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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矿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鲁大地矿评报字（2022）第173号 

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朝阳市自然资源局的委托，根据《中国矿业

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

（试行）》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

对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了评定

估算。本公司组成项目评估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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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查分析，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2022年11月30日所表现的出让收益

价值做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评估情况及评估基准日时点的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历下区经十东路南侧浆水泉路东侧卓越时代广场3-222 

法定代表人：董淑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27326073501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15号 

办公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海路219号华创观礼中心4号楼B座602 

辽宁分公司办公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65号民生银行大厦10层 

二、评估委托方 

名称：朝阳市自然资源局 

地址：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新华路一段90号 

三、矿业权人概况 

采矿权人：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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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名称：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300701755086E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伟 

住所：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青峰山乡 

注册资本：美元壹仟陆佰伍拾贰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3年03月23日 

营业期限：自1993年03月23日至2043年03月22日 

经营范围：开采、加工、销售膨润土和其他非金属矿及煤、砂、保温套、滤网、

泥心粘结剂、喷涂剂、孕育剂等铸造用原辅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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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评估目的 

朝阳市自然资源局拟有偿出让（采矿权延续）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

司羊胡沟-马南山矿采矿权，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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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

估。本次评估即是为委托方确定该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五、评估对象和范围 

依据《委托书》（朝自然资采收评字[2022]21号），本次评估对象为科莱恩红山

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矿采矿权。 

根据《采矿许可证》（证号：C2113002009027120004171），采矿权人为科莱恩

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矿山名称为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

沟-马南山矿，经济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为膨润土，开采方式为露天开

采，生产规模为9.24万吨/年，矿区面积为0.3335平方公里，有效期限自2015年2月11

日至2022年7月11日。 

矿区范围坐标如表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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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点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坐标 Y坐标 

1 4591057.7780  40458282.9374  

2 4591132.7662  40458652.9465  

3 4590973.7631  40458622.9468  

4 4590887.7633  40458432.9453  

5 4590839.7624  40458502.9468  

6 4590663.7598  40458458.9463  

7 4590638.7602  40458478.9477  

8 4590594.7598  40458642.9499  

9 4590304.7581  40458648.9528  

10 4590162.7552  40458518.9518  

11 4590162.7729  40458156.9411  

12 4590559.7756  40458155.9377  

13 4590747.7633  40458332.9436  

14 4590771.7633  40458332.9435  

15 4590857.7796  40458232.9368  

开采标高585-685m，面积0.3335km
2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截至2022年5月31日储量估算范围内膨润土保有资源量

（控制+推断）为87.40万吨。 

经查询自然资源部网站，采矿权权证登记信息与自然资源部网站公示信息一致，

公示信息截图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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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估基准日 

根据《委托书》（朝自然资采收评字[2022]21号），结合该项目的评估目的和经

济行为的性质，依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本项目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22年11月30日。评估报告书中所采用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该基准日客观有效的价格

标准。 

七、评估依据 

7.1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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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1998年第241号，2014年7月9日修

改）； 

4.《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号）； 

5.《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号)； 

6.《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2020)； 

7.《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20）； 

8.《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2006年修订）；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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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1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2007年第512号）；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2008年第538号）；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年8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14.《关于统一地方教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0〕98号）； 

15.《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辽政

发〔2011〕4号）； 

16.《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

〔2022〕136号)； 

17.《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39号）； 

18.《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19.《辽宁省实施资源税法授权事项方案》（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十三届〕第五十六号）； 

http://bbs.esnai.com/thread-4791973-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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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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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关于印发辽宁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辽财预

〔2018〕50号）； 

22.《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23.《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17年第3号）； 

24.《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辽宁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

（辽自然资发〔2021〕78号）。 

7.2经济行为依据 

1. 《委托书》（朝自然资采收评字[2022]21号）。 

7.3矿业权权属依据 

1.《采矿许可证》（证号：C2113002009027120004171）； 

2.《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300701755086E）。 

7.4评估参数选取依据 

1.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矿承诺函； 

2.《辽宁省建平县羊胡沟-马南山矿区膨润土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朝阳市地

源矿产土地勘测有限公司 2022年5月)及其评审意见书（2022年7月24日）； 

3.《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膨润土矿）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方案》（朝阳市地源矿产土地勘测有限公司 2022年7月）及其评审意见书

（2022年8月2日）； 

4.评估人员收集到的其他资料。 

八、评估原则 

本项目评估遵循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及专业性等一般评估原则之外，根据采

矿权的特性，又遵循如下原则： 

1. 预期收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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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替代原则； 

3. 效用原则； 

4. 贡献原则； 

5. 矿业权与矿产资源相互依存的原则； 

6. 尊重地质规律及资源经济规律的原则； 

7. 遵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范的原则。 

九、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1.位置和交通 

该矿地处建平县青峰山镇赵家店村境内，行政区划隶属于辽宁省建平县青峰山镇

管辖。矿区中心地理坐标：东经 119°30′08″；北纬 41°27′05″。矿区距建平县

城北西约 13km，距青峰山镇南西约 10km，距叶柏寿～赤峰铁路沙海站约 5km，矿区有

土路连通，交通方便（详见交通位置图）。 

2.矿区自然地理概况 

矿区位于朝阳市西北部，建平县中南部，为冀北辽西中低山区之辽西低山丘陵

区，属于燕山山系，努鲁儿虎山山脉。山脉走向近南北，与区域地质构造线基本一

致。区内地势北高南低，最高点海拔标高 714.1m，最低标高 634m，高差 80.1m，当地

侵蚀基准面标高 630m。地表植被覆盖较少，岩石裸露。 

本区属于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性季风气候，干湿季节分明，干旱季节长，冬寒而

夏酷，昼夜温差大。据气象部门统计资料：年平均气温为 8.4℃，一月份平均最低温

度-11℃，七月份平均最高温度+25.0℃，年最高气温 42℃，最低气温-27℃（1983

年）。 

本区雨量较少，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影响，降雨带七月份推移到本区，故雨量多

集中于七、八、九月份，其中七、八月份占总量 58%，八月份最大降雨量为

116.5mm。年降雨量 387-610mm，蒸发量 1600-1850mm，为年降雨量的 3.5 倍，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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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 52-59%，无霜期 160 天左右，冰冻期为当年 11 月末至翌年 4 月，冻土层厚

