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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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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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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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08 万元（1.20×155.90 ），大写人民币壹佰

捌拾柒万零捌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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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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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采矿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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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矿权人为易门志成建材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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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门志成建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425069847824K；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易门县六街街道办事处二街社区迤栖冲 15组狮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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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王磊； 

注册资本：壹仟捌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3年 06月 25日； 

营业期限：2013 年 06月 25日至 2063年 06月 25日；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销售，新型页岩砖生产、销售。 

4．评估目的 

易门县自然资源局拟征收“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采矿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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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采矿权”。 

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采矿许可证》由易门县国土资源局颁发，其登记内

容为：证号：C5304252016107130143129；采矿权人：易门志成建材有限公司；矿山

名称：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以下简称“迤栖冲页岩矿”）；开采矿种：砖瓦

用页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15.00 万吨/年；矿区面积：0.049平方千

米；矿区范围由 5个拐点圈定；开采深度：由 1900米至 1830 米标高；有效期限：伍

年，自 2016年 10月 25日至 2022年 10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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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8089.39 34520693.95 

矿 2 2748089.39 34520823.95 

矿 3 2747789.39 34520863.95 

矿 4 2747789.39 34520713.95 

矿 5 2747869.39 34520663.95 

矿区面积 0.049 平方千米 

开采深度 由 1900 米至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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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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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30425201610713014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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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权属争议。 

矿山名称：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 

开采矿种：砖瓦用页岩；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15.00 万吨/年；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据《云南省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普查报告》，矿

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为迤栖冲页岩矿矿区范围，面积：0.0487 平方千米，开采深度：

由 1900米至 1830 米标高。 

资源储量类型及数量：据《云南省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普查报告》，截至

储量估算基准日 2013年 10月 16日，迤栖冲页岩矿矿区范围内共求获资源量（333）

34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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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41 

万吨，则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346.41 万吨。 

5.3 评估对象历史沿革 

据采矿权人提供的《采矿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2016〕01 号），2016 年

易门志成建材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取得迤栖冲页岩矿采矿权。2016年 10月 25

日，取得由易门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的 C5304252016107130143129 号《采矿许可证》，

其登记内容详见“5.1 评估对象”。 

5.4 评估对象评估史 

2016年，本公司以“云陆矿采评报〔2016〕第 023号”评估报告书对该采矿权进

行了评估。评估目的：出让底价；评估基准日：2016 年 4 月 30 日；评估范围：《<

云南省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普查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玉矿储评

字〔2013〕043 号）正文第 4 页中“表 1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中确定的矿区范围

（拐点坐标详见表 1）；出让规模为 15.00 万吨/年；出让年限（评估计算年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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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年；评估计算期内动用保有资源量 190.51 万吨；评估结论 41.68 万元（见附件

第 89～91页）。 

5.5 评估对象有偿处置情况 

据采矿权人提供的《采矿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2016〕01号），2016年易

门志成建材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取得迤栖冲页岩矿采矿权。采矿权出让年限为 6

年；生产规模 15.00万吨/年；采矿权出让价款为 640000元（见附件第 83～87页）。

据采矿权人提供的《云南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单位执收）》（No：0032069052），

易门志成建材有限公司于 2016年 8月 25日一次性缴纳了采矿权价款 640000元（见附

件第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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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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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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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425069847824K）； 

（3）《采矿许可证》（证号：C5304252016107130143129）； 

（4）《关于<云南省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普查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

案证明》（玉矿储备〔2013〕043号）； 

（5）《<云南省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普查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

（玉矿储评字〔2013〕043号）； 

（6）《云南省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普查报告》（云南省有色地质局三一

三队 2013年 11月提交）； 

（7）《关于<云南省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开发利用方案>评审备案证明》

（玉矿开备〔2014〕006号）； 

（8）《云南省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书》（玉矿开

评〔2014〕006号）； 

（9）《云南省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开发利用方案》（云南省有色地质局

三一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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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易门县迤栖冲砖瓦

用页岩矿普查报告》及《<云南省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普查报告>矿产资源储量

评审意见书》（玉矿储评字〔2013〕0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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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矿区位置和交通 

迤栖冲页岩矿位于易门县城（龙泉镇）约 195°方向，平距约 12.5千米处，矿区

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02°12′24″、北纬 24°50′08″，属易门县六街镇管辖。

