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S 北京山连山矿业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SHANLIANSHAN MINING DEVELOPMENT CONSULTATION CO., LTD.

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摘

要

山连山矿权评报字[2020]198 号
评估对象：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采矿权。
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出让人：河北省自然资源厅。
采矿权人：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
评估机构：北京山连山矿业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目的：因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申请办理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黑山西
水泥用灰岩矿采矿权延续之事宜，根据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需确定该矿（新增
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提供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
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新增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0 年 10 月 31 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评估主要参数：依据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一局五二○队 2019 年 9 月编制的《河北省沙
河市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及其评审意见
（冀国土资储评〔2019〕436 号）与备案证明（冀自然资审〔2019〕429 号），该矿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保有资源储量（122b+333）水泥用灰岩矿 1424.47 万吨、平均品位
CaO52.46%，其中需有偿处置的新增资源储量即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333）397.70
万吨；
（333）资源量可信度系数 0.6；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调整后）957.85 万吨、平均品
位 CaO52.44%；设计损失量 66.78 万吨、平均品位 CaO52.45%；采矿回采率 95%，矿石
贫化率 5%；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846.52 万吨、平均品位 CaO55.20%，其中需有偿处置的新
增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236.34 万吨；原矿生产规模 50.00 万吨/年；
（新增资源储量）评估计
算服务年限及评估计算年限 4.98 年；产品方案为水泥用灰岩矿原矿（CaO52.44%）
；水泥
用灰岩矿原矿（CaO52.44%）不含税销售价格 40.19 元/吨（含税价 45.41 元/吨）
；采矿权
权益系数 4.2%；折现率 8%。
评估结果：经评估人员尽职调查和当地市场分析，按照采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
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计算，确定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黑山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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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连山矿权评报字[2020]198 号
北京山连山矿业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接受河北省自然资源厅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
出让采矿权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评估方法，对
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采矿权价值进行了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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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尽职调查、收集资料和评定估算，对委托
评估采矿权在 2020 年 10 月 31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做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评估情况报告
如下：
一、评估机构
名称：北京山连山矿业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羊肉胡同 30 号地质礼堂后三层
法定代表人：刘和发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735091759T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24 号
北京山连山矿业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 月，系根据国办发[2000]51
号文件的规定由具有资格的出资人发起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中介咨询服务机构。经
营范围包括：技术开发、转让、咨询、培训、服务；市场调查；电脑图文设计、制作；会
议服务；探矿权和采矿权评估；代为办理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手续；代为办理申
请地质勘查资格证手续；提供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和地质勘查资格证的业务咨询。
二、评估委托人和采矿权人
本次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出让人均为河北省自然资源厅。
采矿权人为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矿山名称为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黑山
西水泥用灰岩矿（以下简称“黑山西灰岩矿”
），采矿权人简介如下：
名称：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
住所：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市章村村东；
法定代表人：李太功；
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四羊肉胡同 30 号地质礼堂后楼三层
电话:(010)66165415 66110166 66518759
传真:(010)66531156
邮政编码:100034
电子信箱:bjsls@vip.sina.com

