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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玉溪市基准价计算的采矿权出让收益： 

本报告采用下列公式计算按玉溪市基准价计算的采矿权出让收益： 

采矿权出让收益＝基准价×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据玉溪市国土资源局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公告的《玉溪市首轮 14 个矿种采

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公告》（玉国土资公告〔2019〕1 号），易门县页岩（砖

瓦用）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为 1.20 元/吨。据本报告“13.2 应征收的采

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尚未有偿处置的资源储量为 202.30 万吨，即矿区范围

内需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202.30 万吨，则：根据玉溪市

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计算的矿区范围需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的评估利用

资源储量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为 242.76 万元（1.20×202.30），大写人民币贰佰

肆拾贰万柒仟陆佰元整。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 

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规定，本报告评估结果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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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评估报告及评估结果仅供委托方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不应

同时用于或另行用于其他目的。 

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属于委托方。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

未征得本公司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

媒体。未经委托方许可，本公司不会随意向任何单位、个人提供或公开。 

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重要提示： 

以上内容摘自《（云南省）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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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受易门县自然资源局的

委托，对“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公司接受委托之后，

根据国家有关采矿权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评估方

法，遵循《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 11000—2008）规定的评估程序，对该矿进

行了尽职调查、收集资料与评定估算，对该采矿权在 2019年 6月 30日所表现的采矿

权出让收益作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名称：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住      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霖岚广场 B座 27层 2712-2716号； 

法定代表人：善在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36682615778；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8〕007 号。 

2．委托方概况 

评估委托人：易门县自然资源局（见附件第 7～8页）。 

3．采矿权人概况 

采矿权人为易门县宏强砖厂（见附件第 11 页），其《营业执照》（见附件第 10

页）登记内容如下： 

名称：易门县宏强砖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30425MA6LFM5G12； 

经营者：张明； 

类型：个体工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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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场所：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浦贝乡浦贝社区汪水村； 

组成形式：个人经营； 

注册日期：2013 年 10月 25日； 

经营范围：页岩红砖制作及销售。 

4．评估目的 

易门县自然资源局拟征收“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采矿权”出让收益，根据国家

现行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需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了实现

上述目的，而为委托方确定上述采矿权在本评估报告所述各种条件下和评估基准日时

点上公平、合理的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5．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 

5.1 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为“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采矿权”。 

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采矿许可证》由易门县国土资源局颁发，其登记内容为：

证号：C5304252008107130002430；采矿权人：易门县宏强砖厂；矿山名称：易门县

宏强砖厂采土场；开采矿种：砖瓦用页岩矿；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3.00

万吨/年；矿区面积：0.05平方千米；矿区范围由 4个拐点圈定；开采深度：由 1566

米至 1477 米标高；有效期限：伍年，自 2014 年 11 月 3 日至 2019 年 11 月 3 日，矿

区范围拐点坐标详见表 1。 

表 1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编号 
1980 西安坐标系 

X Y 

矿 1 2720533.12  34519671.88  

矿 2 2720333.11  34518765.88  

矿 3 2720243.11  34518585.88  

矿 4 2720510.12  34518473.88  

矿区面积 0.05 平方千米 

开采深度 由 1566 米至 1477 米标高 

5.2 评估范围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见附件第 7～ 8 页），评估范围为前述

C5304252008107130002430 号《采矿许可证》登记的矿区范围，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见

上表 1。经询证，截至评估基准日，表 1 所示评估范围内未设置其他矿业权，无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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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权属争议。 

矿山名称：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以下简称“宏强砖厂”）； 

开采矿种：砖瓦用页岩矿；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5.00万吨/年；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据《云南省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砖瓦用页岩矿资源储

量核实报告（2013 年）》，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为宏强砖厂矿区范围，面积：0.05

平方千米，开采深度：由 1566米至 1477 米标高。 

资源储量类型及数量：据《云南省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砖瓦用页岩矿资源储量

核实报告（2013 年）》，截至储量估算基准日 2013年 9月 30日，宏强砖厂矿区范围

内累计查明资源储量（122b＋333）234.76 万吨，其中：消耗资源储量（122b）32.56 

万吨，保有资源量（333）202.20 万吨。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参与评估的资源储量：以《采矿许可证》登记的矿区

范围内截至 2006 年 9 月 30 日保有资源储量进行评估（见附件第 7～8 页）。据本报

告“12.1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截至 2006年 9月 30日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 234.76 

万吨，则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234.76 万吨。 

5.3 评估对象历史沿革 

据采矿权人提供的《云南省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砖瓦用页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2013年）》（见附件第 34页），宏强砖厂首次设立时间为 2008年 10月 10 日，

首次设立矿山名称为易门县浦贝乡烂皮树砖厂建筑砖用页岩矿，采矿权人为易门渝南

墙材工贸有限公司，由易门县国土资源局发证，证号为 C5304252008107130002430，

开采矿种为砖瓦用页岩，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为 3 万吨/年，由 4 个拐点

组成，面积 0.05 平方千米，开采标高为 1566～1477 米，有效期伍年，自 2008 年 10

月 10日至 2013年 10月 10日。 

2010 年 3 月 29 日，易门县浦贝乡烂皮树砖厂建筑砖用页岩矿转让给施永强，矿

山名称变更为易门县宏强砖厂，开采矿种、开采方式、生产规模、矿区面积均未发生

改变，有效期限为三年零柒月，自 2010 年 3月 29日至 2013 年 10月 29日。 

2012 年 12 月 3 日，易门县宏强砖厂转让给张明，矿山名称变更为易门县宏强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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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采土场。开采矿种、开采方式、生产规模、矿区面积均未发生改变，有效期为壹年，