有简易公路与矿山道路相连，六街至易门县城有公路相通，交通运输条件十分方便。 

8.2 矿区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矿区地处云贵高原，区内最高海拔 2008.8米（老尖山），最低海拔 1776米，相

对高差 232.8 米，矿区侵蚀基准面最低标高 1825 米，属构造、剥蚀作用形成的岩溶

地貌。矿区属绿汁江流域（区域上属红河水系）支流扒河的补给区，区内无常年性地

表水体。区内植被覆盖程度较低，以灌木丛为主。 

易门县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类型。据易门县气象局统计资料，1996 年至 2005

年十年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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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风和西南风为最多，风向频率 8～15%，年平均风速 1.12米/秒，最大年平均

风速 1.4米/秒，最小年平均风速 0.8 米/秒。 

根据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资料，该区属地震基本烈度 7 度区。 

居民以汉族为主，彝族次之。以农业为主，主产玉米、烤烟，易门县境内工业有

酒厂、冶炼厂、水泥厂、瓷厂、钢铁厂、玻璃厂等。 

8.3 矿区地质工作概况 

（1）二十世纪 70 年代，云南省地质局区测队在矿区开展过 1∶20 万昆明幅地质普

查及矿产普查工作，对矿区一带及外围的地层、岩石、构造等作了系统的调查和总结。 

（2）1986年，云南省有色地质局三一三队在矿区范围内开展了了 1∶5万地质测

量，但是在矿区内未开展更进一步的勘查工作，也未投入任何勘查工程。 

（3）2013年 10月，云南省有色地质局三一三队在矿区范围内进行储量核实工作，

并于 2013 年 11 月提交了《云南省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普查报告》。2013 年

12月 23日至 12 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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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普查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

书》（玉矿储评字〔2013〕043号）。2013 年 12 月 27 日，玉溪市国土资源局以《关

于<云南省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普查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玉矿

储备〔2013〕043 号）对该报告进行了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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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3年 10月 16日，评审通过的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量（333）136.92 万立

方米（346.41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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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古界昆阳群美党组（Pt2m）、大龙口组（Pt2d），局

部地段分布有第四系（Q），分述如下： 

（1）第四系（Q） 

由残坡积、洪积、冲积砾石、砂、粘土组成。 

（2）美党组（Pt2m） 

灰绿色、深灰色、灰黑色板岩、条带板岩和薄层泥灰岩，岩石新鲜时呈灰绿色，

风化后呈砖红色，并出现与“红层”相似的“蒜瓣”构造。顶部为中厚层—厚层隐

晶质灰岩及深灰色块状藻灰岩，隐晶质灰岩常呈肉红色，顶底部地层薄，夹泥质。

条带板岩有泥质和粉砂交互条带和色调条带两种，板岩中含大量顺层分布的灰岩小

扁豆体，风化形成串珠状空洞，是美党组的一个重要特征。该组底与大龙口组呈整

合接触，厚 368～762 米。 

（3）大龙口组（Pt2d） 

下部为深灰色、青灰色厚层灰岩，厚 117 米；底部产两层个体较大的叠层石，

叠层石高 20～50 厘米，直径 3～20 厘米，一般 5～10 厘米，每层厚 30 米以上；中

部为叠层灰岩、灰岩、白云质灰岩、泥灰岩，厚 34 米，产一层个体较小的叠层石，

叠层石高一般小于 20 厘米，直径 0.5～5 厘米，一般 1～4 厘米；上部薄层灰岩与

泥灰岩互层，往上逐渐过渡为美党组底部的板岩夹薄层泥灰岩，厚 204 米；叠层石

是大龙口组的重要标志，其特征明显，稳定，分部广，是地层对比的重要依据。该

组与美党组为整合关系。厚度 40～355 米。 

8.4.2 矿区构造 

矿区处于罗茨一易门断裂西侧。矿区内褶皱发育，主要有老尖山背斜，背斜轴呈

北西向，核部地层为昆阳群大龙口组（Pt2d）深灰色、青灰色厚层灰岩，两翼地层为

昆阳群美党组（Pt2m）灰绿色、深灰色、灰黑色板岩、条带板岩和薄层泥灰岩。矿体

处于背斜昆阳群美党组中，西翼灰岩总体走向北 60°东，倾向北西，倾角 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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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翼灰岩总体走向北 15°～20°东，倾向南东，倾角 70°～80°。 