Add:Geology Hall,No.30 Yangrou Alley Xisi Beijing China
Tel:(8610)66165415
66110166 66518759
Fax:(8610)66531156
Post Code:100034
E-mail:bjsls@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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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叁亿叁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4 年 08 月 29 日；
营业期限：2014 年 08 月 29 日至 2044 年 08 月 28 日；
经营范围：水泥熟料及水泥、水泥预制件生产、销售；砂石、骨料、干灰砂浆、编织
袋、商砼的生产、销售；粉煤灰加工及销售；水泥用石灰岩和石英砂岩露天开采、加工及
销售；矸石砖的生产与销售等。
2003 年 12 月，该矿首次设立采矿权，采矿许可证证号 1305000310104，采矿权人为
河北金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矿山名称为河北金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
矿，露天开采水泥用石灰岩，生产规模 50.00 万吨/年，矿区面积 0.3455km2，开采深度 299～
225m，有效期限壹拾年自 2003 年 12 月至 2013 年 12 月。
2010 年 12 月，该矿采矿许可证证号变更为 C1305002010037120059574，采矿权人变
更为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矿山名称变更为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
矿，开采矿种、开采方式、生产规模、矿区面积、开采标高均不变，有效期限叁年自 2010
年 12 月 27 日至 2013 年 12 月 27 日。
2015 年 11 月，该矿采矿权人变更为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矿山名称变更为邢
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采矿许可证证号、开采矿种、开采方式、
生产规模、矿区面积、开采标高均不变，有效期限叁年零壹月自 2015 年 11 月 27 日至 2018
年 12 月 27 日。后于 2019 年 1 月将有效期限延续至 2020 年 12 月 27 日，现该采矿权延续
工作正在办理之中。
该矿自 2003 年 12 月设立采矿权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累计动用资源储量 326.23 万吨，
采出 325.03 万吨，采矿回采率 99.63%。
根据该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设计露天开采，公路开拓，台阶法采矿，潜孔钻机
凿岩穿孔，挖掘机采装，自卸汽车运输，采矿损失率 5%，矿石贫化率（废石混入率）5%。
设计该矿原矿生产规模 50.00 万吨/年，采出原矿经破碎后加工成水泥原料。
●采矿权价款处置情况
河北矿产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03 年 6 月编制了冀矿资评字[2003]8 号《河北金牛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沙河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该评估报告依据《
〈河北省
沙河市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详查地质报告〉评审意见书》
（冀国土资储审〔2002〕32 号）
，
该矿截止评估基准日 2003 年 6 月 1 日累计查明即保有资源储量（122b+333）水泥用灰岩
矿 1353.00 万吨，采用贴现现金流量法，采矿权评估价值（价款）162.53 万元。原邢台市
国土资源局与河北金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9 月签订了《河北省沙河市黑山西水
泥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合同》，扣除河北金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前期地勘投入及其他有关
手续等费用，出让成交价款为 140 万元。河北金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10～11 月
全额缴纳了采矿权价款 140 万元（加计河北省沙河市白塔镇黄虎山水泥用石英砂岩矿采矿
权价款 101 万元，合计 24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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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资源储量核实新增资源储量情况
根据《
〈河北省沙河市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详查地质报告〉评审意见书》
（冀国土资储
审〔2002〕
32 号）
，
矿区范围内截止 2002 年 10 月 31 日累计查明即保有资源储量
（122b+333）
水泥用灰岩矿 1353.00 万吨，平均品位 CaO52.73%。根据《
〈河北省沙河市邢台金隅咏宁
水泥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
（冀国土资储评〔2019〕
436 号）
，矿区范围内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累计查明资源储量（122b+333）水泥用灰岩
矿 1750.70 万吨，平均品位 CaO52.54%。
该矿 2019 年资源储量核实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累计查明资源储量与 2002 年资源储
量核实截止 2002 年 10 月 31 日累计查明资源储量相比，新增资源储量（333）水泥用灰岩
矿 397.70 万吨（即 1750.70－1353.00）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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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矿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新
增资源储量（333）水泥用灰岩矿 397.70 万吨需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
三、评估目的
因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申请办理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
岩矿采矿权延续之事宜，根据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需确定该矿（新增资源储量）
采矿权出让收益。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提供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黑山西水
泥用灰岩矿（新增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参考意见。
四、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对象为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采矿权。
根据原河北省国土资源厅 2019 年 1 月 16 日颁发的 C1305002010037120059574 号《采
矿许可证》，采矿权人为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矿山名称为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
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露天开采水泥用石灰岩，生产规模 50.00 万吨/年，矿区面积
0.3455 平方公里，矿区范围由 4 个拐点圈定（拐点坐标见下表、下页图）
，开采深度由 299
米至 225 米标高，有效期限贰年自 2018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7 日。现该采矿权
延续工作正在办理之中。
根据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一局五二○队 2019 年 9 月编制的《河北省沙河市邢台金隅咏
宁水泥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该报告储量估算范围大于矿区
范围，并对矿区范围内、外的资源储量进行了分割。根据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2020 年 3 月编制的《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方案》
，该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范围在上述矿区范围内。
黑山西灰岩矿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点号

X

Y

点号

X

Y

1

4087790.44

38524926.30

1

4086866.44

38525302.31

2

4087791.44

38525299.30

2

4086865.44

385249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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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范围即为上述矿区范围。经询证，截止评估基准日，上述矿区范围未设置其
他矿业权，无矿业权权属争议。

五、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是 2020 年 10 月 31 日。一切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
标准，评估价值为 2020 年 10 月 31 日的时点有效价值。
选取 2020 年 10 月 31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一是该时点距评估委托日未超过时限；二
是考虑该日期为月末且距离评估日期较近，便于评估委托人准备评估资料及矿业权评估师
合理选择评估参数。

