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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扩大区）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时代国土矿评报字[2018]第 130 号 

 

黑龙江省时代国土资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受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

采矿权评估的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采矿权评估方法，对“黑龙

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扩大区）采矿权”进行了出让收益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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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了尽职调查、资料收集，并对该采矿

权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所表现的价值进行了估算。 

现将本次采矿权评估的有关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1 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黑龙江省时代国土资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红旗大街235号天洋华府小区1栋15层A号 

法定代表人：于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107028552146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8]011号 

2 评估委托人 

本次评估委托人为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 

3 评估目的 

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拟出让“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扩大

区）采矿权”，根据《财政部 国土部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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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评估的特定目的即为委托方出让“黑龙

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扩大区）采矿权”提供出让收益参考意见。 

4 评估对象及范围  

本项目评估对象为“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扩大区）采矿权”。 

根据原采矿许可证（证号：C2300002009097120039539），采矿权人为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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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矿山名称为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开采矿种为水泥用大理石；

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为 25 万立方米/年；矿区面积：0.2539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伍年零

壹月，自 2016 年 1 月 18 日至 2021 年 2 月 24 日；矿区范围共有 18 个边际拐点圈定，其边界拐点

坐标需至相关管理部门查询。 

为了扩大生产规模，矿山企业申请增储扩界，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于2017年3月31日下

发了《划定矿区范围批复》（黑国土非煤矿划[2017]01号），其边界拐点坐标需至相关管理部门

查询。 

2017年8月，黑龙江省第四地质勘察院对划定矿区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储量进行了核实工作，提

交了《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划定矿区范围）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2017年12月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下发了《关于<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

用大理岩矿（划定矿区范围）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黑国土资储备字

[2017]025号）核准备案了该报告。评审结果为：截止2017年3月31日，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水泥用大理岩矿核实区（划定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8962.31万吨（122b：5465.95万吨；

333:3496.36万吨），其中：1、原采矿证范围内剩余水泥用大理岩矿石资源储量1272.18万吨。2、

核实区原采矿证范围外的扩大区内保有水泥用大理岩矿石资源储量7690.13万吨（122b:4447.68万

吨；333：3242.45万吨）。 

2006年8月13日，黑龙江索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提交了《黑龙江省阿城市玉泉镇哈尔

滨第二水泥厂水泥用大理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索创评报字[2006]第0801号），并取得《黑龙

江省国土资源厅采矿权评估结果确认书》（黑国土资矿认字[2007]第048号），评估结果为采矿权

价值1320.61万元。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分两批缴纳了采矿权价款，第一批为2009年10月

20日，缴纳采矿权价款400万元，第二批为2012年8月20日，缴纳采矿权价款920.61万元。已全部交

纳了采矿权价款。 

根据黑龙江省第四地质勘察院于2018年10月18日出具的《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划定矿区范围）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情况说明》，边坡外矿体（333）1826.39

万吨，其中原采矿证内边坡外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133.84万吨，原采矿证外即扩大区范

围边坡外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1692.55万吨（其中原采矿证外详查范围边坡外内蕴经济

资源量（333）1523.72万吨，详查范围外核实新增资源储量边坡外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

168.83万吨）。 

本次评估范围即为上述扩大区范围。本次评估以上述划定矿区范围内采矿证以外的扩大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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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的通过评审的资源/储量为依据。 

5 评估基准日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合同书》的要求，确定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9 月 30

日。该评估基准日的选取符合《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CMV30200-2008）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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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点的有效价值。 

6 评估原则 

1.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 

2.遵循贡献原则、替代原则、效用原则和预期收益原则； 

3.遵循矿业权与矿产资源相依托的原则； 

4.遵循地质规律及资源经济规律的原则； 

5.遵循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范的原则。 

7 评估依据  

7.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96 年 8 月 29 日修改后颁布）；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 

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 1998 年第 241 号令）； 

4.《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第 605 号令）； 

5.《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66 号）； 

6.《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财税〔2016〕53 号）；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国发[1985]19 号）； 

8.《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 号）； 

9.《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448 号）； 

10.《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 号）； 

11.《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的通知》（黑政发[2011]13 号）； 

1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 

13.《关于资源税改革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5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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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全面实施资源税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黑地税发[2016]20 号）。 

7.2 评估准则及专业规范 

1.《评估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CMV20000-2007）； 

2.《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一）》（CMVS00001-2008）； 

3.《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二）》（CMVS00001-2008）； 

4.《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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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1999年发布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 

7.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2年8月发布的《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

（GB/T13908—2002）》； 

8. 《冶金、化工石灰岩及白云岩、水泥原料矿产地地质勘查规范》（DZ/T0213-2002）； 

9.2016年7月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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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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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财政部 国土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有行办法>的通知》（财综

[2017]35号）; 

7.3 经济行为、产权、取价依据、引用的专业报告等 

1、《关于非煤采矿权评估的函》（黑国土矿管非煤字[2018]08号）； 

2、《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合同书》； 

3、原采矿许可证（C2300002009097120039539）； 

4、《划定矿区范围批复》（黑国土非煤矿划[2017]01号）； 

5、《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划定矿区范围）资源储

量核实报告》（黑龙江省第四地质勘察院 2017年8月）； 

6、《关于<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划定矿区范围）

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黑国土资储备字[2017]025号 黑龙江省

国土资源厅 2017年12月22日）； 

7、《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划定矿区范围）资源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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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黑矿储评字[2017]030号 黑龙江省矿产储量评审中心 2017年11