0.90-1.40m。 

农作物以玉米、谷子、小麦、高粱、大豆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是向日葵、芝麻、

烟草等。森林覆盖率达 30%，以牛、羊、猪为主的畜牧业发展迅速。工业为小型采矿

业，矿产有铁矿、金矿、膨润土矿。矿区供电条件：矿区有工业高压线路通过，可满

足生产、生活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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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1966 年 4 月至 1968 年 4 月，辽宁省区域地质测量队在开展 1/20 万建平幅区域地

质调查工作，编有区域地质图及说明书，并对沙海-白家洼一带膨润土做过矿点调

查。 

1970 年至 1974 年，辽宁省第三地质大队对建平县沙海、白家洼，凌源万元店一

带膨润土矿进行地质普查，发现并圈定一些膨润土矿点。 

1980 年以后，建平县陆续与本溪钢铁厂和引进一些外资公司开发膨润土矿。 

2000 年，辽宁省有色朝阳地质勘查院对这一带膨润土矿区，提交了《简测计算占

用矿产储量说明书和地质评价报告》。 

2003 年，辽宁有色朝阳地质勘查院对该矿区进行了储量动态监测工作，并提交了

储量年度报告，其中羊胡沟区提交保有资源量（333）118.72 万 t，马南山提交保有

资源量（333）21.06 万 t。 

2008 年 1 月，辽宁省第三地质大队在此进行储量核实地质调查，提交了《辽宁省

南化红山膨润土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2009 年，辽宁省第三地质大队对建平县青峰山乡南化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

司，所属矿山进行地质监测工作，此次地质工作，进行开采现状调查，对矿体厚度、

矿石质量、形态产状及规模大小有了进一步了解，同时估算保有资源量（333）

143.67 万吨，计 856122bm
3
，其中界外保有资源量 4.89 万吨，计 29119m

3
，采出量

(122)37.25 万吨，计 221726m
3
，其中原始界外采出量(122)4.60 万吨，计 27370m

3
，

为监测工作提供矿产资源储量和所需地质资料。 

2012 年，辽宁省第三地质大队对南化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

山矿所属矿山进行地质监测工作。经估算获得界内的保有资源量（122b+333）92.65

万吨，其中（122b）保有资源量 48.48 万吨，(333) 保有资源量 44.17 万吨，采出量

(122)29.83 万吨。 

2013 年，辽宁省第三地质大队对该矿山进行 2013 年度储量动态监测，经估算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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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界内的保有资源量（122b+333）92.65 万 t，其中（122b）48.48 万 t，（333）

44.17 万 t。2013 年辽宁省第三地质大队对该矿山进行 2013 年度储量动态监测，经估

算获得界内的保有资源量（122b+333）92.65 万 t，其中（122b）48.48 万 t，

（333）44.17 万 t。 

2014 年 10 月，朝阳市地源土地勘测有限公司对该矿进行了资源储量核实工作，

提交了《辽宁省建平县青峰山乡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羊胡沟-马南山矿资源储

量核实报告》（评审备案证明：辽国土资储备字[2014]387）估算膨润土保有资源量

（122b+333）938.4 千吨，其中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122b）67.1 千吨，推断的内蕴

经济资源量（333）871.3 千吨，采出量（122）177.3 千吨，蒙脱石含量总平均

65.42%。 

2014 年，辽宁省第三地质大队对该矿山进行 2014 年度储量动态监测，提交了

《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膨润土矿资源储量年度报告》

（评审备案证明：朝国土资年储备字[2015]001 号）估算矿区的保有膨润土资源量

（122b+333）92.65 万吨，其中（122b）48.48 万吨，(333)44.17 万吨，累计动用量

（122）4.60 万吨。 

2015 年，沈阳天成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对该矿山进行储量年度检测，提交了《科莱

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膨润土矿资源储量年度报告》（评审

备案证明：朝国土资年储备字[2016]001 号），估算界内 2 条膨润土矿体保有资源量

（122b+333）88.16 万 t，其中（122b）45.19 万 t，（333）42.97 万 t，累计动用量

（122）10.09 万 t。 

2016 年 12 月，沈阳天成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对该矿山进行储量年度检测，提交了

《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膨润土矿资源储量年度报告》

（评审备案证明：朝国土资年储备字[2017]001 号）估算界内 2 条膨润土矿体保有资

源量（122b+333）79.33 万 t，其中（122b）36.36 万 t，（333）42.97 万 t，累计动

用量（122）18.92 万 t。 

2017 年 12 月，沈阳天成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对该矿山进行储量年度检测，提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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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膨润土矿资源储量年度报告》

（评审备案证明：朝国土资年储备字[2018]001 号），估算矿区内 2 条膨润土矿体保

有资源量（122b+333）73.30 万 t，其中（122b）33.79 万 t，（333）39.51 万 t，累

计动用量（122）24.95 万 t。 

2018 年 12 月，沈阳天成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对该矿山进行储量年度检测，提交了

《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膨润土矿资源储量年度报告》

（评审备案证明：朝国土资年储备字[2019]001 号），估算界内 2 条矿体的

（122b+333）资源量 67.30 万 t，其中（122b）33.79 万 t，（333）33.51 万 t，累计

动用量（122）30.95 万 t。 

2019 年 12 月，沈阳天成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对该矿山进行储量年度检测，提交了

《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膨润土矿资源储量年度报告》

（评审备案证明：朝国土资年储备字[2020]001 号）估算界内 2 条矿体的

（122b+333）资源量 58.80 万 t，其中（122b）25.29 万 t，（333）33.51 万 t，累计

动用量（122）39.45 万 t。 

2020 年 12 月，沈阳天成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对该矿山进行储量年度检测，提交了

《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膨润土矿资源储量年度报告》

（评审备案证明：朝国土资年储备字[2021]001 号）截止 2020 年 10 月末，估算辽宁

省建平县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膨润土矿资源量 532.00

千 t，其中控制资源量 196.90 千 t，推断资源量 335.10 千 t。 

2021 年 11 月，沈阳天成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对该矿山进行储量年度检测，提交了

《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膨润土矿二○二一年储量年度

报告》（评审备案证明：朝国土资年储备字[2022]001 号）估算科莱恩红山膨润土

（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膨润土矿保有资源量 447.90 千 t，其中控制资源量

112.80 千 t，推断资源量 335.10 千 t。2021 年度动用量 84.10 千 t，采出量 78.21 千

t，损失量 5.89 千 t,矿山历年累计动用量 534.60 千 t。 

2022 年 5 月，朝阳市地源矿产土地勘测有限公司对矿山进行储量核实工作并提交

报告，截止 2022 年 5 月 31 日，经估算共获得（控制+推断）资源量 87.40 万吨，其



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12                                                                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                                                                            