8.5 矿产资源概况 

8.5.1 矿体特征 

矿区范围内出露岩石均为昆阳群美党组板岩，夹泥岩，粉砂岩。矿体呈层状产出，

总体产状 106°∠44°。矿体平面形状（矿区范围形状）为多边形，长 300米左右，宽

165米左右，平均厚度 28米，最大厚度 70米，平面面积 0.0487平方千米。 

8.5.2 矿石质量 

矿石主要矿物成分为泥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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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区矿石主要矿物成份为泥质，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矿区内矿石各物质含量为：

SiO2 59.22%、Al2O3 18.64%、Fe2O3 9.69%，其它：CaO 0.63%、MgO 0.95%。 

矿区内页岩矿干燥状态下的抗压强度 91.4～97.7兆帕，平均 95.0兆帕，饱和状

态下的抗压强度 76.7～93.2兆帕，平均 86.9 兆帕。矿区内页岩矿矿石平均软化系数

为 0.92，属软化系数高、耐水性好的矿石。 

8.5.3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矿区内矿石化学成分含量均在砖瓦用粘土化学成分允许波动范围内，粉抹后的泥

岩性状介于砂质粘土和粘土之间，塑性指数为中等可塑性。因此，矿区内的板岩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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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区属绿汁江流域（区域上属红河水系）支流扒河的补给区，区内碳酸盐岩溶地

层发育，岩溶地层直接裸露地表，地表水较为贫乏。矿区属地下水的补给—径流区，

区内碳酸盐岩岩溶地貌发育，岩溶地层直接裸露地表，直接接受大气降水补给，大气

降水渗透极强。大气降水是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源，通过人工取水及岩溶泉水点（矿区

范围外）排泄。未来矿床将采用露天开采，矿坑充水水源为大气降水，充水量与大气

降水的强度、采场范围的大小、地形条件相关，充水方式为大气降水通过坡流、采场

边帮和直接降水汇入采场内。 

综上所述，矿区水文地质属简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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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工程地质条件 

根据矿区内岩(土)工程地质特征，结合地质勘查工作对地层的划分，将区内工程

地质岩组划分为三类： 

（1）散体结构软弱岩组：由第四系残坡积、冲洪积松散堆积物组成，岩性为砾

石、砂、粘土，岩组力学强度低且差异大，工程地质条件差。 

（2）可溶盐岩类坚硬岩组：为昆阳群大龙口组灰岩。大龙口组灰岩是与采矿活

动关系最为密切的围岩，矿体呈中—厚层状产出，岩石较为完整，节理裂隙不发育，

未风化至微风化，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Ⅱ级。 

（3）层状结构较坚硬岩组：美党组板岩、泥质砂岩、粉砂岩主要分布于矿区范

围内，呈薄—中厚层状、千枚状，工程力学性质相对较低。 

露天采场设置于昆阳群美党组地层中，边坡也将由该套岩体构成。根据在易门县

区内对砖瓦用页岩矿已有人工边坡的调查，结合岩层（矿体）产状与边坡角的相互关

系分析，采场最终边坡角小于 50°，安全平台宽 4米，台阶高度在 5米以下的条件下，

岩体边坡稳定。若坡面角过大，或台阶高度过高，有可能导致边坡岩体的失稳。矿山

工程地质问题主要是露天边坡的稳定性。矿山若不按开发利用方案采矿，形成陡直高

边坡，就有可能导致崩塌、滑坡等边坡失稳，从而对矿山工作人员、采场、采矿作业

机械等造成危害。 

综上所述，工程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8.6.3 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与人口密集区有一定距离，采矿活动对附近居民无影响。采矿产生的少量粉

尘，对环境影响甚微。矿区地震基本烈度为七度，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 

矿区内分布的地层主要为坚硬岩层，且区内地质构造简单，现有的地质灾害主要

为局部的、小型的岩溶塌陷及滑坡。采矿活动可能对地质环境的破坏或影响甚微，主

要表现为形成一定面积的露天采场，影响地表景观。 

采矿活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有：露采边坡过高过陡导致崩塌、滑坡，废土废渣

堆放不当引发泥石流。 

综上所述，环境质量条件属中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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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矿山开发利用现状 

