨，评估人员认为三合一方案取值基本合理，据此本项目评估单位工资及福

利费取 3.50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工资及福利费

=水泥用灰岩年产量×单位费用

=150 万吨×3.50 元/吨=525.00 万元

1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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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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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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折旧，房屋建筑物、

机器设备残值率为 5%。（详见附表五）。即：

机器设备年折旧费＝916.81×（1-5%）÷10＝87.10 (万元)；

房屋建筑物年折旧费＝183.49×（1-5%）÷20＝8.72 (万元)；

合计年折旧费为 95.81 万元，则单位折旧费为 0.64 元/吨。

13．13．5 修理费

根据《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2019 年 3 月）设计，单位修理费（不含税）为

1.50 元/吨，评估人员认为三合一方案取值基本合理，据此本项目评估单位修理

费取 1.50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修理费

=水泥用灰岩年产量×单位费用

=150 万吨×1.50 元/吨=225.00 万元

13．13．6 其他制造费用

根据《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2019 年 3 月）设计，单位其他制造费用为 1.00

元/吨，经与设计单位沟通该费用包括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费用摊销等。评估人员

认为三合一方案取值基本合理，据此本项目评估单位其他制造费用取 1.00 元/

吨。

正常生产年份其他制造费用

=水泥用灰岩年产量×单位费用

=150 万吨×1.00 元/吨=150.00 万元

13．13．7 安全生产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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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矿山的安全

生产费用为每吨 2 元，本项目为露天开采矿山，故评估时单位安全生产费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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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安全生产费

=水泥用灰岩年产量×单位费用

=150 万吨×2.00 元/吨=300.00 万元

13．13．8 维简费

采矿系统维简费按财政、税务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方法和标准，以原矿产量

为基础计提，参照“（92）冶经 312 号”等文件，石灰石矿维简费提取标准为 2.0

元/吨。本项目石灰石矿按 2.0 元/吨的标准计提维简费。

本项目开拓工程原值为 315.60 万元，由此可计算其中折旧性质的维简费为

0.21 元/吨（注：开拓工程投资 315.60 万元÷10 年÷150 万吨≈0.21 元/吨），

更新性质的维简费为 1.79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维简费

=水泥用灰岩年产量×单位费用

=150 万吨×2元/吨=300 万元

1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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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旅会议费等等。

根据《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2019 年 3 月）设计，单位管理费用为 3.00 元/

吨，评估人员认为三合一方案取值基本合理，据此本项目评估单位管理费用取

3.00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管理费用

=水泥用灰岩年产量×单位费用

=150 万吨×3.00 元/吨=450.00 万元

13．13．10 销售费用

根据《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2019 年 3 月）设计，单位销售费用为 0.00 元/



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共36页第 27页

-湖北华诚地矿咨询有限公司 电话：0714-6263072

吨。鉴于本矿山生产的石灰岩矿主要供应给采矿权人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生产

水泥使用，属内部交易。故参考采矿行业一般水平，销售费用按销售收入 1.5%

估算，本项目评估确定单位销售费用为 0.40 元/吨。

正常生产年销售费用

=水泥用灰岩年产量×单位费用

=150 万吨×0.40 元/吨=60 万元

13．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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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00 万元×70%×4.35%

=7.22 万元

则水泥用灰岩单位财务费用为 0.05 元/吨。

13．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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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及福利费+折旧费+其他制造费用+修理费+安

全生产费+维简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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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折旧性质维简费-年财务费用

正常生产年份年总成本费用为3313.03万元、年总经营成本为3178.46万元。

其中：

单位总成本费用为 22.09 元/吨，单位经营成本为 21.19 元/吨。

详见附表七。

13．14 销售税金及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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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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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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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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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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50×13%

＝5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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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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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 +600.00 +225.00）×13%

＝185.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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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07－185.25－0.00

＝334.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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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矿山提供的“说明”，矿山实际按

5%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故本项目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按 5%计；

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年增值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率

＝334.82×5%

＝16.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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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82×3%

＝1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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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82×2%

＝6.70（万元）

⑸、资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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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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我省资源税改革的通知》（闽财

税[2016]27 号），石灰石原矿的资源税税率为 6%。故本矿山的资源税税率标准为

6%。

则：正常年份年应缴资源税

＝水泥用灰岩年销售收入×资源税税率

＝4000.50×6%

＝24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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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4+10.04+6.70+240.03=273.51(万元)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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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49（万元）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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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为采矿权，评估参考公告确定折现率为 8%。

14、已采未有偿化处置方解石矿资源储量采矿权评估

根据矿业权评估合同书，需要评估已采未有偿化处置方解石资源储量的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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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出让收益（追溯评估）。根据福建省矿业权出让评估有关要求，追溯评估采用