中控制资量 38.77 万吨，推断资源量 48.63 万吨。累计动用量 41.61 万吨，累计查明

资源量 129.01 万吨，2022 年 7 月 24 日进行评审，出具评审意见书。 

4.区域地质 

本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柴达木-华北板块（Ⅲ）、华北陆块（Ⅲ-5），华北北缘

隆起带（Ⅲ-5-3）建平隆起（Ⅲ-5-3-2）建平凸起（Ⅲ-5-3-2-1）的南西部凌源～三

十家子盆地内的张家营子～叨尔登断裂带西侧。 

4.1 地层 

区域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白垩系下统义县组(K1ｙ)，其次为新生界第四系全新统

(Qh)。 

4.2 构造 

区域构造主要为呈北东～北北东向展布的性质不明断层及呈北西～南东走向的平

错断层。 

4.3 岩浆岩 

区域岩浆岩较发育，主要有燕山旋迥第二期花岗岩（γ5
2-2
）及前震旦旋迥超基性

岩（Φ2）。多呈岩体或小岩株状产出。 

4.4 变质岩及区域矿产 

区域变质岩主要为新太古界小塔子沟岩组(Ar3)。岩性主要为黑云角闪斜长片麻

岩、斜长角闪岩夹磁铁石英岩。 

区域矿产主要有赋存于变质岩区的铁矿、金矿，赋存于火山岩区的膨润土矿、沸

石矿等。 

5.矿床地质特征 

5.1 地层 

矿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中生界白垩系义县组(k1y
-T
)、（K1y

-a
）及新生界第四系

全新统(Qh)。 

白垩系义县组凝灰岩(k1y
-Τ
)：岩石呈粉灰色，碎屑结构，晶屑为正长石、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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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为火山灰等，为膨润土矿层顶板岩石。主要呈条带状分布在采区的中部。 

白垩系义县组安山岩（K1y
-a
）：呈盖层出现，岩石为灰黑色、紫灰色、隐晶质结

构、气孔状、块状构造，矿物组成以斜长石、角闪石为主，其次含少量石英，呈颗粒

状，粒径小于 2mm，气孔内见有充填蚀变的绿泥石或蛋白石，局部岩石节理面可见有

黄铁矿。 

第四系全新统(Qh)：分布在矿区低凹或冲沟内，上部为腐植土、黄土层，下部为

砂、砾石、粗砂、细砂等。 

5.2 构造 

矿区内构造较简单、主要呈白垩系义县组(k1y
-T
)、（K1y

-a
）及新太古界小塔子沟

岩组地层的单斜构造。新太古界小塔子沟岩组片麻理总体走向北部西至北西，倾向南

或南西，倾角 55°-70°，南东部片麻理产状走向北东，倾向北西，倾角 50°-

75°；白垩系义县组凝灰岩及安山岩呈大致走向北西～西～北东，倾向南西～西～

北～北东，倾角 20～50°。 

5.3 岩浆岩 

矿区内未见岩浆岩出露。 

5.4 矿体特征 

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膨润土矿。矿体特征如下： 

①号矿体：矿体呈层状，地表由 CK4 及 CK3 两个采坑控制、深部由 ZK203 及

ZK8612 两个钻孔控制，工程控制矿体长度 760m。 

矿体走向近东西，倾向北西，倾角 25～30°。单工程控制矿体真厚度 7.48～

10.36m，平均 7.16m；蒙脱石含量 45.72～77.87％。平均 59.74%。矿体赋存标高

603～665m。 

②号矿体：矿体呈透镜状，地表由 CK3 一个采坑及深部 ZK203 一个钻孔控制。矿

体走向北西，倾向北东，倾角 27°，单工程控制矿体真厚度 3.66m，蒙脱石含量

70.96％。矿体赋存标高 634～654m。矿体平均真厚度 2.36m，矿体蒙脱石平均含量

69.99%。 

③号矿体：矿体呈层状，地表由 TC4 探槽及 CK1、CK2 采坑控制、深部 ZK8611 一

个钻孔控制，工程控制矿体长度 6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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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出露呈向西突出的弧形。矿体走向呈北西～近南北～东西，倾向南东～西～

近北，倾角 25～30°。单工程控制矿体真厚度 1.70～12.20m，平均 6.04m；蒙脱石含

量 62.47～71.44％。平均 67.78%。矿体赋存标高 631～685m。 

5.5 矿石质量 

5.5.1 矿石矿物成份 

矿石中矿物成份简单，矿石矿物主要为蒙脱石，次为高岭石、长石、片沸石和少

量石英，方解石、石膏、黄铁矿、褐铁矿、玻屑、晶屑、岩屑等。 

5.5.2 矿石化学成份 

依据 2014 年 10 月朝阳市地源矿产土地勘测有限公司提交的《辽宁省建平县青峰

山乡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羊胡沟-马南山膨润土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中的结

果，其化学成份：SiO266.21%；Al2O315.41%；TiO20.25%；Fe2O33.47%；MgO 3.20%；

CaO 2.28%；Na20 0.16%;K2O 0.14%；烧失量 7.15%。 

5.5.3 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呈黄绿色、淡黄色、黄白色，致密块状，凝灰结构，贝壳状断口，半腊状-

腊状光泽，细腻有滑感，具可塑性与粘结性，遇水散解、膨胀，失水后呈土状光泽，

形成龟裂或小块状，显微镜下呈鳞片变晶结构。 

5.6 矿石类型 

依据 2014 年 10 月朝阳市地源矿产土地勘测有限公司提交的《辽宁省建平县青峰

山乡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羊胡沟-马南山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石交换性

阳离子 E(Ca
2+
）/Q(CEC)为 72.33-80.82%，因此矿区膨润土矿石类型为钙基土。 

5.7 矿体围岩及夹石 

膨润土矿赋存于白垩系下统义县组地层(k1y
-T
)与新太古界小塔沟岩组角度不整合

接触界面上。膨润土矿层顶板为凝灰岩，底板为新太古界小塔沟岩组。 

矿体（层）内无夹石或夹层。 

5.8 矿床成因 

区内膨润土矿的成因类型为火山沉积型，其生成环境为湖相沉积，物质来源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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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落入火山盆地的火山喷发物，成岩作用中，在适宜的水介质条件下，脱玻、水化