迤栖冲页岩矿矿山为正常生产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采出矿石经破碎筛分

后加工成砖坯，经晾晒后入窑烧制成红砖，产品主要销售至周边村镇、易门县城和通

海县、晋宁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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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评估方法 

10.1 评估方法的选取 

2013 年 11 月，云南省有色地质局三一三队提交了《云南省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

页岩矿普查报告》，该报告经相关职能部门审查通过并备案。2013 年 12 月，云南省

有色地质局三一三队提交了《云南省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开发利用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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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了迤栖冲页

岩矿其他相关资料。 

综合分析上述资料，迤栖冲页岩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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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迤栖冲页岩矿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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迤栖冲页岩矿采矿权出让

收益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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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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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评估相关资料评述 

本次评估采矿权人提供了《云南省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普查报告》（以下

简称《普查报告》）及其评审、备案材料、《云南省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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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云南省有色地质局三一三队提交了《普查报告》（见附件第 27

页），2013 年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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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普查报告>矿产

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玉矿储评字〔2013〕043 号）（以下简称《评审意见书》，

1

1
( )

(1 )

n

t t
t

P CI C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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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第 13 页）。2013 年 12 月 27 日，玉溪市国土资源局以《关于<云南省易门县

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普查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玉矿储备〔2013〕043

号）对该报告进行了备案（见附件第 12 页）。 

截至 2013 年 10 月 16 日，评审通过的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333）136.92

万立方米（346.41 万吨)（见附件第 24、47页）。 

评估人员分析后认为：《普查报告》由具有固体矿产勘查资质的单位编制（见附

件第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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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报告》的储量估算范围在本次评估范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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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有色地质局三一三队提交了《开发利用方案》（见附件第

67 页）。2014 年 1 月 24 日至 3 月 15 日，玉溪市矿业协会组织专家对该报告进行了

评审，并出具了《云南省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书》（玉

矿开评〔2014〕006 号）（见附件第 50 页）。2014年 3月 18日，玉溪市国土资源局

以《关于<云南省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开发利用方案>评审备案证明》（玉矿开

备〔2014〕006号）（见附件第 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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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其他资料评述 

本次评估人员还收集到了《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基本情况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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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易门县十街彝族乡贾姑红砖厂采土场基本情况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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迤栖冲页岩矿及易门县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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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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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 

12.1.1 储量估算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据《普查报告》及其《评审意见书》，截至 2013 年 10 月 16 日，迤栖冲页岩矿

矿区范围内评审通过的保有资源量（333）346.41 万吨（见附件第 24、47页）。 

12.1.2 2006 年 9月 30日至储量核实基准日动用资源储量 

据采矿权人提供的《采矿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2016〕01 号），2016 年

易门志成建材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取得迤栖冲页岩矿采矿权。即，迤栖冲页岩

矿采矿权 2016年首次设立，2006年 9 月 30日至储量核实基准日矿山未开采，无动用

资源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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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304252016107130143129，

矿区面积：0.049 平方千米，开采深度：由 1900 米至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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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46.41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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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34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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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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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利用方案》没有设计采矿回采率指标。《普查报告》采矿回采率按 95%计

算（见附件第 47 页）。 

本次评估采矿回采率取 95%。 

12.4 产品方案 

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矿产品为页岩矿，采出资源后可以直接投入砖厂利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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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 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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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可采出资源储量＝设计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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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边坡损失量为 174.09 万吨（见附件第 78页）。据本报

告“12.3 采矿技术指标”，采矿回采率为 95%。则：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346.41 －174.09 ）×95% 

＝163.70 （万吨） 

本次评估利用可采储量为 1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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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万吨/年（见附件第 11页）。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规模为 15.00 万吨/年（见附件第 78页）。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生产规模为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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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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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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70 万吨； 

A—矿山生产能力，15.00 万吨/年； 

由此计算出迤栖冲页岩矿的矿山服务年限为： 

T＝163.70 ÷15.00 ＝10.91 （年） 

迤栖冲页岩矿为正常生产矿山，无基建期。本报告评估计算年限取 10.91 年（折

合 10年零 11个月），自 2019年 7月至 2030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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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2 产品产量 

据“12.6.1 生产能力”，原矿年产量为 15.00 万吨。 

据《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基本情况介绍》，红砖规格为：240×115×53

毫米，制砖原料配比为：页岩∶煤渣＝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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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 坯（1÷0.001463÷75.00%）。 