第4页 共 21 页

SLS 北京山连山矿业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六、评估原则
1. 遵循独立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和公正性原则的工作原则；
2. 遵循预期收益原则、替代原则和贡献原则等经济（技术处理）原则；
3. 遵循矿业权与矿产资源相互依存原则；
4. 尊重地质规律及资源经济规律原则；
5. 遵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范和会计准则原则。
七、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包括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依据、经济行为依据、矿业权权属依据、评估参数
选取依据等，具体如下：
（一）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依据
1. 2016 年 7 月 2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
2. 1996 年 8 月 29 日修正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
3. 国务院 1998 年第 241 号令发布、2014 年第 653 号令修改的《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
理办法》
；
4. 国务院 1998 年第 242 号令发布、2014 年第 653 号令修改的《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
理办法》
；
5. 国务院国发〔2017〕29 号文印发的《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
；
6.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财综〔2017〕35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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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冀财规〔2018〕28 号《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自
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河北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
8. 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8〕174 号文印发的《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
》
；
9. 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冀国土资办字〔2016〕56 号《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矿业权价
款评估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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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8 年第 7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的公告》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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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VS 00001-2008)》
、
《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 11000-2008)》
、
《矿业权评估业务约定
书规范(CMVS 11100-2008)》
、
《矿业权评估报告编制规范(CMVS 11400-2008)》
、
《收益途径
评估方法规范(CMVS 12100-2008)》、
《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CMVS 30200-2008)》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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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
见(CMVS 30800-2008)》
；
14.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10 年第 5 号发布的《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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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指导意见(CMVS 30300-20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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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6.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1999)；
17.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2007 年第 1 号公告发布的《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矿业
权评估准则——指导意见 CMV 13051-2007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类型的确定》
；
18.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 13908
-2002)；
19. 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冶金、化工石灰岩及白云岩、水泥原料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DZ/T 0213-2002)；
20. 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固体矿产勘查/矿山闭坑地质报告编写规范》(DZ/T 00332002)。
（二）经济行为、矿业权权属及评估参数选取依据等
1.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冀自然资矿评字〔2020〕178 号《关于委托评估邢台金隅咏宁水
泥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等采矿权的函》
；
2. 原河北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 C1305002010037120059574 号《采矿许可证》
（副本）
及原《采矿许可证》
（副本）；
3.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冀自然资审〔2019〕429 号《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河北省沙
河市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
审备案的证明》；
4. 河北省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冀国土资储评〔2019〕436 号《
〈河北省
沙河市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
；
5.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一局五二○队 2019 年 9 月编制的《河北省沙河市邢台金隅咏宁
