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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哈尔滨润通饮品有限公司矿泉水厂 
矿泉水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时代国土矿评报字[2019]第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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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

照公认的采矿权评估方法，对“黑龙江省哈尔滨润通饮品有限公司矿泉水厂矿泉

水采矿权”进行了出让收益评估。本评估机构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

委托评估的“黑龙江省哈尔滨润通饮品有限公司矿泉水厂矿泉水采矿权”进行了

调查与询证，并对委托评估的该采矿权在 2019 年 1 月 31 日所表现的价值进行了

估算。现将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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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委托方 

评估委托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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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哈尔滨润通饮品有限公司矿泉水厂矿

泉水采矿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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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哈尔滨润通饮品有限公司矿泉水厂矿泉水采

矿权”提供出让收益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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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估对象和范围 

本项目评估对象为黑龙江省哈尔滨润通饮品有限公司矿泉水厂矿泉水采矿

权。 

根据采矿许可证（证号：C2300002010108110077740），开采矿种：矿泉水；

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0.1 万立方米/年；矿区面积 2.4057 平方公里；

有效期壹年零叁月，自 2018 年 4 月 15 日至 2019 年 7 月 3 日。矿区共由以下拐

点圈定，其拐点坐标如下需至有关处室查询。2013 年 1 月 11 日，黑龙江索创资

源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对哈尔滨润通饮品有限公司矿泉水厂矿泉水进行过采

矿权评估，采矿权评估报告编号“索创评报字[2012]第 020 号”。2013 年 2 月 5 日，

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以“黑国土资矿采评备字[2013]第 19 号”予以确认，矿泉水吨

年价款为 11.69 元/吨·年。采矿权人已缴纳价款。 

5 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1 月 31 日。一切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

的价格标准，评估值为评估基准日时点的有效价值。 

选取 2019 年 1 月 31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一是该时点满足本次评估的经济行

为。二是该时点距评估委托日时间较短，期间未发生过重大的经济变动事件。三

是财务会计的结算制度要求。 

6 评估原则 

（1）独立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和公正性原则； 

（2）遵循预期收益原则、替代原则、效用原则和贡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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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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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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号）；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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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财建[2006]694号）； 

6.《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补充

通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财建[2008]22号）； 

7.《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 号）； 

8.《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规范矿业权价款评估管理工作的通知》（黑国

土资发［2013］227 号）。 

7.2 评估准则及专业规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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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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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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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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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20100-2008）》、《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

见（CMVS30200-200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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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VS30800-2008）》； 

6.《关于规范矿业权出让评估委托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181

号）； 

7.《天然矿泉水地质勘探规范》（GB/T1372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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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饮用天然矿泉水国家标准》（GB8537-2008）； 

9.《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实施〈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有关问

题的通知》； 

10.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文件《关于出让矿泉水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的指导

意见》；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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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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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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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号）； 

2.《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合同书》（黑国土资评采合字[2019]第 001 号）； 

3.采矿许可证（证号：C2300002010108110077740）； 

4.采矿权人营业执照； 

5.《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润通生物科技园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地调查评

价报告》（黑龙江省地质矿产测试应用研究所 二〇〇三年五月）； 

6.《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润通生物科技园饮用天然矿泉水水

源地调查评价报告>技术评审鉴定书>的批准意见》（黑国土资矿水发[2003]04

号 二〇〇三年六月二十日）； 

7.《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润通生物科技园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地调查评

价报告》技术评审鉴定书（黑龙江省矿泉水技术评审委员会 二〇〇三年五月十

日）； 

8.《黑龙江省润通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矿泉水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国土

资源部哈尔滨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 二〇〇七年一月）； 

9.《矿泉水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认定书》（编号 2007-037 黑龙江省国土资

源厅矿产开发管理处 二〇〇七年五月十三日）； 

10.《检验报告》（国土资源部哈尔滨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 二〇一二年六

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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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采矿权评估报告备案核收证明》（黑国土资矿采评备字[2013]第 19 号 黑