自 2012年 12月 3日至 2013年 12月 3 日。 

2014 年，采矿权人经办理延续登记手续，取得采矿权人现持有的证号为

C5304252008107130002430的《采矿许可证》，其登记的主要内容详见“5.1 评估对象”。 

5.4 评估对象评估史 

2014年，本公司以“云陆矿采评报〔2014〕第 025号”评估报告书对该采矿权进

行了评估。评估目的：价款处置；评估基准日：2014 年 1 月 31 日；评估范围为《采

矿许可证》（证号：C5304252008107130002430）登记的矿区范围（矿区面积：0.05

平方千米）；出让规模为 3.00万吨/年；出让年限（评估计算年限）为 5年；评估计

算期内动用保有资源量 16.67 万吨；评估结论（采矿权价款）7.30 万元（见附件第

146～148页）。 

5.5 评估对象有偿处置情况 

据采矿权人提供的《易门县浦贝乡烂皮树砖厂建筑砖用页岩矿采矿权成交确认

书》和《采矿权出让合同》，宏强砖厂于 2008 年首次设立时和 2014年办理采矿权延

续时进行过两次价款处置。 

（1）2008年首次设立 

据《易门县浦贝乡烂皮树砖厂建筑砖用页岩矿采矿权成交确认书》，易门县浦贝

乡烂皮树砖厂建筑砖用页岩矿挂牌出让年限 5 年，生产规模 3 万吨/年，矿区面积

0.0496 平方千米，开采标高 1477～1566 米，采矿权出让价款总额为 23500 元（见附

件第 135～138 页）。据《云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通用收款收据》（No 5927732），

矿山于 2008年 10 月 10日，一次性缴纳了采矿权价款 23500 元（见附件第 139页）。 

（2）2014年采矿权延续 

据《采矿权出让合同》，宏强砖厂采矿权出让年限为 5 年（2014年 11月 03 日至

2019年 11月 03 日）；生产规模 3万吨/年；矿区面积：0.05 平方千米；开采深度：

由 1566米至 1477 米标高；参考《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采矿权评估报告书》评估价

及类比 2014 年度易门县出让的砖瓦用页岩市场价格，结合物价上涨和经济增速率等

因素，经局务会会审研究确定：采矿权出让价款为 105000元（见附件第 140～144页）。

据《云南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银行代收）》（No：0000067842），易门县宏强砖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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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4年 11月 24日一次性缴纳了采矿权价款 105000元（见附件第 145页）。 

6．评估基准日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本项目的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19年 6月 30日。评估

报告中的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该评估基准日的客观有效标准。 

7．评估依据 

7.1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41 号）； 

（4）《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号）； 

（5）《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3〕197号）； 

（6）《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12号）；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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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综

〔2017〕35号）； 

（8）《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矿产资源开采审批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

土资规〔2017〕16 号）； 

（9）《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2015 年修订）

和云南省矿业权交易办法（2015年修订）的通知》（云政发〔2015〕49号）； 

（10）《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2008年 8月中国

大地出版社出版）； 

（11）《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2008

年 10月中国大地出版社出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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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发布）； 

（13）《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 

（14）《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02）。 

7.2 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 

（1）《矿业权评估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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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30425MA6LFM5G12）； 

（3）《采矿许可证》（证号：C5304252008107130002430）； 

（4）《关于<云南省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砖瓦用页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

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玉矿储备〔2013〕036号）； 

（5）《<云南省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砖瓦用页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

源储量评审意见书》（玉矿储评字〔2013〕036号）； 

（6）《云南省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砖瓦用页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3年）》

（云南者鑫科技有限公司 2013年 10月提交）； 

（7）《关于<云南省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砖瓦用页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评审备案证明》（玉矿开备〔2014〕007 号）； 

（8）《<云南省易门县宏强砖厂页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书》（玉

矿开评〔2014〕007 号）； 

（9）《易门县宏强砖厂页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昆明赛特拉矿山工程

设计有限公司 2013 年 12月提交）； 

（10）采矿权人提供及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相关资料。 

8．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本章内容除“8.7 矿山开发利用现状”之外，均摘自《云南省易门县宏强砖厂采

土场砖瓦用页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3 年）》及《<云南省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

场砖瓦用页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玉矿储评字〔2013〕

036号）。 

8.1 矿区位置和交通 

矿区位于易门县城 166°方向，直距约 10 千米。矿区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02°11′05″，北纬 24°35′16″，行政区划隶属易门县浦贝乡管辖。 

易（门）峨（山）省道公路从矿区东侧通过，矿区距易门县城公路交通里程约 13.4

千米，距浦贝乡公路里程约 3.8千米，主干公路至矿山有简易便道，交通运输条件较好。 

8.2 矿区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矿区地处云贵高原，属构造剥蚀低中山地貌。地形切割中等，地势北西高，南东

低，区内最高海拔 1756.0米，最低海拔 1465.0米，最大相对高差 291.0米，矿区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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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扒河（十街河）水面标高约 1450.0 米，为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矿区属地震基

本烈度七度区，为地震基本稳定区块。 

矿区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类型。年平均气温 16.9℃，年平均降水量 912.9毫米，

年平均蒸发量 1735.1 毫米，以南风和西南风最多，风向频率 8～15%，年平均风速 1.12

米/秒。 

矿区属绿汁江流域（区域上属红河水系）的支流扒河（十街河）流域的补给区，

发育有自北西向南东流向的两条山涧溪流，植被覆盖程度较低，以灌木丛为主。易门

县浦贝乡主要民族以彝族为主，汉族次之。浦贝乡以农业为主，农作物有小麦、玉米

等，经济作物以烤烟为主。境内的工业有冶炼、陶瓷、砖瓦和当地的农业特色食品加

工等。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8.3 矿区地质工作概况 

1969年，云南省地质局第二区域地质测量大队编测 1∶20万玉溪幅《区域地质测

量报告》； 

197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字七三三部队完成《1∶20 万玉溪幅区域水文地质普

查报告》； 

1983年，云南省西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三一三队编测 1∶5万易门幅地质图； 

2007年 5月，易门渝南墙材工贸有限公司委托云南省有色地质三一三地质分队编

制完成了《云南省易门渝南墙材工贸有限公司砖厂普通建筑材料砖瓦用页岩矿普查报

告》； 

2013 年 10 月，云南者鑫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云南省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

场砖瓦用页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3 年）》，2013年 12 月 13日至 12月 19 日，

玉溪市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组织专家对该报告进行了评审，并出具了《<云南省易

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砖瓦用页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玉

矿储评字〔2013〕036 号）；2013 年 12 月 19 日，玉溪市国土资源局以《关于<云南

省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砖瓦用页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

明》（玉矿储备〔2013〕036号）对该报告进行了备案。 

截至 2013年 9月 30日，评审通过的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量（333）类 202.20 万