月6日）； 

8、《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黑龙江省第四地质勘察院 2017年3月）； 

9、《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认定书》（编号：2017-005号）（黑龙江省国土资源

厅矿产开发管理处 2017年11月）； 

10、《采矿权评估结果确认书》（黑国土资矿认字[2007]第048号，黑龙江省国土资源

厅2007年9月6日）复印件及价款缴纳票据。 

11、探矿权出让合同及价款缴纳票据 

12、评估人员收集的有关资料； 

13. 其它。 

8 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8.1 矿区位置和交通 

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扩大区）位于哈尔滨市阿城区玉泉

街道的西南部，行政隶属阿城区管辖，距阿城25公里，中心点坐标为：东经127°08′45″，北纬

45°24′00″。有绥滨铁路、哈绥公路和301国道分别从矿区南部、北部通过。矿区内铺设有铁路

专用线，交通十分方便。 

8.2 自然地理 

矿区位于张广才岭山脉的西北麓，玉泉镇东南部，属低山丘陵区，由低山丘陵及沟谷组成。

地势南西高北东低，平均海拔高度250m左右。最高标高450m，相对高差230m，地形坡度2-5°，

局部地形坡度大于40°，矿山经多年开采形成了三个深达百米的采坑，坑底最低标高为140m，地

表建有居民区、厂房等建筑物。 

矿区属阿什河水系，其支流玉泉河为当地最大河流，流量较小，枯水期干涸，当地最低侵蚀

基准面为玉泉河，海拔标高为190m。 

本区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3.8℃，最高气温35.2℃，最低气温-40.3℃，年平

均降水量557mm，降水多集中在六、七、八三个月中，最大降雨量175.38mm，年平均蒸发量1306mm。 

矿区所在地玉泉街道人口近5万，区内居民多数从事工业，少数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资源较

丰富，区内有国家电网输电，电力资源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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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矿区地质工作概况及所取得的地质勘查成果 

1962年，黑龙江工学院地质系师生在矿区进行实习，绘制了小面积的地质草图。 

1967年，黑龙江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队在此区进行了1/20万区域地质测量工作，著有

《L-52-XX（宾县幅），L-52-XXⅥ（五常县幅）区域地质测量报告》。 

1979年，黑龙江省地质第七队在此区进行了1/5万区域矿产地质调查，初步圈定了玉泉水泥大

理岩矿体。 

1983年，黑龙江省矿产地质第一调查研究所对该矿区进行非系统性的地质勘探工作，提交C+D

级矿石储量3736万吨。编写了《黑龙江省阿城县玉泉大理岩地质勘探报告》，但报告没有通过正

式审批，为参考资料。 

2006年6月，黑龙江省第四地质勘察院完成了《黑龙江省哈尔滨第二水泥厂水泥大理岩矿床资

源/储量核实报告》。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以黑国土资储备字[2006]188号文件批准，截止2005年6

月30日，水泥大理岩矿床资源/储量为2123万吨，其中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122b）864万吨，推断

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1259万吨。 

2009年，黑龙江省第四地质勘察院对该矿区进行了详查工作，完成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

城区玉泉水泥大理岩矿详查报告》。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以黑国土资储备字[2010]001号文件批准，

截止2009年11月30日，提交在详查区范围内估算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122b）2268.20万吨，推断

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3199.24万吨，总计5467.44万吨。 

2017年，黑龙江省第四地质勘察院对该矿（划定矿区范围）进行了核实，完成了《黑龙江省

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划定矿区范围）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7年12

月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以黑国土资储备字[2017]025号核准备案了该报告，截止2017年3月31日，哈

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核实区（划定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8962.31万吨

（122b：5465.95万吨；333:3496.36万吨），其中：1、原采矿证范围内剩余水泥用大理岩矿石资源

储量1272.18万吨。2、核实区原采矿证范围外的扩大区内保有水泥用大理岩矿石资源储量7690.13

万吨（122b:4447.68万吨；333：3242.45万吨）。 

8.4 矿床地质概况 

该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小兴安岭-松嫩地块之滨东隆起带中的玉泉断陷构造单元内。区域上出

露的地层有上古生界、中生界和新生界。 

8.4.1 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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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露有二叠系下统玉泉组（P1yq）、白垩系下统宁远村组（K1n）及第四系全新统（Q4
2）。 