龙江省国土资源厅 二〇一三年二月五日）； 

12.上一轮价款缴纳票据； 

13.评估人员收集和调查的其他有关资料。 

8 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8.1 矿区位置和交通 

哈尔滨润通饮品有限公司矿泉水厂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哈平路 160 号，行政

区划隶属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管辖，交通方便。 

8.2 矿区自然地理 

该矿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南部，松花江南岸剥蚀堆积岗阜状高平原上，地

势起伏明显，呈波状起伏式漫岗，东南高向西北方向缓缓变低，变宽谷趋势。海

拔高度 150 米左右。 

该区气候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寒冷漫长，夏季炎热短促，春末夏初干燥

多风，夏末秋初湿润多雨。年平均气温 3.5℃，月平均最高气温 24.0℃，月平均

最低气温-24.7℃。年平均降水量 533 毫米，雨季集中在每年的 7-8 月，年平均蒸

发量 1669.89 毫米，平均相对湿度 65%。季节性冻土深度 2 米，每年 10 月末结

冻，翌年 4 月解冻。无霜期 135 天。 

8.3 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1974 年，黑龙江省地质水文队提交《哈尔滨地区地下热水普查勘探报告》。 

1981 年，黑龙江省地质局环境水文地质总站提交《哈尔滨市环境水文地质

调查报告》。 

1983 年，黑龙江省地质局地质水文二队提交《哈尔滨地质区域水文地质调

查报告》。 

1987 年，黑龙江省第二水文地质工程大队提交《哈尔滨市幅城市工程地质

勘探报告书》。 

2003 年 5 月，黑龙江省地质矿产测试应用研究所对哈尔滨润通饮品有限公

司矿泉水厂水源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润通生物科技园饮用天然矿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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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饮用天然矿泉水调查评价工作，提交《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润通生物

科技园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地调查评价报告》。2003 年 5 月 10 日，黑龙江省矿

泉水技术评审委员会组织专家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润通生物科技园饮用

天然矿泉水水源地调查评价报告》进行了评审鉴定，出具了评审鉴定书。2003

年 6 月 20 日，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以黑国土资矿水发[2003]04 号文批准了该评

价报告的鉴定书。 

2007 年 1 月，国土资源部哈尔滨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提交了《黑龙江省

润通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矿泉水资源开发利用方案》，2007 年 5 月，黑龙江

省国土资源厅矿产开发管理处出具《矿泉水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认定书》（编

号 2007-037）。 

8.4 矿区地质概况 

8.4.1 矿区地层 

第四系松散堆积物在区内普遍分布，而前第四系地层仅在钻孔中见到，现由

老至新叙述如下： 

1、前第四系地层 

前第四系在本区内地表无出露，仅在钻孔中可见到。有上侏罗统宁远村组和

白垩系泉头组、青山口组、姚家组、嫩江组，岩性为灰、灰绿色泥岩、细粉砂岩，

夹泥质粉砂岩及粉砂质泥岩。厚度大于 50 米。 

2、第四系地层 

第四系广泛分布于全区，不整合于侏罗系、白垩系泉头组-嫩江组泥岩、砂

岩之上。 

下更新统猞猁组地层广泛分布全区，上覆上、中更新统黄、灰黄色中粗砂、

砂砾石和亚粘土层；下伏白垩系嫩江组地层。岩性分为两段，上段为淤泥质亚粘

土，呈灰、黑灰、灰绿色，厚度为 1.5-6.0 米；下段为砂、含砂砾石层（河流石

或卵石）夹淤泥质亚粘土透镜体，呈灰、灰白色，为一套河流冲积、洪积物地层。

厚度 1-20 米。 

下更新统东深井组地层位于猞猁组地层之上，主要岩性以湖相沉积细碎屑建

造的粘土、粘土质粉砂为主，厚度 2-15 米，局部沉积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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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新统下荒山组冲积层在区内均有分布，主要岩性为黄色、黄褐色、黄白

