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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矿通评报字[2019]第 030 号 

摘    要 

 

评估机构：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委托人：山南市自然资源局。 

评估对象：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采矿权。 

评估目的：山南市自然资源局拟出让“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

石场采矿权”，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需对该采矿权进行出让收益评估。本次评估系为

实现上述目的而向评估委托人提供“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采

矿权”出让收益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19 年 6 月 30 日。 

评估日期：2019 年 5 月 17 日～2019 年 7 月 25 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评估主要参数：截止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 283.82 万立方米，

其中（333）283.82 万立方米；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283.82 万立方米，可采储量 143.80

万立方米；生产规模 9.00 万立方米/年原矿，矿山服务年限 15.98 年，评估计算年限

10.00 年(出让期 10 年拟动用的可采储量 90.00 万立方米)；产品方案为建筑用辉绿岩，

产品不含税销售价格 92.92 元/立方米；折现率 8%，采矿权权益系数 4.30%。 

评估结论：经评估人员对该采矿权调查和矿产品市场的分析，按照采矿权评估的

原则和程序，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计算确定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

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在评估基准日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386.88万元，

大写人民币叁佰捌拾陆万捌仟捌佰元整。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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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而作。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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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人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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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以上内容摘自《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采矿权

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采矿权出让收益评

估报告全文。 

 

 

评估机构：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  

 

 

矿业权评估师(签名)：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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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采矿权评估价值计算表； 

附表 2 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采矿权评估可采储量估算

表。 

 

附件 

附件 1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 

附件 2 评估机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附件 3 评估机构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 

附件 4 矿业权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及评估人员自述材料； 

附件 5 矿业权评估机构及矿业权评估师承诺书； 

附件 6《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矿产资源储量检测报告》； 

附件 7《〈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矿产资源储量检测报告〉

评审意见书》； 

附件 8《西藏自治区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辉绿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方案》； 

附件 9《〈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评审意见书》。 

 



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5 

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采矿权评估报告 

矿通评报字[2019]第 030 号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受山南市自然资源局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

采矿权评估的规定，按照公认的采矿权评估方法，对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

组协巴采石场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所表现出的价值进行了评定估

算，现将该采矿权的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1 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甲 26 号 D 座 401 室； 

法定代表人：童海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733458174W；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01 号。 

2 评估委托人 

单位名称：山南市自然资源局。 

地    址：山南市乃东区湖北大道 19 号。 

3 采矿权出让人 

单位名称：山南市自然资源局。 

地    址：山南市乃东区湖北大道 19 号。 

4 评估目的 

山南市自然资源局拟出让“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采矿

权”，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需对该采矿权进行出让收益评估。本次评估系为实现上述

目的而向评估委托人提供“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采矿权”出

让收益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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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估对象及评估范围 

5.1 评估对象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本项目评估对象是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

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采矿权。 

5.2 评估范围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和《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

采石场矿产资源储量检测报告》，拟设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

采矿权范围由 2 个区块组成，矿区面积 0.1257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4360 米至+4060

米。其中，1 区块由 4 个拐点圈闭形成，矿区面积：0.0751 平方公里；2 区块由 4 个

拐点圈闭形成，矿区面积：0.0506 平方公里。矿区范围拐点坐标分别如下： 

1 区块拐点坐标（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         X                  Y 

Q1-1   3204391.25          31369830.68  

Q1-2   3204376.57         31370013.09  

Q1-3   3204111.59         31370087.41  

Q1-4   3204175.45         31369660.56   

矿区面积：0.0751 平方公里； 

2 区块拐点坐标（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          X                  Y 

Q2-5    3204280.99           31370284.53  

Q2-6    3204311.53           31370521.90  

Q2-7    3204035.03          31370477.88  

Q2-8    3204099.37          31370276.80 

矿区面积：0.0506 平方公里。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 0 五地质队 2019 年 5 月编写了《西藏山南市琼结