（1）二叠系下统玉泉组（P1yq） 

在矿区内出露有四处，呈孤岛状沿沟谷两侧低洼地带分布，其中一处位于划定矿区区内，为

本次核实的工业矿体，另外三处分布面积较小，位于东南和西南侧。 

大理岩矿体呈“舟”状出露于白垩统宁远村组（K1n）火山岩中，总体呈东西向展布，西端及

南侧与火山岩层呈不整合接触，北侧被第四系松散堆积物覆盖。矿层受火山熔浆活动的影响，具

轻度扭曲，其东段向北缓倾，中段产状近于水平，西段向南缓倾。岩层层理不发育，主体岩性为

中细粒厚层状大理岩，其次在局部地段见有薄层泥质板岩和粉砂质板岩，周边与火山岩接触带上

或后期脉岩穿插之处见有矽卡岩产生或矽卡岩化蚀变。另在矿体的东段厚层状大理岩中有单体珊

瑚、苔藓虫和海百合茎化石产出。 

（2）白垩系下统宁远村组（K1n） 

大面积分布于矿区内，分布位置较高，在地貌上呈现较陡峻的山地。由紫色流纹岩、流纹质

凝灰角砾熔岩、流纹质熔结凝灰岩等组成，为一套陆相火山沉积建造，在区内不整合覆盖在下二

叠统玉泉组（P1yq）和上二叠统五道岭组（P2w）之上，也是大理岩矿体主体围岩。 

（3）第四系全新统（Q4
2） 

沿河谷及两侧低洼地带大面积分布，为现代河流冲积物，由砂、砾石、粘土、亚粘土组成，

局部地段为人工堆积的杂砂土和碎石。 

8.4.2 侵入岩 

矿区内侵入岩出露零星，以花岗斑岩（γπ）为主，主要分布在划定矿区南东及东侧，呈小

岩株状产出，出露面积小于 1Km2。其次分布于划定矿区以北，呈脉体产出，出露长度大于 500m，

宽度约 100m。矿区内还有一矽卡岩脉（SK）分布在矿区的东部，另在区内亦见有多条小花岗岩斑

岩脉体，穿插在矿层及矿体围岩中，规模很小，部分出露地表，其宽度小于 3m，另外一部分为钻

孔中所见。 

在划定矿区范围内，亦见有闪长玢岩脉（δu）和辉绿玢岩产出，主要见于深部的钻孔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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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在矿层及矿体围岩中，其规模均很小。 

8.4.3 构造 

矿区处于滨州隐伏断裂影响的范围内，滨州隐伏断裂属区域性大断裂，呈北西向展布，结构

面产状不清，断裂带长度约 390km，宽度 1-2km。该断裂带在本矿区内展布长度约 4km，沿玉泉

河分布。 

矿区内除滨州隐伏断裂带之外，未见明显的规模较大的构造形迹，但次级小构造形迹却多见。

主要体现在矿层受火山熔浆活动的影响，其产状在走向方向上发生轻度扭曲，致使矿层东段向北

缓倾，中段产状近于水平，西段向南缓倾。另外，受构造活动的影响，矿体局部地段发育有碎裂

构造，沿破碎裂隙处有后期小脉体贯入。 

8.5 矿产资源概况 

8.5.1 矿体特征 

玉泉大理岩矿床由一个矿体组成，呈层状产于二叠系下统玉泉组厚层状大理岩层中，总体呈

近东西向展布，东宽西窄，长约 1500m，宽 100-500m，控制垂深 40-140m，东矿段最低开采标高

（70m）以上矿体最大垂深 126m，最小 70m；西矿段最低开采标高（70m）以上矿体最大垂深 160m，

最小 60m。矿体沿走向方向具轻度扭曲，东矿段矿层倾向北，倾角为 20-29°；自东向西至中矿段

倾角逐渐变缓，近于水平；由中矿段至西矿段倾向变为南倾，倾角 10-15°。属于沉积变质成因。 

8.5.2 矿石质量 

8.5.2.1 矿石物质组成 

矿石岩性为中细粒厚层状大理岩，肉眼观察矿石呈中细粒变晶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物成

分为方解石，含量 95%以上。 

镜下观察矿石呈他形粒状变晶结构，镶嵌结构，压碎结构。矿物成分主要为方解石，其晶体

呈他形粒状，双晶带弯曲、晶体有拉长现象，占 95%以上。另见微量石英和不透明矿物。 

8.5.2 矿石化学成分 

矿石中组分含量稳定，主要有益组分 CaO 平均含量 53.67%；主要有害组分 MgO 平均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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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矿石主要有益组分CaO 含量高且稳定，主要有害组分MgO 含量低而稳定。 

8.5.3 矿石类型和品级 

矿石的自然类型为中细粒厚层状大理岩。矿石的工业类型属水泥用大理岩矿石。 

根据矿体 CaO 平均含量 53.67%（>50%）、MgO 平均含量 0.53%（<2.5%）、K2O+Na2O 平

均含量 0.09%（<0.25%）、fSiO2含量 3.02%（<4%）的化学组分特征，属Ⅰ级品矿石，达到大坝

水泥用大理岩矿石质量要求。 

8.5.5 矿体围岩和夹石 

根据矿体特征，按围岩的岩性特征，大致可分为三类围岩，即中酸性火山岩、大理岩和中酸

性脉岩，岩石风化破碎轻微，较完整、坚硬，均属弱风化岩石。采场内需剥离的围岩主要以上覆

盖层围岩为主，酸性火山碎屑岩及火山熔岩盖层主要分布在东矿段东端 12 勘探线处和西矿段 3-13

勘探线间，呈角度不整合覆盖在矿层之上，其岩石类型为流纹岩、流纹质角砾熔岩、含角砾流纹

质凝灰熔岩、流纹质凝灰熔岩。大理岩盖层分布在东矿段 8-12 勘探线一带，其岩层中穿插有花岗

斑岩脉和闪长玢岩脉。第 0 勘探线南侧采场边坡处围岩类型为流纹岩和安山质凝灰岩。 

采场两侧边坡围岩亦以大理岩为主，另见有少量泥质板岩和矽卡岩零星分布。 

8.6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8.6.1 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地表水属阿什河水系，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为玉泉河，海拔标高为190m。目前矿区露天

采场坑底最低标高为140m，低于侵蚀基准面达50m左右，矿山经多年开采形成了三个达百米采坑，

地表部分建有居民区、厂房等建筑物，其余为农田、植被等覆盖。 

矿区内含水层主要为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和基岩风化带网状裂隙-孔洞水。矿区第四系松散