色、白色中砂、中粗砂、砂砾石等组成，厚度 20-35 米。砂的成份以石英为主，

次为长石。砾石成份以中酸性火山岩为主，有少量变质岩。 

中更新统上荒山组湖积层在区内均有分布，主要岩性为黄色、黄褐色亚粘土，

较致密，具有铁锰质结核、染斑点和条带，层位较稳定，厚度一般在 2-20 米。 

上更新统哈尔滨组地层在矿区中部和南部大面积分布，主要岩性为黄色黄土

状亚粘土，块状，具有大孔隙，垂直节理发育，含钙及铁、锰质结构，局部含粉

粒及少量砂粒，层位较稳定，厚度 10-30 米。 

上更新统顾乡屯组地层分布在一级阶地上，为黄土状亚粘土、砂砾石夹亚粘

土，厚度 15-50 米。 

全新统现代冲积层在矿区内沿河谷分布，位于松花江和阿什河河谷漫滩区。

该组地层具有二元结构，上段为灰-灰黑色、黄褐色淤泥质亚粘土，下段为砂、

砂砾石层，呈黄、灰黄色，松散，颗粒成份以粗砂和砾石为主。该层沉积厚度为

3-15 米。 

8.4.2 构造 

矿区位于新华夏系第二沉降带-松嫩沉降带的东南隆起区。隐伏于前第四系

地层中的构造，主要有北东、北西两组断裂构造。 

松花江断裂（F10）为沿松花江河谷存在的一条压扭性断裂，走向北东向 70°

左右，倾向东西。 

阿什河断裂（F7）为一条沿阿什河河谷展布的断裂，走向为北西 330°，倾向

南西，倾角 70°左右，属张扭性断裂，以扭性为主。该断裂切穿白垩系及下伏地

层。断裂的东盘上升，西盘下降，两侧地形差异较明显。 

双城-平房断裂（F4），走向北东 40°，倾向北西，倾角大于 60°，为压扭性

断裂。沿断裂带在钻孔中见有燕山期侵入岩侵入。该断裂切穿了白垩系及下伏时

代更老的地层。 

运粮河断裂（F5）沿运粮河河谷展布，走向北西 300°，倾角 50-70°，为压扭

性逆断裂。 

F4、F5 这两组断裂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润通生物科技园饮用天然矿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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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地下水（矿泉水）的形成和运移提供了空间。 

8.5 区域水文地质 

由于不同时期的地质作用，矿区内广泛堆积了第四系松散堆积物。因不同区

段含水层的厚度及粒度变化较大，决定了矿区的水文地质条件在不同部位存在较

大的差异，根据地下水赋存条件、水力特征和地貌单元划分地下水类型。现分述

如下： 

1、漫滩区全新统及下更新统猞猁组砂、砂砾石孔隙潜水 

分布在矿区北部的松花江和东部的阿什河漫滩区。含水岩组由全新统下段中

粗砂、砂砾石层，下更新统猞猁组中粗砂、砂砾石构成。含水层颗粒较粗，透水

性好。含水层厚度为 30-40 米，水位埋深 2-5 米。富水性好，推断降深涌水量为

1000-3000 立方米/天，地下水水化学类型为 HCO3-Ca 和 HCO3-Ca、Na 型水，矿

化度小于 1 克/升。地下水的补给来源主要为接受大气降水的垂向渗入补给和地

下水的侧向迳流补给。 

2、一级阶地区上更新统顾乡屯组与下更新统猞猁组砂、砂砾石孔隙承压水 

分布在松花江以南的阶地区，含水岩组上部由上更新统顾乡屯组下段中粗砂

层和下更新统猞猁组中粗砂、砂砾石层构成，透水性好，水量丰富，二者之间无

明显隔水层。含水层累计厚度 20-40 米，底板埋深 45-65 米，水位埋深为 3-10 米。

单井涌水量为 1000-2000 立方米/天。矿化度小于 0.5 克/升，水化学类型为

HCO3-Ca、Na 型水，为水量丰富地带。地下水的补给来源为侧向层间水补给和

地下水迳流补给。 

3、岗阜状高平原中更新统荒山组和下更新统猞猁组中粗砂、砂砾石无压层

间水 

分布在高平原区，含水层上段为下荒山组中粗砂层，下段为猞猁组中粗砂、

砂砾石层，二者之间无良好的隔水层，视为一个含水层（体），总厚度为 20-40

米，地下水位埋深 15-50 米，承压水高度 15-35 米。因为哈尔滨市地区大量开采

此层的地下水，已形成区域性下降漏斗，局部地区已变成无压的层间水。单井涌

水量 500-2000 立方米/天，局部地区大于 2000 立方米/天，水化学类型以 HCO3-Ca

和 HCO3-Ca、Na 型为主，矿化度小于 1 克/升，主要接受上层潜水越流补给，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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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水沿断裂上升补给，同时也接受南部地下水侧向迳流补给。 