水泥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
6. 河北省地质矿产研究中心 2020 年 6 月《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书》
；
7.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编制的《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
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
8. 河北矿产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03 年 6 月编制的冀矿资评字[2003]8 号《河北金
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沙河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原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冀
国土资认储〔2002〕54 号《〈河北省沙河市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详查地质报告〉矿产资源
储量认定书》
、河北省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冀国土资储审〔2002〕32 号《
〈河
北省沙河市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详查地质报告〉评审意见书》、原邢台市国土资源局与河
北金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沙河市白塔镇黄虎山水泥用石英砂岩矿采矿权出让合
同》及《河北省沙河市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合同》
、采矿权价款缴纳凭证；
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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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采矿权概况
（一）矿区位置交通、自然地理及经济概况
该矿位于沙河市 290°方位、直距 19km、运距 25km 处，行政区划隶属白塔镇西毛村
管辖。矿区有简易公路与邢都公路、褡石公路相通，交通便利。
矿区位于太行山东麓中低山区的渡口川（南沙河）东南部，地形北高南低、起伏较缓，
海拔高程 300～225m。该区属暖温带大陆性半干旱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温差大，年均气
温 13.1℃，年均降水量 576mm，年均蒸发量 2180mm。区内植被不发育，未发生滑坡、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
区内经济以农业为主，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红薯等；近年林牧业、旅游业均
有所发展；工业有采选矿业等。区内电力满足生产及生活需求。
（二）地质工作概况
2002 年 10 月，河北省地勘局第十一地质大队编制了《河北省沙河市黑山西水泥用灰
岩矿详查地质报告》
，提交矿区范围内水泥用灰岩矿累计查明即保有资源储量（122b+333）
1353 万吨。该报告于 2002 年 11 月以冀国土资储审〔2002〕32 号文通过了河北省国土资
源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的评审，并于 2002 年 12 月以冀国土资认储〔2002〕54 号文
由原河北省国土资源厅认定。
2008 年、2010 年、2013 年、2015 年、2018 年，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一局五二○队均
编制了《年度矿山储量年报》。
2019 年 9 月，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一局五二○队编制了《河北省沙河市邢台金隅咏宁
水泥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提交矿区范围内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累计查明资源储量（122b+333）水泥用灰岩矿 1750.70 万吨、平均品位 CaO52.54%，
累计动用资源储量（122b）326.23 万吨、平均品位 CaO52.91%，保有资源储量（122b+333）
1424.47 万吨、平均品位 CaO52.46%。该报告以冀国土资储评〔2019〕436 号文通过了河
北省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的评审，并以冀自然资审〔2019〕429 号文由河北
省自然资源厅备案。上述评审通过并备案的资源储量是本次评估资源储量依据。
（三）矿区地质特征
1. 地层
矿区内出露奥陶系中统磁县组三段（O2c3）及第四系上更新统（Qp3）
。
●奥陶系中统磁县组三段（O2c3）为矿区出露的主要地层，也是该矿赋矿层位，自上
而下分五层。第一层主要出露于矿区南部，为灰色中厚层灰岩与中细晶灰岩互层，即矿区
Ⅰ矿体。第二层出露于矿区北部，为黄褐色、褐灰色含泥质白云质灰岩，即Ⅰ矿体底板、
Ⅱ矿体顶板，厚度 6.13～9.45m，层位稳定。第三层出露于矿区北部，为灰白色中细晶灰
岩与深灰色灰岩互层，局部夹硅化灰岩，即矿区Ⅱ矿体，最大厚度 40.50m。第四层出露
于矿区北部，为黄灰色含泥质白云质灰岩，即Ⅱ矿体底板、Ⅲ矿体顶板，厚度 4.91～15.21m。
第五层出露于矿区北部，为深灰色中厚层灰岩，即矿区Ⅲ矿体，最大厚度 35.50m。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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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出露于矿区北部，为黄灰色泥质条带灰岩，即矿体底板。
●第四系上更新统（Qp3）主要分布于矿区西南部，为残坡积含砾砂土、亚黏土等松
散沉积物。
2. 构造
矿区构造以褶皱构造为主，局部发育断裂构造。
●矿内褶皱构造发育，地层倾向变化较大，主要为一个向斜构造和一个背斜构造，褶
皱轴均向南倾伏。向斜构造位于矿区中～东部，轴向 346°，西翼东倾，倾角 26～27°，东
翼西倾，倾角 26～35°；背斜构造位于矿区西部，轴向 8°，西翼西倾，倾角 40～45°，东
翼东倾，倾角 17～25°。褶皱构造控制了地层的形态。
●矿区内在向斜轴东侧见一条近南北向正断层 F1，长 56m，走向 350°，倾向 260°，
倾角 65°。断裂构造对矿体破坏不大。
3. 岩浆岩
矿区内未见岩浆岩出露。
（四）矿体特征
矿区内自上而下分为Ⅰ、Ⅱ、Ⅲ三个矿体。矿体赋存于奥陶系中统磁县组三段（O2c3）
的碳酸盐岩地层中，褶皱构造控制了矿体的形态，矿体与围岩产状一致。该段地层中的第
二、第四岩性层为褐白色、褐灰色含泥质白云质灰岩，岩性特征明显，层位稳定，是划分
Ⅰ、Ⅱ、Ⅲ矿体良好的标志。北部矿体走向 260～280°，倾向 170～200°；中南部矿体走
向 170°，一翼倾向 110～120°，一翼倾向 240～260°，倾角 17～45°。矿体在纵向及横向上
均有起伏，局部产状及厚度变化较大。
●Ⅰ矿体呈稳定层状分布于矿区中东部，长 398m，宽 365m，出露标高 243～259m，
赋存标高 217～259m，平均厚度 28.77m，底板为黄褐色、褐灰色含泥质白云质灰岩。矿
体资源储量 509.08 万吨，CaO 平均品位 53.26%。
●Ⅱ矿体呈稳定层状分布于矿区北部，长 414m，宽 483m，出露标高 239～306m，赋
存标高 217～306m，平均厚度 32.49m，顶板为黄褐色、褐灰色含泥质白云质灰岩，底板
为黄灰色含泥质白云质灰岩。矿体资源储量 798.56 万吨，CaO 平均品位 52.22%。
●Ⅲ矿体呈稳定层状分布于矿区北部，长 444m，宽 401m，出露标高 255～284m，赋
存标高 217～284m，平均厚度 25.22m，顶板为第四层黄灰色含泥质白云质灰岩，底板为
黄灰色泥质条带灰岩。矿体资源储量 514.76 万吨，CaO 平均品位 52.05%。
（五）矿石质量
1. 矿石物质组成
矿石主要由方解石（90%以上）组成，含有少量白云石及泥质成分。
矿石结构主要为泥晶结构、隐晶结构、中细晶结构，矿石构造主要为块状构造。
2. 矿石化学成分