和结晶。中性～中酸性凝灰岩的玻屑受水的作用很易分解成由蒙脱石构成的膨土岩，

即膨润土。矿层的产状受原始基底表面形态的控制。 

5.9 矿床共(伴)生矿产 

依据 2014 年 10 月朝阳市地源矿产土地勘测有限公司提交的《辽宁省建平县青峰

山乡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羊胡沟-马南山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中的样品分析

结果，该矿床无共(伴)生矿产。 

6.开采技术条件 

6.1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位于辽西低山、丘陵区，区内地势北高南低，最高点海拔标高 714.1m，最低

标高 634m，高差 80.1m，当地侵蚀基准面标高 630m。 

本区属半干旱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年内气候变化大，区域内无较大水

系或支流，该位置位于本区顶部，矿区周围坡麓处，有些冲沟，切割较浅，常年干

涸，只有雨季爆涨、急消，矿区附近无地表径流。 

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潜水：第四系孔隙潜水含水层，矿区第四系主要发育，岩性

以砂砾石及黄土状亚粘土为主，富水性较好，除接受大气降水垂直渗透外，还可以接

受基岩风化裂隙潜水补给，因其规模较小，对矿床深部开采影响不大。  

基岩风化裂隙含水层：基岩风化裂隙潜水含水层，含水层岩性为凝灰岩、火山角

砾及碎屑凝灰岩、安山岩等，即矿体顶底板围岩，岩石大部分裸露，风化破碎，裂隙

发育，含风化裂隙潜水，通过对矿山排水调查单位涌水量 q≤0.1L/S·m，为弱富水

性，与矿床充水关系密切。 

隔水层：第四系黄土、亚粘土是第四系孔隙潜水的隔水层，在沟谷地段连续性较

好，富水性较强，而山坡地段分布不连续，隔水性能较差，若处于低洼处，与矿床开

采无大影响。基岩隔水层，是裂隙含水层以下的新鲜基岩，其隔水性能较佳，局部地

段裂隙发育，其隔水性减弱。  

地下水补给、迳流与排泄条件：矿区附近无地表水体，仅有山麓的一些冲沟，平

时干涸,丰水期逐渐形成小型地表水流，短期即逝。综上所述，本矿区各采区地形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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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较平缓的山间坡地，雨季时汇水面积较大，大气降水是区内地下水的唯一补给源。

是矿床主要的充水来源和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水文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6.2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矿体顶板围岩为凝灰岩及片麻岩，工程地质勘探类型属于块状岩类。其浅部

裂隙发育，稳定性较差；将来随着采矿的挖掘，采坑深度不断加大，矿体围岩岩性虽

然较硬，但由于风化裂隙较多，加之基岩风化裂隙潜水的渗入，极易发生山体崩塌、

滑坡等不良工程地质现象，在露采时要严格控制边坡角，以确保安全生产，避免事故

的发生。 

矿区内无大的构造断裂，节理裂隙发育带常成为地下水富集区，工程地质条件较

差；矿脉本身大多沿构造裂隙带或蚀变带产出，其完整性和稳定性比顶、底板围岩相

对较差，工程地质条件较差。矿体厚度较小，围岩主要岩石类型：顶、底板岩石多为

凝灰岩及片麻岩，普氏岩石硬度系数 f=5-6；矿体普氏岩石硬度系数 f=1-2，属较软

矿石类，且矿石具有较强吸水性，遇水膨胀，比较松软，属于工程地质中等类型。 

矿坑开采后，采坑边坡角一般 65°～85°，由于表层第四系厚度较大且工程地质

条件较差，在重力作用下长期日晒雨淋易引起崩塌；基岩表层风化带裂隙常含少量地

下水，工程地质条件较差，易形成软弱结构面，使其上部地层在此处形成崩塌及滑

坡。深部开采改变了岩石的内应力、开采过程中人为的机械作用，降低了原岩的完整

性，改变了原岩工程地质条件。 

矿体顶板围岩为凝灰岩及片麻岩，工程地质勘探类型属于块状类。随着开采深度

的增加，矿床开采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是片邦及顶板崩落，因此矿区工程地质条件为

中等。 

综上所述，工程地质条件属中等类型。 

6.3环境地质条件 

根据 2016 年 6 月 1 日实施的《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本地

区地震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35s，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10～0.15g，地震烈度分区

为Ⅶ度区，属较微地震破坏区。矿区所处地质环境条件质量中等，矿区内无活动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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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因此矿山不易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现象。 

矿区环境地质评价：现状条件下，矿山开采已改变了局部原始地形地貌景观，已

形成 4 个采坑，规模较大，形状不规则，边坡岩石上部为黄粘土和风化破碎带，节理

裂隙较发育，岩体切割较破碎，受冻融、雨水冲蚀、自身重力作用及人为因素的影

响，易造成部分黄土和岩体失稳，形成片邦及崩落，局坡角处已见几处崩落体，但规

模较小，未形成地质灾害。长期的开采与剥离，矿区周边堆放了排岩场，也改变了局

部的原始地形地貌及环境。由于矿区所处地形坡度较缓，排岩场规模较小，多年来未

发生过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地表植被多为杏树、松树及农作物。 

矿区主要环境地质问题：现状条件下矿山环境内发生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

可能性小，危险性小；矿区矿体未来开采方式为挖掘式露天开采，开采对矿山自然景

观直接造成损毁破坏，其排放的废石或渣土对附近环境影响较大；其岩性为凝灰岩、

片麻岩，属难溶性岩石，淋滤作用对地下水含水层污染较小；矿坑水为重碳酸、硫酸

钙型水，矿坑水多为周边第四系孔隙潜水和基岩裂隙水，其排放不会对地表水体及地

下水含水层产生污染。开采挖损、废石排放产生了地表局部变形，对地质环境有一定

的破坏；随着矿山开拓水平矿山开采和的下移，势必引起地下水水位的下降。 

综上，本区环境地质条件为中等类型。 

6.4开采技术条件小结 

按照《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02），确定矿床开采技术条

件为以工程地质问题、环境地质问题为主的开采技术条件中等的矿床（Ⅱ-4）。 

7.矿山开发利用现状 

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膨润土矿始建于1992年，矿

区内共有矿体3 条。经过多年的断续开采，截止2022年3月矿区内已形成4处露天采

坑。 

③号矿体开采概况：③号矿体赋存于矿区北部，现已形成2 个露天采坑，各采坑

概况如下： 

CK1：3号矿体采坑长约300m，宽约40～150m，深14～16m，采坑底标高65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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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m。位于矿区北部。 