岩类孔隙水含水层，呈条带状分布于矿区南、东南部的山前台地及沟谷一带，含水岩组为风蚀、

剥蚀而形成的残坡积物，由含碎石亚粘土、碎石等组成。该含水层与下部基岩风化裂隙水具有密

切的水力联系，在接受大气降水补给后，通过风化裂隙补给基岩裂隙水，水量、水位受季节性气

候影响较大，个别民井在旱季水量明显减少，甚至干涸，对未来采矿影响不大。基岩裂隙风化裂

隙含水岩组岩性为白垩系宁远村组流纹岩、凝灰角砾熔岩及熔结凝灰岩等，含水层厚度在 2-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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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水位埋深一般在 20-30m 左右，赋水空间为风化裂隙，已采矿坑岩壁裂隙可见涌水。大理岩

裂隙孔洞含水层含水岩组为二叠系玉泉组大理岩，含水层厚度在 1.5-15m，水位埋深一般在 40-70m

左右，赋水空间为裂隙和溶孔。矿区隔水层主要为新鲜未风化或闭合裂隙的岩石。 

水文地质条件属二类。 

8.6.2 其他开采技术条件 

矿山主要工程地质岩组为块状岩体，主要工程地质问题是开采边坡角过大易产生滑坡、崩塌

等地质灾害，矿山工程地质类型为二类，复杂程度为中等。 

矿区地质灾害现状危险性为中等，开采会对土地资源、地形地貌产生一定的破坏，不会对地

下水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地质环境质量中等。 

矿山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复杂程度属于中等。 

9 评估实施过程 

本次评估过程自2018年9月30日-2018年10月18日。 

2018年9月30日，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以公开摇号方式选择本公司为该项目的评估机

构，2018年10月1日，由两名矿业权评估师组成评估小组，制定评估方案，研究评估对象

地质报告及有关地质资料，收集其他相关资料。 

2018年10月2日-2018年10月3日，进入现场核察，对纳入评估范围的采矿权进行了现场

查勘，同时进行了产权鉴定和查阅有关资料，征询、了解、核实矿床地质勘查、矿山建设

等基本情况，实地考察类似矿山的开采工艺流程，现场收集、核实与评估有关的储量核实

资料等；对矿业权周边的矿权设置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勘查。 

2018年10月4日-2018年10月18日，依据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归纳整理，确定评估方

法，完成评定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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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

价值进行评定估算，完成评估报告初稿，复核评估结果，提交正式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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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评估方法 

10.1 评估方法的选取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采矿权的具体特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具有一定规模，具有独立获利能

力并能被测算，其未来的收益及风险能用货币计量，预期收益年限可以预测或确定。因此，评估

认为该采矿权的地质研究程度较高，资料基本齐全、可靠，基本满足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

要求。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之《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CMVS00001-2008）、《收

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的规定和要求，确定本次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10.2 折现现金流量法的计算公式 

折现现金流量法是将矿业权所对应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作为现金流量系统，将评估计算年

限内各年的净现金流量，以与净现金流量口径相匹配的折现率，折现到评估基准日的现值之和，

作为矿业权评估价值。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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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矿业权评估价值； 

           CI ——年现金流入量； 

          CO——年现金流出量； 

          tCOCI )(  ——年净现金流量； 

i——折现率； 

t——年序号（t =1，2，…，n）； 

n——评估计算年限。 

11  评估指标和参数 

评估指标和参数选取主要参考黑龙江省第四地质勘察院编制的《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划定矿区范围）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核实报告》）

及《关于<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划定矿区范围）资源储量核实

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黑国土资储备字[2017]025 号 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 2017 年

12 月 22 日）、《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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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以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认定书（编号：2017-005）》、《矿

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以及评估人员掌握的其他资料确定。 

11.1 评估所依据资料评述 

（1）储量估算资料 

《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划定矿区范围）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由黑龙江省第四地质勘察院编制，报告阐述了矿床所处的区域地质背景和矿区地质特征，

论述了矿床规模、形态产状和矿石质量；研究分析了矿区水文地质特征；结合矿山生产实

际评述了矿床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及环境地质条件；水泥用大理岩矿资源储量估算工业指

标依现行规范确定合理；采用垂直断面法估算资源储量可行；选择的各项估算参数基本合

适；矿体圈定原则基本正确；资源储量类型划定符合规范规定，资源储量估算结果准确。

该报告于2017年12月通过了黑龙江省储量评审中心的评审，且由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备案，

可以做为本次评估的参考依据。 

（2）开发利用方案 

《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由黑龙

江省第四地质勘察院编制。确定了生产能力350万吨/年，产品方案为水泥用大理岩，采用台阶式开

采法。该开发利用方案基本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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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要求，各项技术参数设计比较合理，该方案部分指标经评估师调整后可以为评估

利用。 

11.2 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及其评审备案证明、评审意见书，截止2017年3月31日，哈尔滨泉兴水

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核实区（划定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8962.31万吨（122b：

5465.95万吨；333:3496.36万吨），其中：1、原采矿证范围内剩余水泥用大理岩矿石资源储量1272.18

万吨。2、核实区原采矿证范围外的扩大区内保有水泥用大理岩矿石资源储量7690.13万吨

（122b:4447.68万吨；333：3242.45万吨）。 

根据《关于非煤采矿权评估的函》（黑国土矿管非煤字[2018]08号），本次评估范围为扩

大区资源储量，故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量为7690.13万吨（122b:4447.68万吨；333：3242.45万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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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简单勘查或调查即可达到矿山建设和开采要求的