饮用天然矿泉水是来自地下深部的地下水，其形成受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及

水文地球化学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和控制。哈尔滨润通饮品有限公司矿泉水厂所

在地为岗阜状高平原上，揭露地层为上更新统哈尔滨组，中更新统上荒山组、下

荒山组，下更新统猞猁组所覆盖。 

哈尔滨润通饮品有限公司矿泉水厂矿泉水井于 2001 年 9 月由哈尔滨红星基

础钻井队（南岗区王岗镇队）成井，井深 80 米。根据钻井地质资料整理描述如

下：0.00-0.50 米为腐植土层，0.50-18.00 米为黄褐色亚粘土，18.00-45.00 米为黄

色、灰黄色中粗砂层，45.00-47.00 米为灰褐色淤泥质亚粘土层，47.00-54.50 米

为白色中细粒、中粒砂局部含砾，54.50-73.00 米为灰色、灰白色中细砂、中粒砂

层，73.00-74.50 米为含砂砾石层（河流石或卵石层），74.50-80.00 米为泥岩。

54.50-74.50 米为该矿泉水井的取水层（滤水网）。该井在施工结束后，立即进行

水泥填砾下管封井，在 54.50-75.50 米放置滤水（网）管。经施工单位检查效果

较好，符合矿泉水成井质量要求。 

该矿泉水井实测地下动水位 40.55 米，经枯水期稳定的抽水试验表明，当地

下水降深至 2.12 米时，单井涌水量为 360 立方米/天。 

由上述钻井地质资料可知，哈尔滨润通饮品有限公司矿泉水厂矿泉水井水位

埋深 40.00-74.50 米，含水层厚度大，层位稳定，属于中、下更新统的粗、中粗

砂、中细砂、砂砾石层孔隙无压层间水。地下深部赋存在围岩中的介质都富含

Sr、Si 等成份，为矿泉水成份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在静水压力作用下不断将

围岩中的二氧化硅、锶等微量元素组分溶滤到水中，形成了深部富含二氧化硅、

锶等成份的矿泉水。深循环远距离补给的地下水，扩散在浅部的中、下更新统含

水层中，并且与此层中的地下水混合、运移，偏硅酸和锶含量达到了饮用天然矿

泉水的界限指标。因此，形成了该井的矿泉水。 

8.6 矿泉水的水质评价 

哈尔滨润通饮品有限公司矿泉水厂经过三次取样测试分析和一次外检测试

分析，矿泉水的 PH 值 6.9-7.3，属于中性水。可溶性总固体（矿化度）657.90-703.84

毫克/升，属于中矿化度水。该矿泉水水化学类型为 HCO3-Ca、Mg 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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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 矿泉水感官评价 

该矿泉水色度 2-3℃，浑浊度 0℃，无臭无味，无沉淀物和悬浮物，清澈透

明，口味纯正，无肉眼可见物，感官指标均小于国家标准的界限值，符合国家标

准，水温 7℃，属于冷水。 

8.6.2 界限指标 

可溶性总固体（矿化度）含量为 657.90-703.84 毫克/升，属于中矿化度水，

锶含量 0.504-0.670 毫克/升，偏硅酸含量 33.59-34.54 毫克/升。其中偏硅酸含量、

锶含量已达到《饮用天然矿泉水》（GB8537-2008）标准的限量指标，可定名为

偏硅酸、锶复合型矿泉水。 

8.6.3 限量指标 

污染物挥发酚、氰化物、亚硝酸盐和总 β放射性等各项污染元素的含量均小

于《饮用天然矿泉水》（GB8537-2008）标准的限量指标，污染物含量微。 

8.6.4 微生物指标 

矿泉水中菌落总数小于 1cfu/ml，大肠菌群未检出，符合《饮用天然矿泉水》

（GB8537-2008）标准的限量指标要求。 

8.7 矿泉水的水量评价 

根据《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润通生物科技园饮用天然矿泉水

水源地调查评价报告>技术评审鉴定书>的批准意见》及技术评审鉴定书、《矿泉

水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认定书》，该矿泉水水井允许开采量 270 立方米/天。 

8.8 矿山开发利用现状 

该矿采矿权人为哈尔滨润通饮品有限公司矿泉水厂，采矿许可证有效期2018

年 4 月 15 日至 2019 年 7 月 3 日，颁发机关为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目前该矿采