据《评审意见书》，矿石体重为 2.53 吨/立方米（见附件第 19 页）。计算得每

吨页岩可以制砖 360 坯（911÷2.53），则对应年产红砖 5400.00 万坯（15.00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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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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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基本情况介绍》，迤栖冲页岩矿 2017年、2018年、

2019年 1～6月红砖销售价格分别为 0.26元/坯[（0.25＋0.27）÷2]、0.26元/坯[（0.25

＋0.27）÷2]、0.245元/坯[（0.24＋0.25）÷2]（见附件第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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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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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销售收入＝产品年产量×产品销售价格 

＝5400.00×0.30  

＝1,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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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迤栖冲页岩矿评估用固定资产投资额。

即先根据采矿权人提供的《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基本情况介绍》和评估人员收

集到的易门县同类矿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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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投资数据计算出单位生产能力投资，然后根据迤栖冲页岩矿生

产规模计算确定评估用固定资产投资。 

评估人员根据《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基本情况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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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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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第 100～103）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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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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迤栖冲页岩矿的红砖年产量为 5400.00 万坯，

则迤栖冲页岩矿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1676.25 万元（310.42 ÷1000×5400.00）。

根据《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基本情况介绍》中各投资分项比例划分并分摊其他

费用后，计算得迤栖冲页岩矿房屋建筑物投资额为 957.86 万元，机器设备投资额为

7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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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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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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6.25 ×10.00% 

＝167.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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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评估单位成本根据采矿权人提供的《易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基本情况介绍》

和评估人员收集的易门同类矿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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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第 100～101、103页）平均单位制

砖成本调整取值。评估人员根据前述资料整理后单位制砖成本费用详见下表 3。 

表 3    单位制砖成本费用表（单位：元/坯） 

序号 项目 宏强砖厂 贾姑红砖厂 迤栖冲页岩矿 平均成本 

1 人工工资 0.1200 0.0500 0.0700 0.0800 

2 煤 0.0800 0.0900 0.1000 0.0900 

3 电 0.0275 0.0400 0.0400 0.0358 

4 油 0.0050 0.0150 0.0150 0.0117 

5 修理费 0.0050 0.0250 0.0100 0.0133 

合计 0.2375 0.2200 0.2350 0.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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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00 元/坯。 

本次评估外购材料费取 0.0900 元/坯，年外购材料费 486.00 万元（0.0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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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0.00）。 

（2）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据“表 3”，电费为 0.0358 元/坯、油费为 0.0117 元/坯。 

本次评估外购燃料及动力费取 0.0475 元/坯（0.0358 ＋0.0117 ），年外购燃料

及动力费 256.50 万元（0.0475 ×5400.00）。 

（3）工人工资及福利费 

据“表 3”，人工工资为 0.0800 元/坯。 

本次评估工人工资及福利费取 0.0800 元，年工人工资及福利费 432.00 万元

（0.0800 ×5400.00）。 

（4）制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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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7.86 ×（1－5%）÷20  

＝4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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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39 ×（1－5%）÷15  

＝45.50 （万元） 

年折旧费＝45.50＋45.50 ＝91.00 （万元） 

单位折旧费＝91.00 ÷5400.00＝0.0169 （元/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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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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迤栖冲页岩矿剥离工程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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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33 元/坯。 

本次评估修理费取 0.0133 元/坯，年修理费 72.00 万元（0.0133 ×5400.00）。 

④ 制造费用 

年制造费用 

＝年折旧费＋年维简费＋年修理费 

＝91.00 ＋0.00 ＋72.00  

＝163.00 （万元） 

折合单位制造费用 0.0302 元/坯（163.00 ÷5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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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00 ＋256.50 ＋432.00 ＋163.00  

＝1,337.50 （万元） 

折合单位生产成本为 0.2477 元/坯（1,337.50 ÷5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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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6 元/坯（2.00÷360），年安

全生产费用 30.00 万元（0.0056 ×5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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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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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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取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建立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指导意见》（财建〔2017〕638 号），财政部、国土资

源部、环境保护部取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

金。矿山企业按照满足实际需求的原则，根据其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将矿

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费用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预计弃置费用，计入相关资产的

入账成本，在预计开采年限内按照产量比例等方法摊销，并计入生产成本。 

据采矿权人介绍，迤栖冲页岩矿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及土地复垦方案尚

未编制完成。本次评估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费用参照《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