无风险的地表出露矿产（建筑材料类矿产等），估算的内蕴经济资源量均视为（111b）或

（112b），全部参与评估计算。因此，本次评估（122b）和（333）资源储量全部利用，则

截止评估基准日，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扩大区内评估利用的

资源储量为 7690.13 万吨。 

11.4 采矿方案 

11.4.1 开采方案 

根据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扩大区）的矿体特征和

开采规模，确定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 

11.4.2 产品方案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产品方案为水泥用大理岩。 

11.4.3 开采技术指标 

1、设计损失量 

根据黑龙江省第四地质勘察院于2018年10月18日出具的《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划定矿区范围）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情况说明》，边坡外矿体（333）1826.39

万吨，其中原采矿证内边坡外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133.84万吨，原采矿证外即扩大区范

围边坡外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1692.55万吨（其中原采矿证外详查范围边坡外内蕴经济

资源量（333）1523.72万吨，详查范围外核实新增资源储量边坡外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

168.83万吨）。 

故，评估范围设计损失量为1692.55万吨。 

2、回采率 

采矿损失：露天矿采矿损失率一般为3%-10%。依据《开发利用方案》，确定本次评估

采矿损失为3%。 

采矿损失量=（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损失率 

=（7690.13-1692.55）×3%=179.93（万吨） 

其中： 

（1）原详查报告范围采矿损失量=（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损失率 

=（5467.44-1523.72）×3%=118.31（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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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实新增资源量范围采矿损失量=（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损失率 

=（2222.69-168.83）×3%=61.62（万吨） 

11.5 可采储量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计算如下： 

可采储量=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损失量 

        =7690.13-1692.55-179.93=5817.65（万吨） 

其中： 

（1）原详查报告范围可采储量=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损失量 

                           =5467.44-1523.72-118.31=3825.41（万吨） 

（2）核实新增资源量范围可采储量=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损失量 

                           =2222.69-168.83-61.62=1992.24（万吨） 

11.6 生产能力和服务年限 

11.6.1 生产能力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可知，矿山生产规模为350万吨/年。 

11.6.2 服务年限 

据以上分析确定矿山服务年限，具体计算如下： 

A

Q
T   

T—矿山服务年限； 

Q—可采储量（5817.65万吨）； 

A—矿山设计生产能力（350万吨/年）； 

T=5817.65÷350≈16.62（年）。 

本项目评估的矿山服务年限为 16.62 年，基建期 1 年，评估计算年限 17.62 年。以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开始计算，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为基建期，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36 年 5 月 31 日为生产期。 

11.7 产品销售价格及销售收入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产品销售价格在充分获取以往市场价格信息的基础

上，并根据矿山当地市场价格平均水平分析得出。 

本次评估产品方案为水泥用大理岩，评估人员通过对当地建筑用石材市场调查研究，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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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矿平均不含税销售价格在 28.00～32.00 元/吨之间，通过对矿山实地调查，矿山企业近期销售价

格平均在30.00元左右，符合当地市场价格要求。本次评估原矿销售价格采用不含税价格 30.00

元/吨。 

正常年份销售收入如下（以 2020 年为例）： 

正常年销售收入＝年产量×不含税销售价格 

              ＝350 万吨/年×30 元/吨 

              ＝10500 万元 

11.8 后续地质勘查投资 

本矿为生产矿山，故无需后续地质勘查投资。 

11.9 固定资产投资 

11.9.1 固定资产投资 

《开发利用方案》中，矿山固定资产投资 18695.58 万元，投资项目明细不够清晰，经

与矿山企业沟通，根据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有

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有关数据说明》，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

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扩大区）固定资产投资为 18695.58 万元，其中建筑工

程费 7730.88 万元（表土剥离费 6888.93 万元，土建工程 841.95 万元），设备费 9345.69 万

元，安装费 283.07 万元，其他费用 1335.94 万元（其他工程费 965.94 万元，其他设计费 370

万元），评估人员结合《开发利用方案》及说明材料，分析对比相似规模的矿山资料，扣

除其他设计费 370 万元，本项目确定评估用固定资产总投资为 18325.58 万元,其中：剥离

费 6888.93 万元, 土建工程投资 919.62 万元, 机器设备及安装 10517.03 万元。新增固定资

产于基建期均匀投入。 

固定资产投资参见附表二。 

11.9.2 固定资产更新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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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期投入和更新资金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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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3 月 23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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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

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建筑业增值税率为 11%，故折旧期满按期初不含税的投资原值投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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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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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为 16%和 10%。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60 条规定，固定资产计算折旧最低年限如

下：房屋、建筑物为 20 年；飞机、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为 10 年；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为 5 年；电子设备和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为 4 年；电

子设备为 3 年。 

本次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为 17.62 年，房屋建筑物等土建折旧年限取 25 年，机器设备

折旧年限取 12 年，房屋折旧年限长于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因此，不发生设备更新资金。

设备折旧年限 12 年，短于评估年限，需更新设备。本项目于 2031 年进行机器设备更新。 

11.9.3 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及回收抵扣设备及不动产进项增值税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回收房屋建筑物、设备的残值按其固定资产原值乘