矿许可证处于有效期内。 

9 评估实施过程 

9.1 评估实施过程 

本次评估过程自2019年2月11日—2019年2月14日。 

2019年2月11日，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委托我公司为本项目的评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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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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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12日，进入现场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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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13日-2019年2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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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收益进行评定计算，完成评估报告初稿，

复核评估结果无异议。 

9.2 对评估对象的尽职调查 

评估人员沈永山（矿业权评估师）、宋炳珍（矿业权评估师）于 2019 年 2

月 12 日到矿区对评估对象进行了查证和核实，同时进行产权验证和查阅有关材

料，征询、了解、核实矿床地质勘查、矿山建设和生产经营等基本情况，实地考

察矿山的开采工艺流程，现场收集、核实与评估有关的地质、设计、财务会计资

料等；对矿区范围内有无矿业权纠纷进行了核实。 

10 评估方法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以及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普通矿泉水

采矿权价款评估的指导意见》（黑国土资发[2013]227号），鉴于黑龙江省哈尔

滨润通饮品有限公司矿泉水厂矿泉水生产规模和资源储量规模均属小型，开采

方法简单，确定本次评估采用收入权益法。计算公式为： 

K
i

SIp
n

t
tt •








+
•= ∑

=1 )1(
1  

公式中:P—采矿权评估价值； 

tSI —年销售收入； 

K—采矿权权益系数； 

i—折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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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年序号（t=1,2,…,n）； 

n—评估计算年限。 

11 评估指标和参数 

评估指标和参数的取值主要参考《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润通生物科技

园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地调查评价报告》（黑龙江省地质矿产测试应用研究所 

二〇〇三年五月）、《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润通生物科技园饮用

天然矿泉水水源地调查评价报告>技术评审鉴定书>的批准意见》及技术评审鉴

定书（黑龙江省矿泉水技术评审委员会 二〇〇三年五月十日）、《黑龙江省润

通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矿泉水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国土资源部哈尔滨矿产

资源监督检测中心 二〇〇七年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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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润通生物科技园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地调查评

价报告》由黑龙江省地质矿产测试应用研究所在2003年5月编制完成，调查评价

工作在前人工作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地面地质调查、抽水试验、水质测试、动

态观测及报告编制工作。所完成的工作量及工作成果基本符合GB/T13727-92《天

然矿泉水地质勘探规范》。《黑龙江省润通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矿泉水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由国土资源部哈尔滨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与2007年1月编制完成，

方案论述清楚，结论明确，结果可靠。该方案编制时间较早，但基本技术指标近

些年变化较小，满足本次评估需求，可作为评估依据。 

11.2 资源储量、允许开采水量 

根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润通生物科技园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地调查

评价报告》及《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润通生物科技园饮用天然矿

泉水水源地调查评价报告>技术评审鉴定书>的批准意见》及技术评审鉴定书，该

矿泉水水井允许开采量270立方米/天。根据《黑龙江省润通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矿泉水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按年生产330天计算，则年允许开采量为5.94万

立方米（270立方米/天×330天=5.94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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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采矿方案 

11.3.1 开采方案 

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生产工艺流程为： 

取水、过滤、消毒、罐装、封口、入库。 

11.3.2 产品方案 

黑龙江省哈尔滨润通饮品有限公司矿泉水厂矿泉水所生产的矿泉水产品为

桶装饮用矿泉水。 

11.4 生产规模 

根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润通生物科技园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地调查

评价报告》及《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润通生物科技园饮用天然矿

泉水水源地调查评价报告>技术评审鉴定书>的批准意见》及技术评审鉴定书，该

矿泉水水井允许开采量为 270 立方米/天。本采矿权允许开采量为 270 立方米/天，

年允许开采量为 8.91 万立方米（330 天计）。考虑矿山开采中的损耗，本项目评

估确定采用允许开采量的 2/3 作为评估用开采量，即本项目评估确定黑龙江省哈

尔滨润通饮品有限公司矿泉水厂矿泉水生产规模为 5.94 万立方米/年（8.91 万立

方米×2/3）。 

11.5 服务年限 

由于水资源的特性为循环补给，在有效的保护措施下，可以永续开发。根据

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普通矿泉水采矿权价款评估的指导意见》（黑国土资

发[2013]227 号）中的相关规定，矿泉水采矿权出让年限为 5 年，因此，本次评

估计算年限确定为 5 年。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1 月 31 日，因此，评估计