矿石的主要化学成分为 CaO、MgO、K2O、Na2O、fSiO2、Al2O3、Fe2O3、SO3、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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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2、Mn3O4、P2O5。CaO、MgO、SO3、K2O＋Na2O、fSiO2、Cl-平均品位分别为 52.46%、
0.830%、0.038%、0.097%、0.800%、0.007%。矿石主要有害组分远低于工业指标要求，
矿石质量较好。Ⅰ矿体矿石 CaO、MgO 平均品位分别为 53.26%、0.66%，Ⅱ矿体矿石 CaO、
MgO 平均品位分别为 52.22%、0.91%，Ⅲ矿体矿石 CaO、MgO 平均品位分别为 52.05%、
0.86%，矿石品位稳定。
3. 矿体围岩和夹石
该矿矿体及矿层结构简单，岩层 DLS-1、DLS-2 分布于Ⅰ、Ⅱ、Ⅲ三个矿体之间。
DLS-1 岩层为Ⅰ矿体底板，Ⅱ矿体顶板，厚度 6.13～9.45m。岩性为黄褐色、褐灰色、
黄灰色含泥质白云质灰岩，微晶结构，中薄层构造。矿石成分主要由微粒状白云石和方解
石组成，偶见由细粒方解石构成的膏盐假晶。平均品位 CaO44.47%、平均品位 MgO5.56%。
DLS-2 岩层为Ⅱ矿体底板，Ⅲ矿体顶板，厚度 4.91～15.21m。岩性为黄灰色含泥质白
云质灰岩，结构、构造、矿物成分与 DLS-1 岩层基本一致。平均品位 CaO41.30%，平均
品位 MgO8.65%。
DLS-1 和 DLS-2 岩层中 CaO 含量偏低，MgO 含量偏高，含量不稳定。
4. 矿石类型和品级
●矿石类型
矿区矿石分为致密灰岩矿石和中细晶灰岩矿石。
◎致密灰岩矿石呈深灰色，中厚层泥晶～隐晶结构，块状构造，矿石主要由方解石
（90%以上）组成，含有少量白云石及泥质成分。镜下显示泥晶～隐晶结构、凝块结构，
块状构造。
◎中细晶灰岩矿石为灰白～黄白色，中细晶块状，矿石主要由方解石（90～98%以上）
组成。镜下显示中细晶结构、块状构造。
●矿石品级
该矿三个矿体矿石平均品位 CaO52.46%、平均品位 MgO0.83%，均为Ⅰ级品。
（六）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矿石一般加工工艺流程为破碎、筛分，各种粒径的产品均能利用，无尾矿产生。矿石
加工技术性能较好。
（七）开采技术条件
1. 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含（隔）水层
该区域岩溶不发育，地表出露的奥陶系中统磁县组为区域主要含水层。矿区开采范围
内该层未见水，无含水层。
●地下水
矿区东部西毛村一带静水位标高为 30m，矿区内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为 217m，矿区
开采标高 299～225m，高于当地静水位及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矿床开采不受地下水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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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充水因素
该区地表水、地下水主要充水因素均为大气降水。矿区属于太行山东侧丘陵地带的低
山丘陵区，地形北高南低，坡度 5～14°，有利于自然排水。
●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小结
该矿属于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矿床。
2. 工程地质条件
●工程地质岩组
◎第四系坡洪积岩土层岩组主要为分布在矿区西部、南部的缓山坡上的残破积物，岩
性以含粒砂土、砂质粘土、碎石为主，厚度 0.5～5.0m。该组结构松散，工程性质较差。
◎碳酸盐岩组岩性主要为中厚层灰岩与中细晶灰岩，裂隙内偶见碳酸盐膜，溶蚀不发
育，岩石致密坚硬，强度较高。矿体围岩为含泥质白云质灰岩，裂隙面凹凸不平，裂隙内
具有碳酸盐膜，溶蚀不发育。矿石完整性较好，稳定性好，未出现过滑坡、坍塌等矿山工
程地质灾害。
●矿区工程地质条件小结
该矿工程地质条件为简单类型。
3. 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大地构造位置属于华北地台（Ⅰ）
、山西断隆（Ⅱ）
、太行拱断束（Ⅲ）
、晋中南～
邢台沉降（ⅢA24）
、武安盆地（ⅢA24-2）的东部。褶皱构造发育，地层倾向变化较大，主
要为一个向斜构造和一个背斜构造。该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10g，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
矿山以往未发生过崩塌、滑坡、地裂缝、地面塌陷、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矿区附近无污染
源，地下水水质良好。矿石和废石不易分解出有害组分。
●矿区环境地质条件小结
矿区环境地质条件中等。
4. 矿山开采技术条件小结
该矿属于以环境地质问题为主的开采技术条件中等的矿床（Ⅱ-3）。
（八）矿山开发现状及矿区矿业活动现状
该矿自 2003 年 12 月设立采矿权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累计动用资源储量 326.23 万吨，
采出 325.03 万吨，采矿回采率 99.63%。
根据该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设计露天开采，公路开拓，台阶法采矿，潜孔钻机
凿岩穿孔，挖掘机采装，自卸汽车运输，采矿损失率 5%，矿石贫化率（废石混入率）5%。
设计该矿原矿生产规模 50.00 万吨/年，采出原矿经破碎后加工成水泥原料。
根据现场考察及询证，矿区范围内无其他矿业活动，也不存在矿业权权属争议。
九、评估实施过程
根据《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 11000-2008)》，按照评估委托人的要求，我公司组
织评估人员，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实施了如下评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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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受委托阶段：2020 年 11 月 20 日，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以公开方式确定我公司为
承担本项目评估机构；项目接洽，与评估委托人明确此次评估业务基本事项，签订《矿业
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合同》，拟定评估计划（评估方案和方法等）
，收集与评估有关的资料。
2. 尽职调查阶段：2020 年 11 月 26 日，根据评估的有关原则和规定，我公司评估人
员胡忠实（矿业权评估师）、吴家齐（矿业权评估师）在黑山西灰岩矿相关负责人王燕春
的引领下，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进行了资料收集和产权验证，查阅有关材料，征询、了解、
核实矿床地质勘查、矿山设计建设及生产经营等基本情况，收集、核实与评估有关的地质、
设计资料等；对矿区范围内有无矿业权纠纷进行了核实。
3. 评定估算阶段：2020 年 11 月 27 日～12 月 22 日，补充收集评估资料，依据收集的
评估资料进行整理分析，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合理选取评估参数，完成评定估算，具体
步骤如下：根据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归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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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评估参数，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价值进行
评定估算，对估算结果进行必要的分析，形成评估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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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出具报告阶段：2020 年 12 月 23～24 日，根据评估工作情况，起草评估报告，出