理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云政发〔2006〕102 号）计算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

金的方法估算。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费用估算标准根据《采矿许可证》批准登记的面积、有效

期、矿种、开采方式以及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因素，按照下列方法确定：保证金

收取总额＝单位面积收取标准×登记面积×影响系数。非金属矿山单位面积收取标准

为 0.10～0.80 元/平方米•年。迤栖冲页岩矿开采方式为露天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

本评估项目取单位面积收取标准为 0.45元/平方米•年[（0.10＋0.80）÷2]，矿区面

积为 0.049 平方千米，影响系数取 1.0。则年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费用为 2.21 万

元（0.049×1000000×0.45×1.0÷10000），单位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费用为 0.0004 

元（2.21 ÷5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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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0.00 ＋2.21  

＝32.21 （万元） 

本项目取年管理费用 32.21 万元；折合单位管理费用 0.0060 元/坯（3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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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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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迤栖冲页岩矿流动资金为 16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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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63×70%×4.35% 

＝5.10（万元） 

本评估项目取正常生产年份年财务费用 5.10 万元，单位财务费用为 0.0009 元/

坯（5.10÷5400.00）。 

12.10.4 销售费用 

本评估项目销售费用按销售收入的 1%计提。据此本评估项目取年销售费用 16.20 

万元（1,620.00 ×1%），单位销售费用 0.0030 元/坯（16.20 ÷5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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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50 ＋32.21 ＋5.10 ＋16.20  

＝1,391.01 （万元） 

本评估项目年总成本费用取 1,391.01 万元；折合单位总成本费用 0.2576 元/坯

（1,391.01 ÷5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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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1.01 －91.00 －0.00 －5.10  

＝1,294.91 （万元） 

本评估项目年经营成本取 1,294.91 万元；折合单位经营成本 0.2398 元/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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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4.91 ÷5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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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生产年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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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00 ×13% 

＝2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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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00 ＋256.50 ＋72.00 ）×13% 

＝105.89 （万元） 

正常生产年应交增值税 

＝210.60 －105.89  

＝1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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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迤栖冲页岩矿采矿权人登记

地址为易门县六街街道办事处二街社区迤栖冲 15 组狮子山，本报告城市维护建设税

税率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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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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1 ×1%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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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1 ×3%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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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1 ×2%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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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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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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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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县迤栖冲砖瓦用页岩矿基本情况介绍》、《易门县宏强砖厂采土场基本情况介绍》

和《易门县十街彝族乡贾姑红砖厂采土场基本情况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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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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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3 元/吨。则： 

正常生产年（2021年）资源税应纳税额 

＝15.00 ×25.63×5.5% 

＝21.1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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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3.14 ＋2.09 ＋21.14  

＝2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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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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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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00 －1,391.01 －27.42 ）×25% 

＝5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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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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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为 282.31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佰捌拾贰

万叁仟壹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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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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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P—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P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282.31 

万元）； 

Q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34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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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90 万吨）； 

k—地质风险调整系数（取 1.00）。 

据“12.1.4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的确定”，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346.41 万吨。 

据《采矿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2016〕01号），迤栖冲页岩矿采矿权出让

年限为 6年，生产规模 15.00万吨/年（见附件第 83～87页）。据本公司“云陆矿采

评报〔2016〕第 023 号”评估报告书，出让规模为 15.00万吨/年；评估计算年限为 6

年；评估计算期内动用保有资源量 190.51 万吨（见附件第 89～91页）。 

综上所述，迤栖冲页岩矿矿区范围内已处置采矿权价款的资源储量为 190.51 万

吨，尚未有偿处置的资源储量为 155.90 万吨（346.41 －190.51 ），按照国家及云

南省规定，已完成有偿处置的资源储量无需再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则，需缴纳采矿

权出让收益的资源储量为 155.90 万吨。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P）计算如下： 

P＝P1÷Q1×Q×K  

＝282.31 ÷346.41 ×155.90 ×1.0  

＝127.05 （万元） 

计算过程详见附表一。 

14．评估假设 

（1）评估设定的矿山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保持不变，且持续经营； 

（2）国家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在评估计算期内无重大变化； 

（3）以现有采矿、制砖技术水平为基准； 

（4）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kQ
Q

P
P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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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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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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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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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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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报告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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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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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