CK2：3号矿体采坑长约420m，宽约60～160m，深15～20m，采坑底标高648m。位

于矿区北部。 

①号②号矿体开采概况：①号②号矿体赋存于矿区南部，现已形成2个露天采

坑，各采坑概况如下： 

CK3：①号和②号矿体，采坑长约340m，宽约70～160m，深25～30m，采坑底标高

625m～642m。 

CK4：①号矿体采坑长约220m，宽约100～170m，深15～45m，采坑底标高655m～

671m。 

8.矿业权历史沿革及以往评估史 

8.1矿业权历史沿革 

2015年4月17日，朝阳市国土资源局为该矿颁发了采矿许可证（证号：

C2113002009027120004171），采矿权人为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矿

山名称为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矿，经济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开采矿种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为9.24万吨/年，矿区面积为0.3335平方公

里，有效期限自2015年2月11日至2022年7月11日（柒年零伍月）。 

8.2以往评估史 

2015年3月3日，辽宁金鹰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该矿山进行了采矿权价款评

估，提交了《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书》（辽金鹰乙采评C字[2015]第010号），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1月31日；评估目的

为有偿出让；评估生产规模为9.24万吨/年；评估计算年限为7年5个月；评估拟动用

可采储量为68.11万吨；评估结果为82.37万元；2015年3月16日进行备案，备案文号

朝国土资采评备字[2015]004号，根据矿业权人提供的资料，该采矿权价款已缴纳，

对应的采矿许可证已颁发。 



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 19 

十、评估实施过程 

根据《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11000-2008）》的要求，我公司组织评估人

员，对委托评估的矿业权实施了如下评估程序： 

1.接受委托阶段：2022年12月27日，朝阳市自然资源局向我公司出具《委托书》

（朝自然资采收评字[2022]21号），委托我公司承担该采矿权的出让收益评估工作。

我公司组成评估小组并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编制评估计划。评估小组成员包括：

房刚、徐明、沈秉龙、陈旭、米薇。 

2.资料收集及尽职调查阶段：2022年12月28日，我公司接收到委托人转交的基础

资料，评估小组拟定评估思路，制定评估方案，确定评估方法，归纳整理所收集的资

料、图件，对有疑问的数据和材料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并通知采矿权人补充评

估所需的资料。 

2022年12月30日，我公司矿业权评估人员米薇、沈秉龙在该矿工作人员花丽明的

陪同下对该矿进行了现场勘查，了解了该矿山生产经营等基本情况，具体如下： 

该矿位于建平县青峰山镇，矿区有砂石土路连接公路，交通较为便利。该矿开采

矿种为膨润土，采用露天开采方式，生产规模为 9.24 万吨/年。现场勘查时，矿山现

场有机械设备修整安全平台，有一处彩钢房为外委作业人员自建，运输设备为外委公

司自有。根据矿山提供财务资料中，在账只有一台挖掘机，再无其他固定资产。周边

三个矿山（唯科东明一矿、建平恒通、科莱恩娘娘南山）有人员活动，矿山采矿权权

属无争议。以下是现场勘查照片。 

   

采区现状                     评估师与陪同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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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建筑及道路                     矿山修整台阶作业 

3.评定估算阶段：2022年12月31日-2023年1月8日，评估人员认真研究收集到的

资料和图件，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及矿山数据进行录入和整理，合理选择评估参数，按

既定的评估方法进行具体的评定估算，撰写评估报告书初稿，并按照公司报告质量管

理制度进行三级审核，并根据审核意见修正、完善评估报告。 

4.出具报告阶段：2023年1月9日，根据评估工作情况，打印、签字、盖章、装

订，提交正式的评估报告。待委托方公示公开后提交最终版报告。 

十一、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适用于采矿权出让收益的评估

方法有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法、收入权益法、折现现金流量法。对于具

备评估资料条件且适合采用不同方法进行评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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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方法的适用性、操作限制等无法采用两种以

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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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尚未发布交易案例比较法所需的调整

因素和调整系数，故无法采用交易案例比较法；辽宁省自然资源厅虽正式发布了《辽

宁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辽宁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辽自然资发

〔2021〕78 号），但无法确定可比因素调整系数，故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也不可采用。 

该矿山开采矿种为膨润土，生产规模为 9.24 万吨/年，生产规模中型，矿山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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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年限为 5 年，服务年限较长，采矿权人提交了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并已通过相关专

家评审并出具评审意见书，依据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编制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已经

相关专家审查通过，企业提供了评估所需的财务资料，矿业权评估所需的各项技术经

济参数可获得，采矿权的预期收益、风险和收益年限可以预测，具备采用“折现现金

流量法”的条件，不适合采用“收入权益法”。 

鉴于以上因素和该采矿权的具体特点，故评估人员确定本项目评估方法采用折现

现金流量法。 

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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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矿业权评估价值； 

CI——年现金流入量； 

CO——年现金流出量； 

（CI-CO）t——年净现金流量；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十二、评估参数的确定 

1．评估参数选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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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主要技术经济技术指标、财务指标及

有关评估参数选取，主要根据委托方所提供的《辽宁省建平县羊胡沟-马南山矿区膨

润土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下称《储量核实报告》）、《<辽宁省建平县羊胡沟-马

南山矿区膨润土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下称《审查意见》）；《科莱

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膨润土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下称《开发利用方案》）、《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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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膨润土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书》（下称《方案评审意见》）；

委托人和采矿权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及评估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资料确定。 

2．评估所依据资料评述 

2.1《储量核实报告》评述 

《储量核实报告》是由朝阳市地源矿产土地勘测有限公司于2022年5月编制的。

储量核实工作基本查清了矿区内矿体赋存特征、矿石质量性质、矿山开采技术条件，

为进一步勘查和开发提供了基础地质资料。《储量核实报告》根据矿体赋存特点，参

照相关地质规范，选用地质块段法采用水平投影估算资源储量，储量估算范围在采矿

许可证载明的范围内，储量估算工业指标、估算方法符合有关规范要求。《储量核实

报告》已由相关专家进行了审查，出具了审查意见书，该矿不存在权属范围有争议的

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评估人员认为《储量核实报告》可作为本次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