具评估报告，并向评估委托人提交评估报告。
十、评估方法
评估对象属中型露天开采水泥用灰岩矿采矿权，其新增资源储量规模属小型，矿山生
产建设规模属中型，矿山服务年限较短，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等其他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评
估不具备评估资料条件。因基准价因素调整法及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的可比因素及调整系
数确定与取值标准尚未颁布，也缺乏类似可比参照物（相同或相似性的采矿权交易案例）
，
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等市场途径评估方法所需评估资料不具备。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采矿权的具体特点，委托评估采矿权其未来矿山产量应相对稳定，销
售正常，具有一定的获利能力，持续经营状况较好，达到采用收入权益法评估的要求。根
据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8 年第 6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
、
《矿业
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CMVS 00001-2008)》、
《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 12100-2008)》
以及《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
》
（以下简称《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
）
，确
定本次评估采用收入权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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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矿权权益系数反映采矿权评估价值与销售收入现值的比例关系。
收入权益法计算公式为：
n 
1 
P1    SI t 
K
1  i t 
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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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1——采矿权评估价值；
SIt——年销售收入；
K——采矿权权益系数；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n）；
n——评估计算年限。
十一、评估参数的确定
评估参数选取主要参考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一局五二○队 2019 年 9 月编制的《河北省
沙河市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以下简称《储
量核实报告》
）
、河北省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冀国土资储评〔2019〕436 号《
〈河
北省沙河市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
书》（以下简称《储量评审意见》）、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冀自然资审〔2019〕429 号《河北
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河北省沙河市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资源储
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证明》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编制的《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河北省地质矿产研究中心 2020 年 6 月出具的《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书》（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
），以及评估人员掌握的
其他资料确定。
（一）评估所依据资料评述
1. 储量估算资料
按《储量核实报告》，本次资源储量核实工作主要依据已有勘查成果等资料，基本查
明了矿区地层对矿体的关系，构造对矿体形态的影响，基本查明了矿体数量、规模、形态、
产状及空间分布，基本查明了矿石质量及其变化情况，查验了矿石有害成分，估算了矿区
范围内的资源储量，并编制了储量核实报告，为矿山开采提供了地质依据。
依据《冶金、化工石灰岩及白云岩、水泥原料矿产地质勘查规范》(DZ/T 0213-2002)、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 13908-2002)和《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1999)，经对《储量核实报告》分析，我们认为该矿采用平行断面法估算资源储量，
估算方法正确；勘查类型（第Ⅱ类型）、块段划分和工业指标、参数确定基本合理；资源
储量估算结果可靠。
《储量核实报告》符合规范要求，通过了主管部门评审备案，可作为
评估依据。
2. 开发利用方案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依据《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内容要求》
（国
土资发(1999)98 号）
、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
、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及有关安全
规程、设计规范及技术规定编制的《开发利用方案》，是根据该矿矿体赋存具体特点及矿
山开采技术条件，以当地矿山行业平均生产力水平为基本尺度以及当前经济技术条件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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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效利用资源为原则编制的，报告编制方法合理、内容基本完整。经类比，
《开发利用
方案》设计的技术经济指标基本反映了该矿技术经济条件及当地平均生产力水平，参数选
取基本合理，项目经济可行，可作为本次评估技术经济参数选取的依据或基础。
（二）评估参数的选取
各参数取值说明如下：
1. 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及《储量评审意见》
（参见 P20）
，黑山西灰岩矿矿区范围内截
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评审通过的累计查明资源储量（122b+333）水泥用灰岩矿 1750.70 万
吨、平均品位 CaO52.55%〔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122b）371.99 万吨、平均品位 CaO52.56%，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1378.71 万吨、平均品位 CaO52.54%〕
，累计动用资源储量
（122b+333）326.23 万吨、平均品位 CaO52.91%；保有资源储量（122b+333）1424.47 万
吨、平均品位 CaO52.46%〔（122b）257.92 万吨、平均品位 CaO52.35%，
（333）1166.55
万吨、平均品位 CaO52.48%〕。
根据《
〈河北省沙河市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详查地质报告〉评审意见书》
（冀国土资储
审〔2002〕32 号）
，矿区范围内截止 2002 年 10 月 31 日评审通过的累计查明即保有资源
储量（122b+333）水泥用灰岩矿 1353.00 万吨、平均品位 CaO52.73%〔
（122b）403.00 万