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矿产资源储量检测报告》，报告经西藏自治区土地矿权

交易和资源储量评审中心以“藏矿储评字[2019]69 号”文评审通过。 

本次评估范围即为上述矿区范围，本次评估的资源储量全部在评估范围内。矿业

权范围内无权属争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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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估基准日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本次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19 年 6 月 30 日。评估报告中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该基准日客观有效标准。 

7 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包括法规依据、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具体如下： 

（1）1996年8月29日修正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2）国务院 1998 年第 241 号令发布的《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3）国务院1998年第242号令发布的《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 

（4）国土资源部国土资[2000]309号文印发《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 

（5）国土资源部国土资[2008]174号文印发《关于印发〈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 

（6）《国土资源部关于施行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 

（7）《国土资源部关于〈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公告》； 

（8）《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9）《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 

（10）《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11）《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 

（12）《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13）《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 

（14）《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矿产资源储量检测报告》； 

（15）《〈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矿产资源储量检测报告〉

评审意见书》（藏矿储评字[2019]69 号）； 

（16）《西藏自治区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辉绿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方案》； 

（17）《〈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评审意见书》（藏矿开评字[2019]37 号）； 

（18）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资料。 

8 采矿权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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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矿区交通位臵及自然地理 

8.1.1 交通位臵条件 

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位于山南市琼结县琼洁镇仲堆村境内，

行政区划隶属于琼结县琼结镇仲堆村，矿区距琼措公路约 3km，距县城约 10km，交

通较为方便。 

8.1.2 自然地理及经济概况 

拟设矿权位于西藏自治区南部、雅鲁藏布江中游南岸的琼结河谷地。区内属高原温

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区。冬春多风，气候干燥，雨季降水集中，日照充足，无霜期短。年

无霜期 125～153 天左右。年日照时数 2830 小时。年降水量 345 毫米。自然灾害主要有

干旱、风沙、霜冻、冰雹等。 

琼结以农业为主，是山南地区粮基地县之一。农作物主要有青稞、冬小麦、春小麦、

豌豆、萝卜、土豆等。畜牧业以饲养牦牛、黄牛、绵羊、山羊为主。经济林面积 150 亩，

有苹果、梨、桃等。工业以民族手工业为主，主要产品有水桶、水壶、藏柜、茶碗、手

镯、项链、香炉、酥油灯等 250 多种。 

琼结藏语意为"房角悬起多层"。第八代藏王辞世后被葬在青域，建起第一座藏王墓。

从第九代到第十五代赞普时期，先后在琼结青瓦山上修建了 6 座王宫。到 6 世纪末，在

琼结建立了匹播城，这是西藏最早的城堡。吐蕃时期，琼结属于约茹青哇于域区的青隆

千户所。公元 1268 年，萨迦地方政权在琼结县的唐布其乡一带设万户府。14 世纪中叶，

帕莫竹巴地方政权在琼结建宗。西藏噶厦政府时期，琼结为一大宗，属于山南基巧管辖。

1957 年琼结宗改为琼结县。1960 年隶属山南专区管辖。县府驻琼结雪。 

区内矿产资源有大理石、方解石、硅质岩、汉白玉、铬铁、铜、陶土等十几种矿产

品，尤其是铜、铬铁等矿产储量较大、品位高，富有开采价值。 

8.2 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解放前，本区的地质矿产工作基本上为空白区，仅有少数国内外地质工作者对本区

作过一些地质路线调查工作，资料零星；解放后，以李璞为首的地质工作组在本区开展

过路线地质矿产调查工作，填补了本区地质工作的空白。之后，本区地质矿产调查研究

工作逐渐拉开序幕，先后完成了 1:100 万、1:20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工作，有的地段还

开展了 1:5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工作，其它矿产研究工作、物化探工作也在不断展开，