吨（91.91万立方米）。 



（云南省）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8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8.4 矿区地质概况 

8.4.1 矿区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有中生界侏罗系中统张河组（J2z）和白垩系下统马山头组

（K1m），局部地段分布有第四系（Q），分述如下： 

第四系（Q）由残坡积、冲洪积砾石、砂、粘土组成，分布于山体缓坡和沟谷地带。 

白垩系下统马山头组（K1m）上部紫红色钙质粉砂岩、粉砂质页岩，下部灰紫色细

—中粒长石石英砂岩、石英砂岩及粉砂岩，底部砂砾岩、局部含石膏、铜矿，厚度 197～

336米，分布于矿区西南侧。 

侏罗系中统张河组（J2z）上部为紫红色泥岩、泥岩互层，夹泥质粉砂岩；中下部

为泥质粉砂岩，钙质页岩夹粉砂岩及泥灰岩；底部为细—中粒长石石英砂岩。厚度

175～2806米，是矿区内的主要含矿层，分布于整个矿区。 

8.4.2 矿区构造 

矿区位于小江口—米茂断层附近，易门旋卷构造的南西部。矿区内地层构造简单，

断层构造不发育。 

8.4.3 岩浆岩 

矿区内无岩浆岩活动。 

8.4.4 变质作用 

矿区内未发现有变质作用。 

8.5 矿产资源概况 

8.5.1 矿体地质特征 

矿体层赋存于侏罗系中统张河组（J2Z）泥岩层中，上部为紫红色页岩、泥岩互层，

夹泥质粉砂岩；中下部为泥质粉砂岩，钙质页岩夹粉砂岩及泥灰岩；底部为细—中粒

长石石英砂岩。矿体为紫红色泥岩、钙质页岩，中—厚层状，矿体中局部见有砾石，

矿体呈强一弱风化，地表强风化层厚 3～5 米，呈层状产出，连续性好，产状稳定，

产状为 248°∠53°。矿体平面形状（矿区范围形状）为四边形，长 220～290米左右，

宽 200米左右，平均厚度 39.41米，最大厚度 89米，平面面积 0.0496平方千米。矿

区范围内控制的矿体层为 1层，分布于整个采矿权范围，属层控沉积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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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矿石质量 

矿区页岩矿矿石主要矿物成分为泥质、钙质，次要矿物成分为砂质，砂质中以粉

砂屑石英为主，泥质结构，块状构造。页岩矿的化学成分为 Si02 53.20%、Al2O3 16.45%、

Fe2O3 7.85%、CaO 6.23%、MgO 2.37%，其化学成分均满足砖瓦用粘土工业指标。 

泥岩的颗粒组成为中砂 4.0%、细砂 8.10%、粉砂 7.60%、粉粒 56.40%、粘粒 24.9%。

矿区页岩矿泥岩的可塑性为中等可塑性。矿石密度为 2.20克/立方厘米，属于耐水性

较差的岩石。该矿石作为砖瓦用页岩，质量能满足要求。 

8.5.3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矿区矿石松软，含夹石少，基本不需爆破，可直接用人工或机械挖掘，运至料场，

捣碎后进入搅拌池，加水搅拌后，便可做砖坯。矿区内的砖瓦用页岩矿具有良好的加工

技术性能（使用性能）。 

8.6 开采技术条件 

8.6.1 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内含水层分为第四系松散软弱岩类孔隙含水层（组）和侏罗系中统张河组裂

隙弱含水层（组）两个类型。前者持水性强，透水性差；后者富水性极弱，为相对隔

水层。矿区属地下水的补给—径流区，直接接受大气降水补给，由于侏罗系中统张河

组为相对隔水层，大气降水渗透极弱，多形成地表径流进行排泄，部分渗入张河组地

层中的地下水，在地表附近以蒸发方式进行排泄，局部沿风化裂隙水通过地下径流向

十街河排泄。床矿坑充水主要来源于大气降雨季节性汇集，大气降雨以直接方式进入

矿坑。由于矿床最低开采标高高于侵蚀基准面，地面坡度较缓，矿区又无地表水系分

布，地下水、地表水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8.6.2 工程地质条件 

露天采场设置于侏罗系中统张河组中，属半坚硬岩层，力学强度低，稳固。页岩

层充分软化而形成软弱结构面，但是软弱面倾向与地形坡向反向，岩层主要以反向坡

产出，自然边坡角一般 10～25°，局部大于 35°，不易形成受软弱面控制的顺层滑

坡，强风化泥质页岩体节理裂隙发育，岩体破碎，但岩石彼此咬合，周边未发生崩塌、

滑坡现象。岩层边坡、自然斜坡均较稳定，对矿床开采无影响。采场最终采用的坡面



（云南省）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10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角和台阶高度参数在开发中应加以具体确定，若坡面角过大，台阶高度过高，可能导

致边坡岩体失稳。矿山若形成陡直高边坡，易导致崩塌、滑坡等边坡失稳的工程地质

问题，对矿山工作人员、采场、采矿作业机械等造成危害。 

综上所述，矿区工程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8.6.3 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附近无村镇、工厂和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矿区岩层内不含有毒有害气

体和放射性元素。矿区内采场边坡及排土场将会形成挖填方边坡，局部改变地形地貌

形态，导致植被破坏，山体裸露，引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致地形地貌景观

资源受到较大影响和较严重破坏。因此矿山的开采对植被破坏严重、地质地貌景观资

源的影响较严重，矿山开采过程中，要采取相应措施对地质灾害进行防治。 

综上所述，矿区环境地质条件属良好类型。 

8.7 矿山开发利用现状 

宏强砖厂为正常生产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矿山建有配套砖厂，采出砖瓦

用页岩矿运至配套砖厂加工成红砖，产品主要销售至周边村镇及峨山县、通海县等。 

9．评估实施过程 

本评估项目自 2019年 5月 5日至 2019年 9月 18日止，共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接受委托阶段：委托方于 2019年 5月 5日与本公司进行接触，双方商议明

确评估的目的、对象、范围，确定评估基准日，达成评估委托意向。2019 年 8 月 16

日，委托方向本公司出具了《矿业权评估委托书》。 

（2）尽职调查阶段：2019年 5月 6日至 2019年 5月 9 日，本公司评估人员张劲

洪、刘江燕、张宁在易门县自然资源局矿管股股长龚长武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了矿山