的依据。 

2.2《开发利用方案》评述 

《开发利用方案》是朝阳市地源矿产土地勘测有限公司于2022年7月编制。《开

发利用方案》依据《储量核实报告》，根据矿体赋存条件，确定了矿产资源的设计利

用量和开采储量，确定了矿体的开采方法、开拓方式和生产规模；对开采技术参数指

标进行了设计；对矿山采矿成本费用及未来效益进行了估算。《开发利用方案》已由

相关专家进行了审查，并出具了审查意见书。经类比，该矿《开发利用方案》编制内

容较完整、方法基本合理、参数选择适中，基本满足《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

见》中相关参数取值的要求。 

综合以上分析，评估人员认为《开发利用方案》可作为本次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

的技术参数选取的依据。 

2.3《财务资料》评述 

采矿权人提交了评估基准日时点《财务资料》。经评估人员的分析，企业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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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资料》主要反映企业的原有固定资产和外委作业支付成本，基本满足《矿业权

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相关参数取值的要求。因此，评估人员认为企业提供的

《财务资料》可作为本次评估的经济参数选取的依据。 

十三、参数选取和计算 

1.储量估算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及《审查意见》，截止2022年5月31日，矿山储量估算范

围内膨润土保有资源量（控制+推断）87.40万吨。其中控制资源量38.77万吨，推断

资源量48.63万吨。 

2.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2.1储量估算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动用资源量 

矿山储量估算基准日（2022年5月31日）至评估基准日（2022年11月30日）期间

动用的资源储量按下述方式确定： 

矿山《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为2022年7月11日，依据矿山企业提供的《情况说

明》，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矿自2022年5月31日至2022

年7月11日，没有进行采矿，无动用资源量。 

故储量估算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2022年11月30日）期间动用的资源储量为0

吨。 

2.2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量 

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量＝储量估算基准日保有资源量－储量估算基准日至评估基

准日的动用资源量 

=87.40-0 

=87.40（万吨） 

经计算，该矿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量为 87.40 万吨。 

3.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规定：矿业权范围内的资源储量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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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包括预测的资源量（334）？。 

因此，截至评估基准日，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87.40 万吨。 

4.开拓方式与采矿方法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该矿采用露天开采方式，根据矿体赋存情况、工程地质

条件及矿山现状，设计开拓运输方式为公路开拓、汽车运输。 

5.产品方案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矿产品方案为膨润土原矿。本次评估予以采用。 

6.开采技术指标 

6.1设计损失量和暂不利用量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该矿采矿许可证开采深度685m 至585m标高，设计对开

采矿体地表高于685m标高的区域压覆的矿体暂不开采。①号、②号、③号矿体暂不利

用资源量为40.41万吨。因此，本次评估确定该矿设计损失量和暂不利用量为40.41万

吨。 

6.2 采矿回采率和废石混入率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采矿回采率为97%，本次评估予以采用。根据《矿

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非金属矿产一般不考虑废石混入率。 

6.3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有关矿产资源储量的规定：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87.40-40.41）×97% 

=45.58（万吨） 

6.4 生产规模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生产规模为9.24万吨/年，与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

产规模一致。本次评估予以采用。 

6.5矿山合理服务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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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矿山服务年限根据下列公式

计算： 

T=Q/A 

式中：T—矿山合理服务年限； 

Q—可采储量； 

A—矿山生产规模； 

依据上述公式，矿山合理服务年限为： 

T=45.58÷9.24=4.93（年） 

本次评估中矿山合理服务年限为 4.93 年，约合 5年。 

6.6 评估计算年限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采矿权价款（出让收益）确定评估计算

服务年限的基本原则是：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已确定采矿权出让有效期的，评估计算的

服务年限为已确定的有效期；未明确采矿权出让期限的，矿山服务年限不超过30年

的，将矿山服务年限作为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矿山服务年限长于30年的，评估计算

的服务年限确定为30年，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按照矿山建设

规模确定：大型以上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30年；中型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

最长为20年；小型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10年。 

该矿山建设规模为中型，依据上述规定，本次评估计算年限为5年，评估出让年限

为5年。 

7.产品价格及销售收入 

7.1计算公式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的有关规定，以矿产品原矿计价的销售

收入计算公式为： 

销售收入＝矿产品产量×销售价格 

7.2产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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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开发利用方案》，产品产量即为前面已确定的、本项目评估所采用的生产

规模为9.24万吨/年。 

7.3产品价格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评估所确定的矿产品销售价格是一个在评估基准

日时点下判定未来最有可能实现的销售价格，是根据目前矿产品供需状况及未来矿产

品销售价格的走势做出的一个预判。 

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产品销售价格应根据产品类型、产品质

量和销售条件，在充分分析市场信息的基础上，运用一定预测方法，对矿产品市场价

格做出判断。可采用时间序列分析预测法，即根据历史价格数据，寻找其随时间变化

的规律，以此推断未来时期价格的预测方法。其基本思想是，过去的变化规律会延伸

到未来，一般采用当地价格口径确定。 

该矿矿产品为膨润土原矿。根据评估人员对建平地区膨润土市场销售情况进行的

调查了解，膨润土原矿主要用于铸造、球团、钻井泥浆、猫砂等用途。影响膨润土品

质的因素主要有蒙脱石含量、吸蓝量、胶质价、膨胀容等。根据该矿所产膨润土原矿

平均蒙脱石含量、吸蓝量、胶质价、膨胀容等指标，该品质或相似品质的膨润土原矿

近年平均销售价格在60元/吨左右。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本着谨慎性原则，综合考虑矿山的实际情况和行业的发展趋

势，确定评估用不含税销售价格为膨润土原矿60.00元/吨。。 

7.4 销售收入 

以 2023 年为例： 

销售收入=9.24×60=554.40（万元/年） 

详见附表八。 

8.固定资产投资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根据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预）可行性研究报告或矿山设计等资料分析估算确定；也可以根据评估基准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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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明细表列示的账面值分析确定。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评估用固定资产投资应与评估所设定的产品方案

相对应，评估用固定资产投资不包含与矿业权价值无关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工程

物资，不考虑企业计提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工程物资减值准备。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了矿山新增投资6.00万元，主要为新增机器设备（排水泵2

台投资1万元、柴油发电机1台投资5万元）；其余设备利用原有设备。由于收集到的

《财务资料》账面值只有新购一台卡特比勒-330挖掘机（原值约为119.47万元，净值

约为111.50万元）；《开发利用方案》列出了矿山开采所需固定资产的类型及数量，

但未给出全部固定资产的原值、净值。本次评估中对《开发利用方案》列出的原有固

定资产予以赋值并重新投入，单价依据《开发利用方案》编制单位提供的单价。 

表13-1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机器设备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1 挖掘机  WY-100 台  5 40 万元/台 