到目前为止，本区的地质矿产研究工作已达到较高程度。现按工作年代将本区的地质矿

http://baike.baidu.com/view/33210.htm
http://baike.so.com/doc/1110216.html
http://baike.so.com/doc/535306.html
http://baike.so.com/doc/5581198.html
http://baike.so.com/doc/4495314.html
http://baike.so.com/doc/5710260.html
http://baike.so.com/doc/3817899.html
http://baike.so.com/doc/33504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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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研究历史及其工作程度列述于下： 

1、1972 年，国家计委地质局航空物探大队 902 队在西藏地区进行过航空磁测，著

有《西藏地区航空磁测结果报告》。 

2、1973 年，西藏地质局第二地质大队在本区山南地区开展过 1:50 万煤矿踏勘找矿

工作，编有《山南地区泽当—羊湖一带煤矿踏勘找矿地质总结》。 

3、1986～1989 年，西藏地质矿产局地质研究所夏斌、曹佑功等对雅鲁藏布江蛇绿

岩带东段（泽当—罗布莎）进行了调查研究。 

4、1963 年，西藏工业局地质大队藏南地质队在泽当—日喀则地区进行过 1:200 万

区域地质测量，编著有《西藏自治区泽当—日喀则地区区域地质测量报告》。 

5、1972 年，国家计委地质局航空物探大队 902 队在西藏地区进行过航空磁测，著

有《西藏地区航空磁测结果报告》。 

6、1973～1976 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在西藏地区进行了综合地质考

察，编著出版了《西藏地质构造》、《西藏岩浆活动和变质作用》、《西藏古生物地层》、

《西藏第四系地层》。 

7、1993 年完成的《西藏区域地质志》亦对包括查区在内的西藏全区地层、岩石、

构造、矿产进行了系统总结。1997 年完成的《西藏岩石地层》对查区地层进行了全面总

结。 

8、90 年代后期，西藏地矿厅地质二队在浪卡子一带进行了金矿普查，在扎囊县下

坝一带、洛扎茶村一带对铅银矿进行过钻探和地表普查，2000～2001 年西藏地质二队在

措美一带进行锑金等资源调查。 

本区除上述地质矿产调查历史及其资料外，涉及本区的还有许多专著：如《青藏高

原大地构造与形成演化》（1988 年）、《西藏板块构造—建造图及说明书》（1989 年）、

《西藏自治区区域地质志》（1993 年）、《西藏自治区矿产志》（1993 年）、《西藏自治区

岩石地层》（1997 年）等。 

2019 年 5 月，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 0 五地质队对拟出让矿区进行地质

勘查工作，编制了《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矿产资源储量检测

报告》。经估算，拟设矿区范围+4360m～+4060m 开采标高间建筑用辉绿岩资源量

283.82 万立方米，其中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283.82 万立方米。该报告资源

量已由西藏自治区土地矿权交易和资源储量评审中心以“藏矿储评字[2019]69 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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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通过。 

8.3 矿区地质概况 

8.3.1 矿区地质 

（1）矿区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三叠系上统郎杰学群（主要为宋热岩组安嘎岩段和江雄岩组珍