基本情况。根据矿业权评估的有关原则和规定，对纳入评估范围的采矿权进行现场查

勘和产权核查，收集、核实有关资料。 

（3）评定估算阶段：2019年 8月 17日至 2019年 9月 17日，评估人员根据调查了

解的情况，对收集到的有关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确定了评估方法，制定了评估

方案，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定估算，完成评估报告初稿和内部复核。 

（4）提交报告阶段：2019年 9月 18日，本公司向委托方出具正式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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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评估方法 

10.1 评估方法的选取 

2013 年 10 月，云南者鑫科技有限公司提交了《云南省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砖

瓦用页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3年）》，该报告经相关职能部门审查通过并备案。

2013 年 12 月，昆明赛特拉矿山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提交了《易门县宏强砖厂页岩矿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该方案经相关职能部门评审通过并备案。评估人员在尽职调

查过程中，收集了宏强砖厂其他相关资料。 

综合分析上述资料，宏强砖厂预期收益年限可以预测，预期收益和风险可以预测并

以货币计量，具备收益途径评估方法应用的前提条件。结合宏强砖厂矿山服务年限较长

的实际情况，本次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对宏强砖厂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所推荐的适用于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

的方法有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收入权益法和折现现金流量法等

4种方法。 

由于《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和《矿业权评估方法规范》都没

有给出适用于基准价因素调整法的各因素选择确定的具体规定，不具备采用基准价因

素调整法评估的条件；又由于在当地矿业权出让市场收集的信息不能满足交易案例比

较调整法评估所需要的可量化的指标、技术经济参数等资料，不具备采用交易案例比

较调整法评估的条件。所以，本报告只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一种方法进行评估。 

10.2 折现现金流量法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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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评估计算年限。 

1

1
( )

(1 )

n

t t
t

P CI CO
i

  






（云南省）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12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11．评估相关资料评述 

本次评估采矿权人提供了《云南省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砖瓦用页岩矿资源储量

核实报告（2013 年）》（以下简称《储量核实报告》）及其评审、备案材料、《易门

县宏强砖厂页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及其评审、

备案材料等资料，现分别对上述资料评述如下： 

11.1 地质勘查资料评述 

2013 年 10 月，云南者鑫科技有限公司提交了《储量核实报告》（见附件第 25

页），2013年 12月 13日至 12月 19日，玉溪市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组织专家对该报

告进行了评审，并出具了《<云南省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砖瓦用页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玉矿储评字〔2013〕036号）（以下简称《评审意见书》，

见附件第 13页）；2013年 12月 19日，玉溪市国土资源局以《关于<云南省易门县宏强

砖厂采土场砖瓦用页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玉矿储备

〔2013〕036号）对该报告进行了备案（见附件第 12页）。 

评估人员分析后认为：《储量核实报告》由具有固体矿产勘查丙级资质的单位编

制（见附件第 26 页），且通过了相关职能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并在玉溪市国土资

源局进行了备案；《储量核实报告》的储量估算范围与本次评估范围一致，其提交的

资源储量及相关技术参数可以作为本次评估的基础数据。 

11.2 矿山设计资料评述 

2013 年 12 月，昆明赛特拉矿山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提交了《开发利用方案》（见

附件第 80 页）。玉溪市矿业协会组织专家对该报告进行了评审，并出具了《<云南

省易门县宏强砖厂页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书》（玉矿开评〔2014〕

007 号）（见附件第 60 页）。玉溪市国土资源局以《关于<云南省易门县宏强砖厂

采土场砖瓦用页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备案证明》（玉矿开备〔2014〕007

号）（见附件第 59 页）对该报告进行了备案。 

评估人员分析后认为：《开发利用方案》通过了相关职能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

并在玉溪市国土资源局进行了备案；《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范围与本次评估范围一致，

可作为本次评估技术指标选取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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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其他资料评述 

本次评估人员还收集到了《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基本情况介绍》、《云南省易

门县浦贝乡汪水矣在冲砖瓦用页岩矿基本情况介绍》、《易门县十街彝族乡贾姑红砖

厂采土场基本情况介绍》和《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基本情况介绍》等资料。 

评估人员分析后认为：上述基本情况介绍较客观地反映了宏强砖厂及易门县同类页

岩砖厂的实际情况，可以作为本次评估销售价格、成本、投资等参数取值的参考依据。 

12．评估参数的确定 

12.1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本报告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规定确定评估利用资源

储量。 

12.1.1 储量估算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据《储量核实报告》及其《评审意见书》，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宏强砖厂

矿区范围内评审通过的累计查明资源储量（122b＋333）234.76 万吨，其中：消耗

资源储量（122b）32.56 万吨，保有资源量（333）202.20 万吨（见附件第 22～23、

57～58 页）。 

12.1.2 2006 年 9月 30日至储量核实基准日动用资源储量 

据《评审意见书》，宏强砖厂首次设立时间为 2008 年 10 月 10 日，从 2008 年

10 月设立采矿权以来，矿山消耗资源储量（122b）32.56 万吨（见附件第 20 页）。 

本次评估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储量核实基准日动用资源储量即为（122b）32.56

万吨。 

12.1.3 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以《采矿许可证》（证号：C5304252008107130002430，

矿区面积：0.05 平方千米，开采深度：由 1566 米至 1477 米标高）登记的矿区范围

内截至 2006 年 9 月 30 日保有资源储量进行评估（见附件第 7～8 页）。 

本次评估参与评估计算的资源储量为（122b＋333）234.76 万吨（202.20 ＋32.56 ）。 

12.1.4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的确定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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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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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234.76 万吨。 

12.2 开采方式 

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采用露天开采方式（见附件第 95页）。据评估人员现场调

查了解，矿山实际采用露天开采方式。 

本次评估确定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 

12.3 采矿技术指标 

据《开发利用方案》，采矿回采率为 95%（见附件第 93 页）。 

本次评估确定采矿回采率取 95%。 

12.4 产品方案 

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矿山主要产品为建筑用红砖（见附件第 92页）。 

据评估人员现场调查，矿山建有配套砖厂，采出砖瓦用页岩矿运至配套砖厂加工成

红砖。 

本次评估确定的产品方案为红砖。 

12.5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本报告评估利用可采储量按照《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10.1