2 运输汽车  BJ371 载重 20 吨 台  8 22 万元/台 

3 铲车  ZL-50 台  2 39 万元/台 

合计投资 万元 454.00 

经调整，评估用固定资产确定如下： 

表13-2 评估用固定资产投资一览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评估确定固定资产 

备注 方案设计投资           

（含税） 
财务资料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房屋建筑物 0.00 
 

0.00 0.00 
 

机器设备 460.00 460.00 119.47 111.50 
 

采矿工程 0.00 
 

0.00 0.00 
 

合计 460.00 460.00 119.47 111.50 
 

根据上表，本次评估确定固定资产投资原值为579.47万元（含税），净值为

571.50万元（含税）。《开发利用方案》未设计基建期，故固定资产投资以净值在评

估基准日一次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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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无形资产投资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收益途径评估矿业权时，须考虑与矿产资源开发

收益相关的无形资产投资：资产负债表中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科目核算的矿业权价

款或取得成本不作为矿业权评估用无形资产或其他资产投资；扣除闲置土地、与开发

收益无关的土地，以矿山企业实际使用土地情况（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租赁合同等）

确定土地面积。 

根据企业提供的《财务资料》，无形资产中剔除采矿权价款后主要为占用土地、

林地的罚款和补偿款，合计约为21.93万元，本次评估分析可以作为无形资产投资。故

本次评估中确定无形资产投资为21.93元。 

10.后续地勘投入 

该矿没有设计后续勘查投入，本项目评估未考虑后续勘查投入。 

11.更新改造资金、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 

依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规定，本次评估中固定资产更新按照不变价原则

在固定资产投资折旧期满后按原值进行更新；回收不考虑固定资产的清理费用，以评

估计算期末固定资产净残值作为回收的固定资产余值。回收的固定资产净残值按固定

资产投资与其净残值率的乘积计算。根据《关于明确企业调整固定资产残值比例执行

时间的通知》（国税函〔2005〕883 号）中的规定，企业固定资产残值比例统一确定

为 5%。因此，本次评估无房屋建筑和采矿工程，机器设备的残值比例确定为 5%。 

矿山服务年限为 5 年，综合考虑矿山现状，本次评估确定机器设备折旧年限为 12

年，预计净残值率均为 5%。房屋建筑物折旧年限、采矿工程折旧年限本次不考虑。 

经计算，固定资产投资在评估计算年限内均未更新投入，在评估期末回收残

（余）值。详见附表七。 

12.流动资金估算 

流动资金是企业维持生产正常运转所需的周转资金，是企业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

的必要条件。本次评估流动资金采用扩大指标估算法估算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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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矿业权评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流动资金在投产第一年

开始安排。非金属矿山的固定资产资金率一般为 5%～15%。 

综合考虑矿山实际情况，本次评估固定资产资金率按 15%估算。则本次评估确定

的流动资金为 86.92 万元。 

本次评估中流动资金在生产期第一年投入，在生产期末对流动资金进行回收，详

见附表一。 

13.生产成本费用计算 

总成本费用为生产成本与期间费用之和，期间费用包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

务费用。 

本次评估中以《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成本费用为基础，结合现行国家财务制

度、政策、法规等，对部分数据指标进行分析调整后确定评估用成本费用，详见下

表： 

表 13-3 单位成本费用估算表     （元/吨） 

序号 项目名称 
开发利用方案 

设计参数 

评估确定 

参数 
备注 

   原矿产量(万吨) 9.24  9.24     

1 生产成本 32.70  38.21     

1.1 材料费 3.50  3.10  折算为不含税值 
 

1.2 燃料动力 8.50  7.52  折算为不含税值 
 

1.3 职工薪酬 8.70  12.62    
 

1.4 制造费用 12.00  14.98     
  其中：修理费   2.85  按固定资产投资估算 

 
 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费用  2.93   

    安全费 5.00 3.00  财资〔2022〕136 号 
 

    其他制造费用 7.00 6.19  含外委作业费 
 

2 管理费用 3.00  7.99    
 

 其中：折旧费   4.51  按固定资产重新估算  

     摊销费   0.48    
 

     其他管理费用 3.00 3.00    
 

3 销售费用 0.00  1.80  
  

4 财务费用 0.00  0.29  重新估算  
 

5 总成本费用 35.70  48.29    
 

6 经营成本 35.70  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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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辅助材料费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单位辅助材料费为 3.50 元/吨，折算为不含税成本为

3.10 元/吨。本次评估予以采用。 

13.2燃料和动力费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单位燃料和动力费为 8.50 元/吨，折算为不含税成本为

7.52 元/吨。本次评估予以采用。 

13.3职工薪酬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单位职工薪酬为 8.7 元/吨，设计劳动定员总人数为

26 人。据此计算设计年职工薪酬为 80.39 万元/年，设计人均工资为 3.09 万元/年。

经分析认为设计的单位职工薪酬较低。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本项目评估中

按设计的职工薪酬，考虑需列入职工薪酬核算的三项费用（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

教育经费）、五险一金等（合计占工资比例按 45%计），重新估算单位职工薪酬为

12.62 元/吨。本次评估单位职工薪酬为 12.62 元/吨。 

13.4修理费 

修理费主要是为了维护固定资产的正常运转和使用，充分发挥其使用效能而进行

的维护和修理。《开发利用方案》未设计单位修理费。本次评估中根据财务制度的规

定，参照相似矿山，年修理费按机器设备投资额的 5%进行估算。经计算，单位修理费

为 2.85 元/吨。 

13.5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费 

根据《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膨润土矿）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动态投资为 149.05 万元，静态投资为 133.69 万元。

则单位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费用为 2.93 元/吨（=133.69/45.58）。 

13.6安全费用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安全费用为 5.00 元/吨。依据《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

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2022〕136 号)第十条第三款，提取标准：

http://bbs.esnai.com/thread-4791973-1-1.html
http://bbs.esnai.com/thread-4791973-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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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属矿山，其中露天每吨 3.00 元，地下矿山每吨 8.00 元。本次评估确定单位安全

费用 3.00 元/吨。 

13.7其他制造费用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其他制造费用为 7.00 元/吨，折算为不含税成本为 6.19

元/吨。本次评估予以采用。 

14.管理费用 

14.1 折旧费 

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规定，本次评估中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