布岩段）及第四系全新统地层。 

三叠系上统郎杰学群宋热岩组安嘎岩段（T3S.a） 

该岩段总体岩石特征为灰色中—厚层状变质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中薄层状粉砂

岩，灰—深灰色含粉砂绢云板岩组成。以厚层状砂岩较多为其特征，局部含砾石，具有

水道相沉积特点。鲍玛序列不发育，发育由厚层砂、中薄层砂、粉砂、板岩组成的旋回

性沉积。局部见有重荷模沉积构造。总体以砂岩为主，局部地段以板岩为主。不同程度

地含有黄铁矿，局部较集中。该岩段在东西上横跨整个区域。整体岩石组合变化不大，

局部地段产有双壳化石，在砂岩中见有槽模沉积构造。在安嘎见有泥砾层，呈很薄（厚

仅 2～5mm）的砾石层展布于砂岩层面上；见有冲洗层理、重荷模、槽模沉积构造；见

有少量遗迹化石。在拉果勒砂岩层中见有双壳化石碎片。 

地层总体呈东西走向，倾向北西，倾角 55～62°，受构造挤压，地层褶皱发育，局

部岩层近视直立。 

三叠系上统郎杰学群宋热岩组江雄岩组珍布岩段（T3Jx.z） 

该岩段总体岩石特征为灰色中厚层、中层、中薄层状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灰

—深灰色粉砂岩与黑色泥板岩组成，砂板比约 1:1，砂岩以中层，中薄层为主，少量中

厚层状，未见厚层状砂岩，剖面上未见底模构造，鲍玛序列多发育 D-E 或 C-E 段，少量

A-D 段。该岩段岩石组合在横向上变化不大，较稳定，局部见重荷模及槽模沉积构造。 

地层总体产状与安嘎岩段一致。 

全新统冲、洪积层（Qh
al+pl） 

分布于矿低洼及平缓地带，构成现代河床、河漫滩及阶地。由于水动力条件的改变

而沉积下来。岩性具明显的二元结构，河床为青灰色松散砂砾石层，冲洪积物主要由磨

圆度较差、浑圆状，次圆状的砾石、卵石、砂、泥等混合堆积而成。砾卵石成分复杂。

河漫滩为含砾砂土，未胶结，岩性上部为粉土，下部为卵石层：黄色—土黄色含砾亚粘

土，结构中密，呈干硬状态，厚 0.2～0.8m，该层遇水后呈软塑状；下部为含砂砾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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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砂、漂石、漂卵石、卵石、结构中密—密实。漂卵石成份为砂岩、泥质粉砂岩、灰