参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以及其他指导意见，确定与评估方法所必需的评

估参数”，以及“10.2可采储量应根据矿山设计文件或者设计规范的规定进行确定”的

规定，在《开发利用方案》基础上调整确定。 

《开发利用方案》采用下列公式计算采出矿石量： 

设计利用资源储量＝保有资源储量 

设计可采矿石量＝设计利用资源储量 

采出矿石量＝设计可采资源量×回采率 

参照《开发利用方案》、《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以及其他指导意见，本

报告采用下式计算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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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开发利用方案》，《储量核实报告》估算的资源储量已扣除开采边坡角以下损

失资源量，设计利用资源量不作可信度系数折算，矿山开采的综合回收率为 95%（见附

件第 92～93页）。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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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利用可采储量＝（234.76 －0.00）×95% 

＝223.02 （万吨） 

本次评估利用可采储量为 223.02 万吨。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估算详见附表三。 

12.6 生产能力及服务年限 

12.6.1 生产能力 

《采矿许可证》登记的生产规模为 3.00 万吨/年（见附件第 11 页）。《开发利

用方案》设计生产能力为 3.00 万吨/年（见附件第 92页）。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生产规模为 5.00 万吨/年（见附件第 7～8页）。 

本次评估确定矿山生产能力为年产原矿 5.00 万吨。 

12.6.2 服务年限 

矿山合理服务年限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T＝Q÷A 

式中：T—合理的矿山服务年限； 

Q—可采储量，223.02 万吨； 

A—矿山生产能力，5.00 万吨/年； 

由此计算出宏强砖厂的矿山服务年限为： 

T＝223.02 ÷5.00 ＝44.60 （年） 

宏强砖厂为正常生产矿山，无基建期。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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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评估计算年限取 30.00年，自 2019 年 7月至 2049年 6月，评估计算年限

（30年）内拟动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157.91 万吨（234.76 ÷44.60 ×30.00）。 

12.7 销售收入估算 

12.7.1 计算公式 

年销售收入＝矿石年产量×矿石销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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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2 产品产量 

据“12.6.1 生产能力”，原矿年产量为 5.00 万吨。 

据《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基本情况介绍》，红砖规格为：240×115×53毫米，

制砖原料配比为：页岩∶煤渣＝1∶1。计算得一坯砖的体积为 0.001463立方米（0.24

×0.115×0.053），每立方米页岩可以制砖 1367 坯（1÷0.001463÷50.00%）。 

据《评审意见书》，矿石体重为 2.20 吨/立方米（见附件第 18 页）。计算得每

吨页岩可以制砖 621 坯（1367÷2.20），则对应年产红砖 3105 万坯（5.00 ×621）。 

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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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市场价格的判断结果，一般采用时间序列分析预测方法等以当地公开市场价格口径确

定。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 20100-2008）》，矿业权价款评估确定评估

用的产品价格，一般采用当地价格口径确定，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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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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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基本情况介绍》，宏强砖厂 2017 年、2018年、2019 年

1～4月红砖销售价格分别为 0.265元/坯[（0.26＋0.27）÷2]、0.28元/坯、0.305元/

坯[（0.30＋0.31）÷2]（见附件第 157页）。 

据《易门县税收共治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易门县陶瓷行业税收共治工作方案

（试行）>等 4 个方案的通知》（易税治发〔2018〕1 号）（易门县税收共治工作领导

小组 2018 年 5 月 31 日印发，2018 年 6 月 1 日起试行），为保护矿产资源规范有序开

采，提高资源利用效益，参考省内、市内同类货物的售价情况和《玉溪工程建设标准

造价》信息，核定砖最低计税价格为 0.3元/块（不含税）（见附件第 153页）。 

综合上述资料，据评估人员现场调查，易门县内红砖厂税收均按“易税治发〔2018〕

1号”文执行，本次评估参照“易税治发〔2018〕1号”文取红砖不含税、不含运费销

售价格为 0.30 元/坯。 

12.7.4 年销售收入 

正常生产年份销售收入以 2021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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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销售收入＝产品年产量×产品销售价格 

＝3105×0.30  

＝931.50 （万元） 

销售收入估算详见附表四。 

12.8 固定资产投资估算 

12.8.1 固定资产投资 

本次评估采用“单位生产能力估算法”确定宏强砖厂评估用固定资产投资额。即

先根据采矿权人提供的《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基本情况介绍》和评估人员收集到的

易门县同类矿山《云南省易门县浦贝乡汪水矣在冲砖瓦用页岩矿基本情况介绍》、《易

门县十街彝族乡贾姑红砖厂采土场基本情况介绍》和《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基

本情况介绍》中的投资数据计算出单位生产能力投资，然后根据宏强砖厂生产规模计

算确定评估用固定资产投资。 

评估人员根据《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基本情况介绍》、《云南省易门县浦贝乡

汪水矣在冲砖瓦用页岩矿基本情况介绍》、《易门县十街彝族乡贾姑红砖厂采土场基

本情况介绍》和《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基本情况介绍》（见附件第 157～160）

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整理计算得每千万坯红砖固定资产投资平均为 310.42 万元，详见

下表 2。 

表 2     单位生产能力固定资产投资表 

矿山名称 
设计能力 

（万坯） 

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每千万 

坯砖投资 

（万元） 建筑 设备 其他 合计 

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 6000 650  650   1300 216.67 

云南省易门县浦贝乡汪水矣

在冲砖瓦用页岩矿 
4000 900  600    1500 375.00 

易门县十街彝族乡贾姑红砖

厂采土场 
5000 600  1200  200  2000 400.00 

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 6000 800  600  100  1500 250.00 

平均 310.42 

据本报告“12.7.2 产品产量”，宏强砖厂的红砖年产量为 3105万坯，则宏强砖

厂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963.85 万元（3105÷1000×310.42 ）。根据《易门县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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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厂采土场基本情况介绍》中各投资分项比例划分，计算得宏强砖厂房屋建筑物投资

额为 481.93 万元，机器设备投资额为 481.92 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在评估基准日时点上一次性投入，详见附表五。 