限平均法。按前文所述，折旧年限为机器设备 12 年，残值率为 5%。无房屋建筑物，

本次评估不考虑。采矿工程折旧年限为矿山服务年限，残值率为 0。则： 

年折旧额=固定资产原值×（1-预计净残值率）/折旧年限 

经计算，该矿正常生产年度年折旧费为 41.69 万元，单位折旧费为 4.51 元/吨，

详见附表七。 

14.2 摊销费 

根据《财务资料》，关于土地的投资费用确定为 21.93 万元，则单位摊销费用为

0.48 元/吨（=21.93/45.58）。 

14.3 其他管理费用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单位管理费为 3.00 元/吨。故评估确定其他管理费

用为 3.00 元/吨。 

15.销售费用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未设计销售费用，本次评估参照相似矿山，销售费用计

提正常年销售收入的 3%。经计算设计单位销售费用为 1.80 元/吨，故销售费用确定为

1.80 元/吨。详见附表四和附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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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是企业为了维持正常生产筹集流动资金而发生的各项费用。根据《矿业

权评估参数确定的指导意见》中的有关规定，流动资金的 30%由自有资金解决，70%可

通过流动资金借款解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2015 年 10 月 24 日公布的一年以内（含一

年）贷款利率 4.35%。则单位财务费用为： 

财务费用=86.92×70%×4.35%÷9.24=0.29（元/吨）。 

故本次评估确定单位财务费用为 0.29 元/吨。 

17.总成本费用 

依据上述各项成本用取值，确定本项目正常年份矿山单位总成本费用 48.29 元/

吨，详见附表四。 

18.经营成本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会计的现金流量和投资分析中的现金流

量，使用的是“付现成本费用”的概念，与矿业权评估中使用的得“经营成本”口径

相同，即扣除“非付现支出”（折旧、摊销、折旧性质维简费、利息等内部的现金转

移部分）后的成本费用。 

经营成本=总成本费用-折旧费-摊销费用-折旧性质维简费-财务费用 

=43.01（元/吨） 

19.销售税金及附加 

19.1 增值税 

根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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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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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正常生产年份应缴纳增值税计算如下： 

年增值税销项税额＝销售收入×增值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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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7（万元/年） 

年增值税进项税＝（辅助材料费＋外购燃料及动力＋修理费）×增值税率 

＝16.18（万元/年） 

正常年份企业应缴增值税＝销项税－进项税 

＝55.89（万元/年）。 

19.2 城市维护建设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应缴增值税额为

税基，税率是根据纳税人所在地实行不同税率，其适用标准为城市 7％，县城、镇

5％，其他 1％。根据《财务资料》，矿山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 5%。则正常生产年

度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算如下： 

年城市维护建设税＝55.89×5%＝2.79（万元/年） 

19.3 教育费附加 

教育费附加＝应缴增值税×（教育费附加率＋地方教育费附加率）  

教育费附加率依据国务院令〔2005〕第 448 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

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教育费附加率为 3%。 

地方教育费附加率按《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有关问题

的通知》（辽政发〔2011〕4 号）的规定，自 2011 年 2 月 1 日起，地方教育费附加率

为 2%。则：正常生产年度教育费附加计算如下： 

年教育费附加＝年应缴增值税额×5％。 

＝55.89×5% 

＝2.79（万元/年） 

19.4 资源税 

根据《辽宁省实施资源税法授权事项方案》（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十三届〕第五十六号），资源税从价计征，膨润土矿征收对象为原矿的税率为

2.5%，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年应交资源税额=年销售收入×税率 

=554.40×2.5%=13.86（万元/年） 

19.5 销售税金及附加 

正常生产年度： 

年税金及附加＝年城建税+年教育费附加+年资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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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万元/年） 

19.6 企业所得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3号），自

2008年1月1日起，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统一为25%。本项目评估企业所得税率为25%，

则正常生产年度： 

年应缴企业所得税额=（销售收入-总成本费用-销售税金及附加）×所得税率 

=22.19（万元/年） 

20.折现率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折现率的选取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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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根据国土资源部公

告2006年第18号《关于〈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折现率

取值范围为8%～10%，其中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8%。 

故本项目评估折现率比照以上规定取 8%。 

十四、评估假设 

1.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矿为资产优良的独立企

业，且持续经营； 

2.评估设定的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马南山矿的生产方

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保持不变； 

3.国家产业、财税、金融政策在预测期内无重大变化； 

4.以现有的开采技术水平为基准； 

5.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十五、以市场基准价计算采矿权出让收益 

根据《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辽宁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

（辽自然资发〔2021〕78号），非金属采矿权出让收益=拟动用可采储量×基准价格；

膨润土市场基准价为1.0元/吨·矿石。结合本评估项目，确定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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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可×Pjz 

式中：P——采矿权出让收益基准价值； 

可Q ——应缴纳出让收益的可采储量； 

jzP ——金属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格； 

根据“十六、评估结论”章节中所述，本次评估中应缴纳出让收益的可采储量为

45.58万吨。 

根据以上参数代入公式计算采矿权出让收益基准价值，计算如下： 

P=45.58×1.0=45.58（万元） 

经计算，本次评估中该矿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值为45.58万元，低于本次

评估应缴纳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十六、评估结论 

1.采矿权评估价值 

评估人员经过认真评定估算，确定“科莱恩红山膨润土（辽宁）有限公司羊胡沟

-马南山矿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2022年11月30日及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

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P1）为102.6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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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P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1P ——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1Q ——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资源量； 

Q——全部评估利用资源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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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P ）为

102.63万元；本次评估范围没有（334）？资源量，故 k ＝1；“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

估利用资源量（ 1Q ）”与“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Q”相等。将上述参数代入公式： 

kQ
Q
PP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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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超过有效期，此评估结果无效，需要重新进行评估。如果使用本评估结果的时

间超过本评估结果有效期，本公司对应用此评估结果而对有关方面造成的损失不承担

任何责任。 

2.评估报告书的使用范围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为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以及报送有关主管机关公示、公开后

使用。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书面同意，不得将报告的全部或

部分内容向他人公开。除依据法律须公开的情形外，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公之

于任何公开媒体上。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法律效力。 

3.其它责任划分 

本评估结论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或其他不可抗力可能对其造成的影

响，本公司只对本项目的评估结论是否符合职业规范要求负责，不对资产定价决策负

责，评估结论是根据本项目特定的评估目的而得出的价值咨询意见，而非市场价格，

也不是对资产价格的保证，评估对象的市场价值由相关当事方依照司法程序通过公开

市场处置形成最终市场价格。 

十九、矿业权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书提交日期为 2023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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