以固定资产净残值率计算。 

房屋建筑物：按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及有关部门的规定，结合本矿房屋建筑

物特点，本次评估确定房屋建筑物按 25 年折旧年限计算折旧，净残值率为 5%，折旧率为 3.80%，

经计算，在评估计算期末回收余值 306.54 万元。 

主要生产设备：按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及有关部门的规定，结合本矿机器设

备特点，本次评估机器设备按平均 12 年折旧年限计算折旧，净残值率为 5%，折旧率为 7.92%，

在 2031 年回收设备残值 453.32 万元，在评估期末结束年回收余值 5716.87 万元。 

则评估计算期末回收固定资产净残（余）值合计为 6476.73 万元。详见附表三。 

根据国务院 2008 年 11 月 5 日第 34 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200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38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2016 年 3 月 23 日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及《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固定资产（机器设备）可按 17%增值税估算进项税额；自 2016 年 5 月

1 日后取得并在会计制度上按固定资产核算的不动产或者 2016 年 5 月 1 日后取得的不动产在建工

程，增值税率为 11%，其进项税额应自取得之日起分 2 年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第一年抵扣比例为

60%，第二年抵扣比例为 40%。抵扣设备、建构筑物进项增值税，当期未抵扣完的设备、建构筑

物进项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本次评估发生的设备投资及建构筑物均按不含增值税价估算，另

外在现金流量表中，将生产期各期抵扣的设备进项增值税计入对应的抵扣期间的现金流入中。根

http://www.waizi.org.cn/tax/33009.html
http://www.waizi.org.cn/tax/33009.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117267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7267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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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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计算本项目剥离工程、不动产、设备进项税分别为 626.27 万元、83.60 万元、1450.62 万元。 

11.10 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是指为维持生产所占用的全部周转资金。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流动资金的确定采用扩大指标估算法，流动资金额为固定资产投资额乘以固定资产资金率。非金

属矿山流动资金可按照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5-15%估算，本次评估采用 15%估算。 

即：18325.58×15%=2748.84 万元。 

本项目设定自基建期投入。评估期末回收全部流动资金。 

11.11 总成本费用和经营成本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经营成本采用总成本费用扣除折旧费、财务费用（利

息支出）确定。总成本费用采用“制造成本法”计算，由生产成本和期间费用构成。生产成本由

外购材料费、外购燃料及动力费、职工薪酬费、修理费、折旧费、安全费用、其他支出等组成。

期间费用由管理费用、营业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利息支出）构成。 

本项目评估中，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确定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

理岩矿（扩大区）评估基准日后未来矿山生产期的成本费用。个别项目费用根据评估人员掌握的

情况作适当调整。 

本次评估采用“制造成本法”确定吨矿成本。 

各项成本费用确定过程如下： 

11.11.1 外购材料 

外购材料是指企业为进行生产而购入的各种材料。根据《开发利用方案》，每年矿山外购材

料费 785.28 万元（不含税），生产规模为 350 万吨/年，故单位原材料及辅料成本为 2.24 元/吨

（不含税），结合当地相似矿山原材料及辅料成本，评估人员认为该数据基本反映该矿经济

技术条件，故本次评估选取单位原材料及辅料成本为 2.24 元/吨（不含税）。 

11.11.2 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外购燃料及动力费主要指生产过程耗用的各种燃料（油料）和电力。根据《开发利用方案》，

每年矿山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1580.03 万元（不含税），生产规模为 350 万吨/年，故单位外购燃料

及动力费成本为 4.51 元/吨（不含税），结合当地相似矿山原材料及辅料成本，评估人员认

http://www.waizi.org.cn/tax/33009.html
http://www.waizi.org.cn/tax/330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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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数据基本反映该矿经济技术条件，故本次评估选取单位外购燃料及动力费成本为 4.51 元/

吨（不含税）。 

11.11.3 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包括生产人员工资、福利费、劳保费等。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每年工资（含

福利费）为 450 万元，根据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有关数据说明》，工资额为不含税金

额，生产规模为 350 万吨/年，故矿山职工薪酬为 1.29 元/吨（不含税），评估人员认为该数

据基本反映该矿经济技术条件，故本次评估选取单位职工薪酬为 1.29 元/吨（不含税）。 

11.11.4 折旧费 

固定资产折旧根据固定资产类别和《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采用平均年限法计算，

折旧费计算参见附表三。 

房屋建筑物：按平均折旧年限 25 年、残值率 5%计，正常生产年份折旧费 31.77 万元。 

机器设备：按平均折旧年限 12 年、残值率 5%计，正常生产年份折旧费 717.76 万元。 

经测算，正常生产年份折旧费合计为 749.53 万元，单位原矿折旧费为 2.14 元/吨。 

11.11.5 修理费 

修理费的提取率一般为设备值的 2-10%，本次评估按设备值的 5%提取修理费，经计算，

本次评估选取修理费为 1.30 元/吨（不含税）（9066.40 万元×5%÷350 万吨/年）。 

11.11.6 安全费用 

根据财政部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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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开采非金属矿山安全费用为 2 元/吨。本项目评估确定安全费用

为 2 元/吨。 

11.11. 7 维简费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采矿系统固定资产不再

按其服务年限提取折旧，而按财政部门规定的以原矿产量计提维简费、安全费用，直接列

入总成本费用（相应地折旧只反映房屋建筑物和设备的折旧）。根据国家建材局、财政部

《关于提高部分重点非金属矿企业维简费提取标准的通知》（建材经法[1991]81 号及[1985]