12.8.2 更新改造资金投入与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和《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剥离

工程固定资产不提折旧。机器设备的折旧年限按不低于 10 年计提折旧，房屋建筑物的折

旧年限按不低于 20年计提折旧，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物固定资产残值按原值的 5%计。固

定资产的残值在各类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结束年回收，余值在评估计算期末回收。 

本次评估房屋建筑物固定资产按 20 年计提折旧，机器设备固定资产按 15 年计提折

旧，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固定资产的净残值按原值的 5%计算，生产期末回收全部固定资

产残（余）值。 

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估算详见附表六。 

12.9 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是指为维护生产所占用的全部周转资金。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和《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规定，采用扩大指标估算法估算流动资金。 

本次评估流动资金率参考非金属矿山按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5～15%估算流动资

金。本次评估固定资产资金率按 10.00%估算。则流动资金为： 

流动资金＝固定资产投资额×固定资产资金率 

＝963.85 ×10.00% 

＝96.39（万元） 

流动资金在评估基准日时点投入，评估计算期末全部收回。 

12.10 经营成本估算 

本次评估成本费用根据采矿权人提供的《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基本情况介绍》（见

附件第 157页）及矿业权评估有关规定取值（参见附表七、附表八）。评估人员整理后

详见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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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宏强砖厂单位生产成本费用表（单位：元/坯） 

序号 项目 单位成本 

1 人工工资 0.1200 

 
其中：取土人工工资 0.0100 

2 煤 0.0800 

3 电 0.0275 

4 油 0.0050 

 
其中：推土机 0.0020 

5 修理费 0.0050 

 

其中：推土机 0.0010 

合计 0.2375 

经营成本采用总成本费用扣除折旧费、维简费和财务费用确定。总成本费用采用

“制造成本法”计算，由生产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构成。 

生产成本中的折旧费、维简费，管理费用中的安全生产费用及财务费用根据采矿

权评估有关规定重新计算。 

本评估报告以 2021年为例，各项成本费用计算如下： 

12.10.1 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包括外购材料费、外购燃料及动力费、工人工资及福利费及制造费用。 

（1）外购材料费 

据“表 3”，生产成本中煤为 0.0800 元/坯。 

本次评估外购材料费取 0.0800 元/坯，年外购材料费 248.40 万元（0.0800 ×

3105）。 

（2）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据“表 3”，电费为 0.0275 元/坯、油费为 0.0050 元/坯。 

本次评估外购燃料及动力费取 0.0325 元/坯（0.0275 ＋0.0050 ），年外购燃料

及动力费 100.91 万元（0.0325 ×3105）。 

（3）工人工资及福利费 

据“表 3”，人工工资为 0.1200 元/坯。 

本次评估工人工资及福利费取 0.1200 元，年工人工资及福利费 372.60 万元

（0.1200 ×3105）。 

（4）制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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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费用包括折旧费、维简费、修理费。本报告在“表 3”的基础上，根据评估

准则的要求，对部分费用重新进行估算。 

① 折旧费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规定，剥离工程不提折旧，按财政部门规

定计提维简费，直接列入总成本费用。矿业权评估只反映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的折旧。

另据“国土资发〔2002〕271 号”文的规定，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均采用直线法，

固定资产残（余）值按原值的 5%计算。据“12.8.2更新改造资金投入与回收固定资产残

（余）值”，本次评估房屋建筑物按 20 年综合计算折旧，固定资产残值率取 5%；机器

设备按 15 年综合计算折旧，固定资产残值率取 5%。固定资产年折旧费计算如下（以正

常生产年份 2021年为例）： 

房屋建筑物年折旧额＝房屋建筑物投资额×（1－残值率）÷折旧年限 

＝481.93 ×（1－5%）÷20  

＝22.89（万元） 

机器设备年折旧额＝机器设备投资额×（1－残值率）÷折旧年限 

＝481.92 ×（1－5%）÷15  

＝30.52 （万元） 

年折旧费＝22.89＋30.52 ＝53.41 （万元） 

单位折旧费＝53.41 ÷3105＝0.0172 （元/坯）。 

计算过程详见附表六。 

② 维简费 

据采矿权人介绍，企业实际未提取维简费。考虑宏强砖厂剥离工程基本完成，本

次评估固定资产投资中未估算剥离工程投资，本次评估不考虑维简费。 

③ 修理费 

据“表 3”，修理费为 0.0050 元/坯。 

本次评估修理费取 0.0050 元/坯，年修理费 15.53 万元（0.0050 ×3105）。 

④ 制造费用 

年制造费用 

＝年折旧费＋年维简费＋年修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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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1 ＋0.00 ＋15.53  

＝68.94 （万元） 

折合单位制造费用 0.0222 元/坯（68.94 ÷3105）。 

（5）生产成本 

年生产成本 

＝年外购材料费＋年外购燃料及动力费＋年工人工资及福利费＋年制造费用 

＝248.40 ＋100.91 ＋372.60 ＋68.94  

＝790.85 （万元） 

折合单位生产成本为 0.2547 元/坯（790.85 ÷3105）。 

12.10.2 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包括安全生产费用、矿产资源补偿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治理费用。 

（1）安全生产费用 

按照财政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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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非金属矿山露天矿山安全生产费

每吨 2元，地下矿山每吨 4元。 

本次评估安全生产费用取 2.00 元/吨，折合 0.0032 元/坯（2.00÷621）。年安

全生产费用 10.00 万元（0.0032 ×3105）。 

（2）矿产资源补偿费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实

施方案的通知》（云财税〔2016〕46 号）的规定，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矿产资源

补偿费的费率为 0。 

本项目矿产资源补偿费取“零”。 

（3）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治理费用 

据采矿权人提供的《云南省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砖瓦用页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和《云南省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砖瓦用页岩矿土地复垦方案报

告书》（见附件第 120～121、129～131页），设计的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投资为

13.15 万元（不含预备费）、矿山土地复垦总投资为 15.12 万元（不含预备费及评估

基准日前已开支的土地复垦费用）。本报告将上述两项投资按评估计算的矿山服务年

限分摊计入生产成本（属经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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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费用取 0.0003 元 /坯 [（ 13.15＋ 15.12）

÷93150.00 ]，年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费用为 0.94 万元（0.0003 ×3105）。 