吨、平均品位 CaO52.65%，（333）950.00 万吨、平均品位 CaO52.77%〕
。
因此，该矿 2019 年资源储量核实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累计查明资源储量与 2002 年
资源储量核实截止 2002 年 10 月 31 日累计查明资源储量相比，该矿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新增资源储量（333）397.70 万吨（即 1750.70－1353.00）
。详见附表二。
前已述及，上述新增资源储量需有偿处置采矿权出让收益。因此，该矿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需有偿处置采矿权出让收益的新增资源储量即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333）
397.70 万吨，
其平均品位按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保有资源储量平均品位计即 CaO52.46%。
注：按《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其“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不进行可信度系数调整的参与评
估的保有资源储量，为与可采储量计算过程中涉及的采用可信度系数调整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对
应设计利用工业资源/储量）相区别，故将前者称为“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即参与评估的保有
资源储量），后者称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调整后）”（即可信度系数调整后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2.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调整后）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调整后）（即可信度系数调整后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是计算可
采储量的基础，根据《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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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调整后）根据矿山设计文件确定。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该矿（122b）全部参与设计利用，（333）按可信度系数 0.6
折算后设计利用。根据《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我们认为《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合
理。本次评估据此确定（122b）全部参与评估计算，（333）资源量取可信度系数 0.6 折算
后参与评估计算。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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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调整后）＝∑（资源量×该类型资源量的可信度系数）
＝257.92＋1166.55×0.6＝957.85（万吨） （矿石量）
经计算，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调整后）平均品位 CaO52.44%。详见附表二。
3. 开发方案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露天开采，公路开拓，台阶法采矿，潜孔钻机凿岩穿孔，挖掘
机采装，自卸汽车运输，采矿损失率 5%，矿石贫化率（废石混入率）5%。设计该矿原矿
生产规模 50.00 万吨/年。
4. 产品方案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采出原矿经破碎后加工成水泥原料（50mm）
。根据矿山实际情
况，该矿采出原矿后直接运至水泥厂进行加工，原矿规格达不到 50mm。根据评估人员市
场调查了解，该地区水泥用灰岩矿原矿市场常见规格为 13cm，本次评估据此确定该矿产
品方案为水泥用灰岩矿原矿（13cm）
。
5. 采矿技术指标
设计损失量：《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最终露天开采境界内（122b+333）1323.11 万吨
〔（122b）243.02 万吨、平均品位 CaO52.35%，
（333）1080.09 万吨、平均品位 CaO52.48%〕
。
则可估算该矿设计损失量 101.36 万吨（即 1424.47－1323.11）
〔
（122b）14.09 万吨（即 257.92
－243.02）
、平均品位 CaO52.35%，（333）86.46 万吨（即 1166.55－1080.09）
、平均品位
CaO52.48%〕
、经计算平均品位 CaO52.46%。按（333）可信度系数 0.6，本次评估确定该
矿设计损失量（122b＋333×可信度系数 0.6）66.78 万吨（即 14.90＋86.46×0.6）
，经计算，
平均品位 CaO52.45%。详见附表二。
采矿技术指标：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及《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
，设计该矿采矿
损失率 5%即采矿回采率 95%，矿石贫化率（废石混入率）5%。类比类似矿山实际，我们
认为该设计合理。本次评估据此确定该矿采矿回采率 95%、矿石贫化率 5%。按可采储量
平均品位 CaO55.20%（见后述）及矿石贫化率 5%计算，本次评估确定采出矿石即入选原
矿平均品位 CaO52.44%〔即 55.20%×（1－5%）
〕
。
6. 可采储量
综上所述，
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保有资源储量所对应的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计算如下：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调整后）－设计损失量－采矿损失量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调整后）－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957.85－66.78）×95%＝846.52（万吨）
（矿石量）
经计算，评估利用可采储量平均品位 CaO55.20%。本次评估利用可采储量与该矿《开
发利用方案》设计可采储量与一致。详见附表二。
按需有偿处置的新增资源储量（397.70 万吨）占该矿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保有资源
储量（1424.47 万吨）所占比例对评估利用可采储量（846.52 万吨）分割计算，需有偿处
置的新增评估利用可采储量为 236.34 万吨（即 846.52÷1424.47×397.70）
，平均品位按评
估利用可采储量平均品位计即 CaO55.20%。详见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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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
原河北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 C1305002010037120059574 号《采矿许可证》载明该矿原
矿生产规模为 50.00 万吨/年，该矿经审批的《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该矿原矿生产能力为
50.00 万吨/年。从该矿开采技术条件分析，我们认为该矿原矿 50.00 万吨/年生产能力是合
适的。考虑到本次评估目的，本次评估按经审批的《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确定该矿原矿生
产规模为 50.00 万吨/年。
据以上分析确定新增资源储量服务年限，具体计算如下：