建材非字 861 号），该矿山为非重点水泥用大理岩，维简费提取标准为 2 元/吨，本评估项

目维简费标准按 2.00 元/吨计提。 

本评估项目确定的露天采矿工程投资为 6206.24 万元，评估计算年限内可采储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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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7.65 万吨，即折旧性质的维简费为 1.07 元/吨（=6206.24÷5817.65），更新性质的维简费

为 0.93 元/吨（=2.0-1.07）。 

11.11.8 其他支出（其他制造费用） 

评估人员参照当地相似的生产矿山后，认为 2.7 元/吨（不含税）比较合理，本次评估

确定矿山的其它费用为 2.7 元/吨（不含税）。 

本次评估选取其它支出为 2.7 元/吨（不含税）。 

11.11.9 财务费用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财务费用是指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

生的费用，包括应作为期间费用的利息支出。矿业权评估中，一般假定流动资金中 30%为自有资

金、70%为银行贷款，贷款利息计入财务费用。在生产期初贷款使用，贷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自 2015 年 10 月 24 日起执行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4.35%计算，按期初贷入、年末还款、全

时间段或全年计息。则正常生产年份流动资金贷款利息为： 

流动资金贷款利息＝2748.84×70%×4.35%＝83.70（万元） 

折合单位原矿财务费用 0.24 元/吨。 

11.11.10 管理费用 

矿产资源补偿费：根据《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财税〔2016〕53 号），在实施

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同时，将全部资源品目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降为零。 

其它管理费用：包括管理人员工资及福利费、职工劳动保险费、办公费、业务招待费、咨询

及评审费、诉讼费、差旅费、管理部门运输费、消防费、税金、绿化费等。参考相似规模的矿山

资料，确定其他管理费用为 2.5 元/吨。 

本次评估选取管理费用为 2.5 元/吨。 

11.11.11 营业费用（销售费用） 

该矿属于矿山销售，不发生销售费用。 

11.11.12 年总成本费用和年经营成本 

总成本费用是指生产成本与期间费用（包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之和，经营成本

为总成本费用减掉折旧费、财务费用后的成本。 

经计算，本项目在未来正常生产期单位成本费用为 20.92 元/吨，经营成本为 17.46 元/吨。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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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11.12 税金及附加 

销售税金及附加根据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标准计算。

本项目的销售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资源税。 

11.12.1 城市建设维护税及教育附加 

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以应交增值税为税基，根据国发[1985]19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和国务院令第 448 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

的决定》，该矿行政区划属哈尔滨市阿城区，纳税所在地适用的城市维护建设税适用税率为 7%，

教育费附加为 3%。 

根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的通知》（黑政发[2011]13 号），

自 2011 年 2 月 1 日起，对黑龙江省行政区域内所有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包

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按其实际缴纳“三税”税额的 2%征收地方教育附加。 

综上所述，城市建设维护税按 7%计提，教育附加费按 5%计提（教育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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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购材料

费、外购动力费、修理费为税基）（修理费进项增值税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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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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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的，税率

调整为 16%。 

下面以 2019 年、2022 年为例计算应缴税费，其他年份应缴税费详见附表六。 

以 2019 年为例应缴税费： 

年增值税销项税额＝销售收入×销项税率 

＝2625×16%＝420（万元） 

年增值税进项税额＝（年外购材料及动力费+修理费）×进项税率 

＝（2.24+4.51+1.30）×（350×3/12）×16%＝112.70（万元） 

年抵扣设备进项增值税额＝307.30 万元 

年应交增值税额＝年销项税额－年进项税额－年抵扣设备进项增值税额 

http://www.waizi.org.cn/tax/33009.html
http://www.waizi.org.cn/tax/330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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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12.70－307.30＝0（万元） 

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年增值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率 

＝0×7%＝0（万元） 

年教育费附加＝年增值税额×教育费附加率（教育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 

＝0×5%＝0（万元） 

以 2022 年为例应缴税费： 

年增值税销项税额＝销售收入×销项税率 

＝10500×16%＝1680（万元） 

年增值税进项税额＝（年外购材料及动力费+修理费）×进项税率 

＝（2.24+4.51+1.30）×350×16%＝450.80（万元） 

年抵扣设备进项增值税额＝0 元 

年应交增值税额＝年销项税额－年进项税额－年抵扣设备进项增值税额 

＝1680－450.80－0＝1229.20（万元） 

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年增值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率 

＝1229.20×7%＝86.04（万元） 

年教育费附加＝年增值税额×教育费附加率（教育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 

＝1229.20×5%＝61.46（万元） 

11.12.2 资源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53 号）《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自 2016 

年 7 月 1 日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实行从价计征方式。另据《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地方税

务总局关于全面实施资源税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黑财税[2016]20 号），黑龙江境内大理岩矿

适用资源税率为 6%。 

以 2019 年为例资源税： 

资源税额＝销售收入×资源税率 

＝2625×6%＝157.5（万元） 

以 2022 年为例资源税： 

资源税额＝销售收入×资源税率 

＝10500×6%＝6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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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19 年为例销售税金及附加 

销售税金及附加合计＝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资源税 

＝0+0+157.50＝157.50（万元） 

以 2022 年为例销售税金及附加 

销售税金及附加合计＝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资源税 

＝86.04+61.46+630＝777.5（万元） 

11.12.3 企业所得税 

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矿业权价款评估中，企业所得税统一以利润总额为基数，

按企业所得税税率 25%计算，不考虑亏损弥补及企业所得税减免、抵扣等税收优惠。 

以 2022 年为例应缴税费： 

利润总额＝年销售收入－年总成本费用－年销售税金及附加 

＝10500－7322－777.50＝2400.50（万元） 

企业所得税＝年利润总额×企业所得税税率 

＝2400.50×25%＝600.13（万元） 

11.13 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矿业权价款评估中，折现率按国土资源部的相关规定直