算期从 2019 年 2 月 1 日至 2024 年 1 月 31 日止。 

11.6 产品销售价格及销售收入 

11.6.1 计算公式 

年销售收入=年产桶装饮用天然矿泉水量×桶装饮用天然矿泉水销售价格 

11.6.2 年采矿泉水量 

本项目评估确定的年采矿泉水量为 5.94 万立方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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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3 产品销售价格 

本次评估的矿泉水水源地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根据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

《关于普通矿泉水采矿权价款评估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规定，哈尔滨市矿

泉水不含税销售价格确定为 6.50 元/桶，按照标准桶容量 20 升计算，每立方米水

可装 50 桶，每立方米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325 元（6.5 元/桶×50 桶）。本次评估确

定采用不含税销售价格 325 元/立方米作为评估利用销售价格。 

11.6.4 产品销售收入 

年销售收入=5.94×325=1930.50 万元。 

11.7 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其他非金属矿产采矿权权益系数

的取值范围为 4-5%；鉴于该矿地质构造条件一般，断裂发育，矿泉水的形成、

迳流和赋存条件较好，水文地质条件一般，水质为普通锶、硅质复合型饮用天然

矿泉水，根据以上具体情况，并考虑到黑龙江省矿业权市场的实际情况，本项目

的采矿权权益系数确定为 4.5%。 

11.8 折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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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业权出让评估和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矿产地的矿业权评

估,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8%。本次

评估（采矿权评估）以此确定折现率取8%。 

12 评估假设 

本报告所称采矿权出让收益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基本假

设时提出的出让收益意见： 

（1）委托方所提供的各种资料真实、准确、无瑕疵；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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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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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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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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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来矿山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保持不变且持续合法经营； 

（6）假定矿业权市场及矿产品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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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普通矿泉水采矿权价款评估的指导意见》，

矿泉水吨年出让收益=矿泉水充分利用时的采矿权出让收益÷鉴定的允许开采量

的2/3÷5年×f1×f2 

其中：f1为交通运输系数；f2为区位调整系数； 

黑龙江省哈尔滨润通饮品有限公司矿泉水厂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哈平路

160号，行政区划隶属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管辖，其生产的矿泉水在哈尔滨市范围

内销售，运输距离小于30千米。故交通运输系数f1确定为1.0，该地区的区位调

整系数f2确定为1.0。 

矿泉水吨年出让收益=347.28÷5.94÷5×1.0×1.0=11.69元/吨·年 

经评估人员现场调查和对当地市场情况的分析，按照矿业权评估的原则和

程序，选用适当、合理的评估方法和参数，评定估算确定黑龙江省哈尔滨润通

饮品有限公司矿泉水厂矿泉水采矿权在本次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出让收益为11.69

元/吨·年。 

14 特别事项说明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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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本次评估工作中评估委托人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调查评价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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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人不知情及采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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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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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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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否则，评估机构和注册矿业权评估师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4.6 其他事项 

（1）评估基准日后的重大事项 

在评估报告日之后和本评估结论有效期内，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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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例如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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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我们只对项目

评估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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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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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果公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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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评估报告书含有附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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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评估报告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人签名，并加盖本公

司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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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权评估报告中载明的使用者和使用目的

使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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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14日。 

17 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及矿业权评估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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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 

 

 

注册矿业权评估师： 

 

黑龙江省时代国土资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二 Ο一九年二月十四日 



附表

评估委托方：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 评估基准日：2019年1月31日

2019年2月-12月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1月

1 年序号 1 2 3 4 5 6

2 年产矿泉水量（万立方米） 5.445 5.940 5.940 5.940 5.940 0.495

3
矿泉水销售价格（元/立方
米）

325.00 325.00 325.00 325.00 325.00 325.00

4 产品销售收入（万元） 9652.51 1769.63 1930.50 1930.50 1930.50 1930.50 160.88

5 折现系数（r=8%） 0.9319 0.8629 0.7989 0.7398 0.6850 0.6806

6 销售收入现值（万元） 7717.29 1649.12 1665.83 1542.28 1428.18 1322.39 109.49

7 采矿权权益系数

8 采矿权评估价值（万元）

评估机构：黑龙江省时代国土资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复核人：沈永山 制表人：宋炳珍

黑龙江省哈尔滨润通饮品有限公司矿泉水厂
矿泉水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估算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生                 产                  期

4.5%

347.28

序
号

项　　　目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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