（4）管理费用 

年管理费用＝年安全生产费用＋年矿产资源补偿费＋年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治理费用 

＝10.00 ＋0.00 ＋0.94  

＝10.94 （万元） 

本项目取年管理费用 10.94 万元；折合单位管理费用 0.0035 元/坯（10.94 ÷

3105）。 

12.10.3 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按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规定计算。 

据“12.9流动资金”，宏强砖厂流动资金为 96.39万元，假定未来生产年份该矿

流动资金的 70%为银行贷款。本次评估按中国人民银行 2015 年 10月 24日起执行的一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4.35%进行估算。则正常生产年份财务费用为： 

正常生产年份财务费用 

＝流动资金×70%×贷款利率 

＝96.39×70%×4.35% 

＝2.93（万元） 

本评估项目取正常生产年份年财务费用 2.93 万元，单位财务费用为 0.0009 元/

坯（2.93÷3105）。 

12.10.4 销售费用 

本评估项目销售费用按销售收入的 2%计提。据此本评估项目取年销售费用 18.63 

万元（931.50 ×2%），单位销售费用 0.0060 元/坯（18.63 ÷3105）。 

12.10.5 总成本费用 

年总成本费用 

＝年生产成本＋年管理费用＋年财务费用＋年销售费用 

＝790.85 ＋10.94 ＋2.93 ＋18.63  

＝823.3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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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评估项目年总成本费用取 823.36 万元；折合单位总成本费用 0.2652 元/坯

（823.36 ÷3105）。 

12.10.6 经营成本 

年经营成本 

＝年总成本费用－年折旧费－年维简费－年财务费用 

＝823.36 －53.41 －0.00 －2.93  

＝767.01 （万元） 

本评估项目年经营成本取 767.01 万元；折合单位经营成本 0.2470 元/坯（767.01 

÷3105）。 

经营成本费用估算详见附表七、附表八。 

12.11 税费估算 

12.11.1 销售税金及附加 

本项目的销售税金及附加主要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和资源税。 

（1）应交增值税 

应交增值税为销项税额减进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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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4月 1日开始增值税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

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矿业权评估中，为简化计算，计算增值税进项税

额时以材料费、动力费、修理费、机器设备及建筑工程为税基，材料费、动力费、修

理费及机器设备进项税税率为 13%，建筑工程进项税税率 9%。 

正常生产年（以 2021年为例）应交增值税计算如下： 

正常生产年销项税额＝年销售收入×销项税率（13%） 

＝931.50 ×13% 

＝121.10 （万元） 

正常生产年进项税额 

＝（年外购材料费＋年外购燃料及动力费＋年修理费）×进项税率（13%） 

＝（248.40 ＋100.91 ＋15.5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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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3 （万元） 

正常生产年应交增值税 

＝121.10 －47.43  

＝73.67 （万元） 

（2）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以应交增值税为税基。宏强砖厂采矿权人登记地址

为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浦贝乡浦贝社区汪水村，本报告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取 1%。 

正常生产年份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年应交增值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 

＝73.67 ×1% 

＝0.74 （万元） 

（3）教育费附加 

国家规定的教育费附加费率为增值税的 3%。 

正常生产年份年教育费附加＝年应交增值税额×教育费附加费率 

＝73.67 ×3% 

＝2.21 （万元） 

（4）地方教育附加 

据《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政策的通知》（云

财综〔2011〕46 号），自 2011年 1月 1日起云南省地方教育附加费率调整为 2%。 

正常生产年份年地方教育附加＝年应交增值税额×地方教育附加费率 

＝73.67 ×2% 

＝1.47 （万元） 

（5）资源税 

根据《关于印发云南省全面推进资源税改 关于印发云南省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

实施方案的通知》（云财税〔2016〕46 号），页岩矿征收对象为原矿，计征方式为从

量计征，适用税费为 1.5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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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资源税的税目、税率，

依照《税目税率表》执行；《税目税率表》中规定实行幅度税率的，其具体适用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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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考虑该应税资源的品位、开采条件以及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等情况，在《税目税率表》规定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从衰竭期矿山（设

计开采年限超过十五年，且剩余可采储量下降到原设计可采储量的 20%以下或剩余服

务年限不超过 5 年的矿山）开采的矿产品，减征 30%资源税。《税目税率表》中规定

页岩征税对象为原矿或选矿，税率幅度为 1%～10%。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 2020年 9月 1日前页岩资源税参照“云财税〔2016〕46 号”

从量计征，税费为 1.50 元/吨。由于云南省政府尚未出台新的资源税率标准，2020

年 9月 1日后根据《税目税率表》取页岩资源税税率为 5.5%[（1%＋10%）÷2]。 

本次评估以正常生产年（2021年）为例，资源税计算如下： 

由于《税目税率表》页岩征税对象为原矿或选矿，本次评估产品方案为红砖，且

据评估人员调查，当地没有专门的页岩矿交易市场，因此，页岩矿价格只能从砖的销售

价格中分析获取。具体方法为：从砖的不含税销售收入中扣除流转税（附加）、行业

利润以及不含页岩矿成本的其他各项制砖成本之后，其剩余部分即为页岩矿价格。计

算公式为： 

页岩矿价格＝红砖不含税销售价―流转税（附加）―行业利润―不含页岩矿成本

的制砖总成本费用 

据本报告“12.7.3 销售价格”，红砖不含税销售价为 0.30 元/坯；按现行税费政

策，计算得流转税为 0.78%[13%×（1%＋3%＋2%）]；据评估人员在国家统计局网站查

询，非金属矿采选业 2018 年至 2019 年 6 月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8.19%；根据《易

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基本情况介绍》、《易门县十街彝族乡贾姑红砖厂采土场基本情

况介绍》和《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基本情况介绍》，整理统计得平均不含页岩

矿成本的制砖总成本费用为 0.2138元/坯，页岩平均占比为 62.50%，红砖规格均为：

240×115×53 毫米；据《评审意见书》，矿石体重为 2.20 吨/立方米。将前述数据

代入页岩矿价格计算公式，计算得页岩矿销售价格为 29.47 元/吨。则： 

正常生产年（2021年）资源税应纳税额 

＝5.00 ×29.47 ×5.50% 

＝8.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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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评估计算期最后 5年的资源税按正常生产年应交资源税的 70%估算。 