接选取。国土资源部（2006年 第18号公告）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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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矿权评估折现率取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评估

折现率取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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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业权评估准则尚未规定的，矿业权价款评估仍应遵循《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

因此，本评估项目折现率取8%。 

12  评估假设 

本报告所称采矿权价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基本假设时提出的公允价值

意见： 

（1）委托方所提供的各种资料全面、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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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环境以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3）国家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在预期内无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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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5）本矿每年生产的原矿产品全部销售； 

（6）以现有勘查、开采技术条件为基准，现有的生产方式、规模、产品结构，保持持续经营

的条件不变； 

（7）无其他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13 评估结论 

经评估计算，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委托评估的“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水泥用大理岩矿（扩大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可采储量单价为1.23元/吨，参与评估

的资源储量中，原详查报告探明资源量5467.44万吨，该部分资源量在该矿详查阶段取得探

矿权时已处置过价款。故本次评估结果对应的是扩大区内详查范围外核实新增资源储量

2222.69万吨。 

经评估计算，扩大区内详查范围外核实新增资源储量2222.69万吨，可采资源量为

1992.24万吨，对应采矿权出让收益为人民币2450.45万元（1.23元/吨×1992.24万吨），大

写人民币：贰仟肆佰伍拾万零肆仟伍佰元整。 

14 特别事项说明 

1.待评估矿区不存在产权瑕疵，也无未决事项、法律纠纷等或有关事项。 

2.本次评估引用的专业报告为黑龙江省第四地质勘察院编制的《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

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划定矿区范围）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及《关于<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

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划定矿区范围）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

（黑国土资储备字[2017]025号 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 2017年12月22日）、《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

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以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认

定书（编号：2017-005）》。 

根据黑龙江省第四地质勘察院于2018年10月18日出具的《黑龙江省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水泥用大理岩矿（划定矿区范围）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情况说明》，边坡外矿体（333）1826.39

万吨，其中原采矿证内边坡外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133.84万吨，原采矿证外即扩大区范

围边坡外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1692.55万吨（其中原采矿证外详查范围边坡外内蕴经济

资源量（333）1523.72万吨，详查范围外核实新增资源储量边坡外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

168.83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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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隶属关系。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前身是国有企业哈尔滨第二水泥厂，始建于

1901年，2003年由阿城市政府出面协调将哈尔滨第二水泥厂以承债式零价款转让给福建亲亲企业

集团，并进行改制，改制后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3000万元。 

4.以往价款处置情况有关内容：2006年8月13日，黑龙江索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提交

了《黑龙江省阿城市玉泉镇哈尔滨第二水泥厂水泥用大理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索创评报字

[2006]第0801号），并取得《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采矿权评估结果确认书》（黑国土资矿认字[2007]

第048号），评估结果为采矿权价值1320.61万元。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分两批缴纳了采矿

权价款，第一批为2009年10月20日，缴纳采矿权价款400万元，第二批为2012年8月20日，缴纳采

矿权价款920.61万元。已全部交纳了采矿权价款。根据《黑龙江省阿城市玉泉镇哈尔滨第二水泥厂

水泥用大理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索创评报字[2006]第0801号），在原采矿证范围内资源量进

行评估中，未考虑设计损失，原采矿证范围保有资源量全部参与计算，故本次评估中，原采矿证

边坡外资源量未纳入评估范围。 

5.哈尔滨泉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于2008年4月16日与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矿产开发管理处签订

了探矿权出让合同，探矿权价款为1.36万元，勘查区面积1.36km2，勘查区块极值经纬度为127°08′

00″-127°09′30″，北纬45°23′45″-45°24′15″。根据企业缴纳票据，哈尔滨泉兴水泥有

限责任公司已全部缴纳了探矿权价款。 

6.报告使用者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正确理解和使用矿业权评估报告，否

则，评估机构和矿业权评估师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尽职调查、资料收集过程中，矿业权评估师无未开展的、超出评估专业范畴的工作；

也无委托方要求执行的、超出评估规范要求和矿业权评估师专业范畴的工作。 

8.其他事项 

（1）评估基准日后的重大事项 

评估基准日后发生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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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生影响委估采矿权价值的重大

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果。如果委托评估的该矿种资源量、资源品级发生较大变化，或采

矿权市场、矿产品价格发生巨大变化，对采矿权价值发生较大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

构重新确定采矿权评估价值。 

（2）本次评估结果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我们只对项目评估结果本身是否

合乎职业规范要求负责，而不对资产定价决策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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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估结论使用的有效期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评估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

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超过有效期，需要重新进行评估。如在评估结

果有效期以外使用本评估报告，本公司对应用本评估结果而对有关方面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4）评估工作中委托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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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评估报告含有附表、附件，附表及附件构成本评估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评估报

告正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15  矿业权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本矿业权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属于委托方。 

（2）本矿业权评估报告只能由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使用。 

（3）本矿业权评估报告只能服务于矿业权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 

（4）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矿业权评估机构同意，矿业

权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16 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为 2018 年 10 月 18 日。 

17  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及矿业权评估师 

法定代表人：于力 

 

 

注册矿业权评估师：沈永山 

 

 

注册矿业权评估师：宋炳珍 

 

黑龙江省时代国土资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