收入权益法进行评估，且不考虑折现。

14.1 已采未有偿化处置资源储量

根据“关于《福建省将乐县铁岭矿区水泥用灰岩矿 2018 年储量地质报告》

未估算方解石矿资源储量的补充说明”（附件十一），I号方解石矿体不在采矿许

可证核定的矿区范围内。Ⅱ号方解石矿体在采矿许可证核定的矿区范围内，Ⅱ号

方解石矿体保有资源量（333+334）矿石量 20.5 万吨，其中（333）15.81 万吨、

（334）4.69 万吨。2017 年 9 月经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福建总队核实

该资源量已被采空。

根据“4. 2 有偿化处置情况”章节所述，2009 年矿区范围内已做有偿化处

置Ⅱ号方解石矿体保有资源量（333）10.56 万吨。

综上，截止评估基准日该矿已采未有偿化处置方解石资源储量 9.94 万吨。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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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文所述各项事由，可确定本项目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为方解石矿石量 9.94 万吨。

14.3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参照《将乐县铁岭矿区水泥用石灰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福建国利评字

[2009]第 046 号）设计参数，采矿回采率 90%，矿石贫化率 5%，评估对象为已采

资源量，故无设计损失，9.94 万吨全部参与设计利用。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设计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开采回采率

=（9.94-0）×90%

=8.946(万吨）

14.4 产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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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将乐县铁岭矿区水泥用石灰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福建国利评字

[2009]第 046 号），确定产品方案为方解石原矿。

14.5 产品销售价格

根据福建鑫八闽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5 日出具的《关于福建

省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水泥用灰岩及方解石矿的价格证明》（鑫八闽价鉴

[2019]91 号），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白莲铁岭方解石矿（平均品位：CaCO3 ＞

94%）矿山坑口价格情况如下：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5 月，方解石矿矿山坑口交易价格为 28-33 元/吨（不

含增值税、运费）；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5 月，方解石矿矿山坑口交易价格为 33-55 元/吨（不

含增值税、运费）；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5 月，方解石矿矿山坑口交易价格为 50-68 元/吨（不

含增值税、运费）；

经计算，2016 年 6 月以来将乐县白莲铁岭方解石矿矿山坑口加权平均价格

为 44.50 元/吨。

本次评估参照上述“价格证明”取值，即方解石矿平均销售价格为 44.50 元

/吨。

14.6 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等的规定，非金属矿产采矿权权益系数为4.0%～

5.0%。该矿区地质构造简单，矿床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环境地质条件属中等类型，该矿为露天开采方式，根据矿山的实际情况，本项目

采矿权权益系数取值 4.8%。

14.7 已采方解石资源储量的评估价值

综上，截止评估基准日已采方解石资源储量评估价值为 20.11 万元（8.946

÷（1-5%）×44.50×4.8%）。

15、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经上述计算，可估算出 333 以上类型资源储量的水泥用灰岩采矿权评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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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9.95 万元（详见附表二）、方解石采矿权评估值为 20.11 万元。则矿业权出

让收益评估值即为：

式中：P——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P1——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Q1——评估计算年限内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不含(334)?〕；

Q——评估对象范围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334)?〕；

k——地质风险调整系数〔当(334)?占全部资源储量的比例为 0时取 1〕。

15.1 水泥用灰岩矿

本次评估对象范围水泥用灰岩无(334)?资源量，K取值 1，故水泥用灰岩矿

（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 1389.95 万元，即

1389.95÷1887.89×1887.89×1=1389.95。

15.2 方解石矿

本项目已采方解石矿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9.94 万吨，为已开采资源储量，

因此本项目地质风险系数（k）取值 1.0。则：

=20.11÷9.94×9.94×1.0

=20.11（万元）

故已采方解石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 20.11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拾万

零壹仟壹佰元整。

16、未有偿化处置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16.1 水泥用灰岩

本项目水泥用灰岩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矿石量 1887.89 万吨，其中未有偿化

处置资源储量 1702.82 万吨，故水泥用灰岩矿未有偿化处置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

收益评估价值为 1253.69 万元（1389.95÷1887.89×1702.82），大写人民币壹仟

贰佰伍拾叁万陆仟玖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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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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工作中委托方及采矿权受让人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包括产权证

明、地质报告、开发利用方案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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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关于《福建省将乐县铁岭矿区水泥用灰岩矿 2018 年储量地质报告》

未估算方解石矿资源储量的补充说明”，I 号方解石矿体不在采矿许可证核定的

矿区范围（本次评估范围）内，故未参与本次评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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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效。

20、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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