（6）年销售税金及附加 

正常生产年销售税金及附加 

＝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年教育费附加＋年地方教育附加＋年资源税 

＝0.74 ＋2.21 ＋1.47 ＋8.10  

＝12.52 （万元） 

12.11.2 所得税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 年 3 月 16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 25%。本报告按

25%税率估算企业所得税。估算基数为销售收入总额减准予扣除项目后的应纳税所得

额，准予扣除项目包括总成本费用、销售税金及附加（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和资源税）。 

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1年为例）年企业所得税 

＝（年销售收入－年总成本费用－年销售税金及附加）×所得税税率 

＝（931.50 －823.36 －12.52 ）×25% 

＝23.90 （万元） 

12.12 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规定：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

酬率。无风险报酬率可以选取距离评估基准日前最近发行的长期国债票面利率、选取

最近几年发行的长期国债利率的加权平均值、选取距评估基准日最近的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 5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等作为无风险报酬率。本次评估无风险报酬率选取距离评

估基准日前最近发行的长期国债票面利率 4.00%。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风险报酬率＝生产阶段风险报酬率＋行

业风险报酬率＋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生产阶段风险报酬率、行业风险报酬率、财务

经营风险报酬率分别为 0.15～0.65%、1.00～2.00%、1.00～1.50%，由此计算得风险

报酬率在 2.15%（0.15%＋1.00%＋1.00%）至 4.15%（0.65%＋2.00%＋1.50%）之间。

折现率在 6.15%（2.15%＋4.00%）至 8.15%（4.15%＋4.00%）之间。 

本次评估折现率取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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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应征收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13.1 评估计算年限内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评估值 

将第 12章参数代入“10.2 折现现金流量法的计算公式”，计算出评估计算年限

（30 年）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为 194.18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

佰玖拾肆万壹仟捌佰元整。 

计算过程详见附表二。 

13.2 应征收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应征收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采用《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

推荐的下列公式计算： 

 

 

公式中：P—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P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30.00 年）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

评估值（194.18 万元）； 

Q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30.00 年）内拟动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157.91 

万吨）； 

Q—需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量

（334）？（202.30 万吨）； 

k—地质风险调整系数（取 1.00）。 

据“12.6.2 服务年限”，评估计算年限（30.00 年）内拟动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157.91 万吨。 

据《易门县浦贝乡烂皮树砖厂建筑砖用页岩矿采矿权成交确认书》，宏强砖厂 2008

年首次设立时挂牌出让年限为 5年，生产规模为 3万吨/年（见附件第 135～138页）。

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开采的综合回收率为 95%（见附件第 93页）。计算得 2008

年首次设立时处置价款的资源储量为 15.79 万吨（5.0×3.00÷95%）。 

据《采矿权出让合同》，宏强砖厂 2014 年办理采矿权延续时出让年限为 5 年；

生产规模为 3万吨/年（见附件第 140～144页）。据本公司“云陆矿采评报〔2014〕

第 025号”评估报告书，生产规模为 3.00 万吨/年，评估计算年限为 5年，评估计算

kQ
Q

P
P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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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收益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202.30 万吨，则：根据玉溪市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

基准价计算的矿区范围需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的采矿权出让收

益为 242.76万元（1.20×202.30 ），大写人民币贰佰肆拾贰万柒仟陆佰元整。 

17．评估基准日期后调整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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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台，矿产品市场价格的较大波动等。本次评估在评估基准

日后至出具评估报告日期（评估报告日）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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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

规定页岩资源税税率幅度为 1%～10%。由于云南省政府尚未出台新的资源税率标准，

本次评估 2020年 9月 1日后根据《税目税率表》取页岩资源税税率为 5.5%[（1%＋10%）

÷2]。 

18．特别事项说明 

18.1 评估结论使用的有效期 

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规定，本报告评估结果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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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以内，如果矿产资源储量发生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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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产生明显影响时，评估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采矿权出让收益。 

超过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需重新进行评估。 

18.2 评估结论有效的其他条件 

本项目评估结论是以特定的评估目的为前提，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技术

经济资料，并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确定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评估中没有考虑将

本报告用于其他目的可能对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所带来的影响，也未考虑其他不可

抗力可能对其造成的影响。如果上述前提条件发生变化，本评估结论将随之发生变化

而失去效力。 

18.3 关于已经处置过采矿权价款的资源储量 

本报告根据委托方和采矿权人提供的资料推算已经处置过采矿权价款所对应的

资源储量为 32.46 万吨，如有新的资料显示已经处置过采矿权价款所对应的资源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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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述数据有较大差异，应对应缴纳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调整。 

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18.4 关于资源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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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资源税的税目、税率，

依照《税目税率表》执行；《税目税率表》中规定实行幅度税率的，其具体适用税率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考虑该应税资源的品位、开采条件以及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等情况，在《税目税率表》规定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从衰竭期矿山（设

计开采年限超过十五年，且剩余可采储量下降到原设计可采储量的 20%以下或剩余服

务年限不超过 5 年的矿山）开采的矿产品，减征 30%资源税。《税目税率表》中规定

页岩征税对象为原矿或选矿，税率幅度为 1%～10%。 

由于云南省政府尚未出台新的资源税率标准，本次评估 2020 年 9 月 1 日后根据

《税目税率表》取页岩资源税税率为 5.5%[（1%＋10%）÷2]。 

若后期云南省政府出台新的资源税率标准与本次评估所用税率不一致，将影响本

次评估结果。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此问题。 

18.5 其他责任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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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与评估委托方及采矿权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本次评估工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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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相关资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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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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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评估报告含有若干附表和附件，附表是构成本评估报告的必要组成部分，与本

评估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附件是编制本评估报告的重要依据。 

本评估报告经本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并加盖评估机构评估

报告专用章及矿业权评估师专用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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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矿业权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本评估报告及评估结论仅供委托方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不应同

时用于或另行用于其他目的。 

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属于委托方。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

未征得本公司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

体。未经委托方许可，本公司不会随意向任何单位、个人提供或公开。 

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20．矿业权评估报告日  

本项目评估报告日即出具评估报告的日期为 2019年 9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