T 

Q
A  (1   )

式中：T——新增资源储量矿山服务年限
Q——新增可采储量，236.34 万吨
A——矿山生产规模，50.00 万吨/年
ρ——矿石贫化率，5%
T＝236.34÷50.00÷（1－5%）＝4.98（年）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采用收入权益法“评估计算时不考虑建设期，
不考虑试产期、按达产生产能力计算”。本次评估确定新增资源储量评估计算服务年限即
评估计算年限为 4.98 年，自 2020 年 11 月至 2025 年 10 月。
8. 产品产量、销售价格及销售收入
（1）产品销售价格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矿业权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反映了对未来产品
市场价格的判断（预测）结果，应在获得充分的历史价格信息资料基础上，分析价格变动
趋势，预测确定与产品方案口径相一致的、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内的产品价格；一般采用
时间序列分析预测等方法以当地公开市场价格口径，根据评估对象的产品规格类型和质
量、销售条件（销售方式和销售费用）等因素综合确定。
根据《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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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 201002008)》
，可以评估基准日前三个年度的价格平均值或回归分析后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
对产品价格波动较大、服务年限较长的大中型矿山，可以评估基准日前五个年度内价格平
均值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服务年限短的小型矿山，可以采用评估基准日当年价格的
平均值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因此本次评估用产品价格采用评估基准日前一年即 2019
年 11 月～2020 年 10 月公开市场价格平均值确定。
根据《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增值税统一按一般纳税人适用税率计算；根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8〕32 号《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原适用 17%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6%；根据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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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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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1 日起，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
根据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原河北省国土资源厅）编辑出版的《主要矿产品价格信息报
告》，2019 年 11 月～2020 年 10 月武安市（与本次评估对象属同一区域）建筑石料用灰岩
（13cm）平均含税价格为 45.42 元/吨。该价格为原矿加工成 13cm 规格后的产品销售价格。
武安市建筑石料用灰岩（13cm）月平均价（含税）统计表
资料来源：《主要矿产品价格信息报告》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计价单位：元/吨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2019 年
2020 年

50

40

40

40

45

45

45

45

50

11 月

12 月

50

50

45

平均
45.42

类比类似矿山，我们认为，建筑石料用灰岩（13cm）原矿产品含税价格 45.42 元/吨
即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40.19 元/吨〔即 45.42÷（1＋13%）〕可以综合反映该矿资源禀赋条
件的评估基准日近一年来当地市场出厂价格的平均水平。因此，本次评估确定该矿水泥用
灰岩原矿（13cm）产品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40.19 元/吨。
（2）销售收入
假设该矿生产的产品全部销售，则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1 年为例）
：
年销售收入＝年水泥用灰岩原矿产量×水泥用灰岩原矿销售价格
＝50.00 万吨×40.19 元/吨＝2009.50 万元
详见附表一。
9. 采矿权权益系数 K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折现率为 8%时，建筑材料矿产采矿权权益系
数为 3.5～4.5%。该矿以褶皱构造为主，露天开采，公路开拓，开采技术条件为以环境地
质问题为主的中等类型，矿石选矿技术性能良好。总体看，该矿采矿权权益系数宜在取值
范围内取中等偏上值。本评估项目确定建筑材料矿产采矿权权益系数取 4.2%。
10. 折现率
根据《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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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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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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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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矿山阶段风险报酬率：取值区间 0.15～0.65%。本次评估勘查开
发阶段风险报酬率取值 0.50%。
行业风险报酬率：取值区间 1.00～2.00%，本次评估取值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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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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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评估假设
本评估报告所称评估价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基本假设而提出的
公允价值意见：
1. 以产销均衡原则及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原则确定评估用技术经济参数；
2. 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所遵循的有关社会、政
治、经济环境以及开发技术和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3. 以设定的资源储量、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及开发技术水平以及市场供
需水平为基准且持续经营；
4. 在矿山开发收益期内有关产品价格、税率等因素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5. 不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等他项权利或其他对产权的任何限制因素以及
特殊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
6. 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十三、评估结论
我们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估原则，在对委托评
估的采矿权进行必要的尽职调查、产权验证以及充分调查、了解和核实、分析评估对象实
际情况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用收入权益法，经过计算和验证，在资产持续
使用并满足评估报告所载明的假设条件和前提条件下，确定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黑
山西水泥用灰岩矿〔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需有偿处置的新增资源储量（333）397.70 万
吨〕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0 月 31 日所表现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336.40 万元，大
写人民币叁佰叁拾陆万肆仟元整。详见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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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国家和地方的法规和经济政策的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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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日）之前，未发生影响委估采矿权出
让收益评估价值的重大事项。
十五、特别事项说明
1. 本评估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评估机构及参加本次评估
人员与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2. 本次评估工作中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人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包括产权证明、
储量核实报告、开发利用方案等）是编制本评估报告的基础，相关文件材料提供方应对所
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3. 对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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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4. 本评估报告含有若干附件，附件构成本评估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评估报告
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 本评估报告经本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字矿业权评估师（评估责任人员）
（项目
负责人和报告复核人）签名，并加盖评估机构公章后生效。
十六、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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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评估结果公开的，即评估报告需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送公示无异议予以
公开后使用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自评估报告公开之日起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评
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超过有效期，需要重新进行评估。
在评估报告出具日期之后和本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内，如发生影响委估采矿权出让收
益评估价值的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若评估基准日后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以内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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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收益评估价
值进行相应调整；当价格标准发生重大变化而对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产生明显影响
时，评估委托人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2. 本评估报告只能服务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
3. 本评估报告仅供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人了解评估的有关事宜并报送评估管理机关
或其授权的单位审查评估报告和检查评估工作之用。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评估报告是评估
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归评估委托人所有。
4. 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项目签字矿业权评估师
及本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也不得
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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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S 北京山连山矿业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十七、评估报告日
本项目评估报告日即出具评估报告的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24 日。

（本页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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