岩、花岗岩、石英岩等，厚度不等。 

全新统残、坡积层（Qh
edl） 

分布于山前平缓地带。主要由附近岩石风华及其他表生作用形成的岩屑、粘土、砂

等组成，分布不均匀，厚度不等。 

（2）矿区构造 

矿区所在区域位于青藏高原藏南地区，地处著名的雅鲁藏布江结合带南缘，喜马拉

雅板片北缘。主要的山脉走向与区域构造线一致，属典型复杂漫长地质演化发展历史的

年轻造山系。 

矿区地处鲁藏布江缝合带中段，区内主构造线以近东西向为主，与区域构造线总体

一致。区内构造以褶皱、断裂构造为主，局部地段发育劈理、节理等。 

（3）岩浆岩 

区内岩浆岩主要为侵入岩，矿区未见喷出岩出露。 

侵入岩是岩浆建造的主要组成部分，岩浆侵入活动与板块的俯冲、消减、碰撞密切

相关。区内侵入岩隶属喜马拉雅构造—岩浆岩带的拉轨岗日构造岩浆岩亚带，亦称喜马

拉雅区带的藏南低分水岭岩带，主要为燕山晚期、喜山早期、喜山中期的侵入岩。一般

以岩株、岩墙、岩枝、岩脉等产状产出，其出露明显受到一系列东西向的逆冲断层和北

北东—南南西向的走滑断层所控制。 

8.3.2 矿体特征 

拟设矿区主采矿层为辉绿脉岩，脉体近东西向侵入三叠系地层中，脉宽 50～80m，

总长 2200m 左右。脉岩与围岩界线清楚，脉壁整齐，呈单脉状产出，顺层贯入。接触带

的围岩有强烈硅化和片理化以及很窄的热变质带。脉体总体产状 345°∠59°，与 F1 断裂

（珍布断裂）产状一致，显示出脉体被动就位的特性。矿体在地貌上表现为突出的山脊，

矿岩界线清楚。矿层顶板为三叠系上统郎杰学岩群宋热岩组安嘎岩段板岩，底板为三叠

系上统郎杰学岩群江雄岩组珍布岩段板岩夹片岩。矿体连续性好，厚度稳定。因无深部

控制工程，延深情况尚不清楚。 

8.3.3 矿石质量特征 

矿石呈灰绿色—暗灰绿色，辉绿结构，部分岩石因蚀变具变余辉绿结构，块状构造，

矿物粒径一般 0.1～0.5mm 为主，其次 1～2mm，个别<0.1mm。主要矿物成分：斜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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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5%），呈自形细柱状，长径 0.5～1mm 为主，其次有少量 1～2mm，稍显浑浊，

卡钠复合律双晶和钠长石律双晶仍较清楚，利用最大消光角法测定 An=58～60；单斜辉

石（20～25%），为透辉石，呈自形一半自形短柱状，无色，最大消光角（C∧Ng）36～38°，

有的为 40°，常充填于斜长石形成的三角形孔隙中。次要矿物成分：角闪石（5-<5％），

绿色，呈自形—半自形柱状，最大消光角（C∧Ng）20～22°，充填于孔隙中；石英(＜１％)，

呈他形粒状，不规则；绿泥石（2～3％）。次生矿物主要有绢云母、绿帘石、绿泥石等。

副矿物主要有磷灰石、榍石、磁铁矿等，磁铁矿为不规则粒状，大小 0.2～0.5～0.8mm

不等。 

8.3.4 矿体围岩与夹石 

矿体围岩主要为片岩、板岩。 

围岩中，板岩类主要为粉砂绢云板岩、绢云板岩，基本上呈现深灰色，部分浅灰色，

蓝灰色，黄灰色，少量板岩黑色含碳质，可染手。板岩常呈纹层状，或含粉砂质时出现

水平层理，并常与粉砂岩构成韵律。 

片岩类主要有二云石英片岩、钠长阳起片岩、绿泥斜长片岩。 

二云石英片岩：岩石呈浅灰色—灰色，显微鳞片变晶结构，显微片状构造，矿物粒

径 0.3～0.6mm。矿物成分：绢云母 40～50%，黑云母 10～20%，石英 25～30%，黑云

母 8～10%。鳞片矿物绢云母和白云母二者混合一起平行定向排列，在其晶片之间充填

为变质重结晶的石英，长轴方向沿片理分布，石英多呈明显拉长状。副矿物主要有锆石、

磷灰石及钛铁矿等。 

钠长阳起片岩：岩石呈灰绿色，粒状纤柱状变晶结构（图版Ⅳ-6），片状构造。矿

物粒径：0.2～0.3mm 为主要，0.8～1.5～3mm 为次要。矿物成分：阳起石 45～50%，钠

长石 40～45%，石英 1～2%，斜长石 5～10%。阳起石纤柱状和纤状，自形—半自形，

多色性微弱，长轴平行定向排列，个别呈束状和放射状排列；斜长石、石英呈变晶粒状，

洁净，双晶不清，于岩石中呈团块状聚集分布或为不规则状分布，An=27～29，为更长

石；钠长石呈它形—半自形粒状，洁净，双晶极不明显，在岩石中分布不均匀。副矿物

有榍石、磁铁矿、磷灰石等。 

绿泥斜长片岩：岩石呈浅灰绿灰绿色，鳞片柱粒状变晶结构，片状构造。矿物粒径：

0.15～0.3～0.6mm。矿物成分：斜长石 50～55%，绿泥石 35～40%，方解石 3～5%，石

英 5～8%。斜长石呈柱粒状，稍显浑浊，隐约显示聚片双晶，长轴方向大致定向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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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泥石呈鳞片状，平行定向分布明显，显示相间聚集特征。副矿物有磁铁矿等。 

8.4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矿山拟年开采建筑用辉绿岩约 9 万立方米，产品方案为筑路用料石，主要为乱毛石，

作为筑路用粗集料。矿石硬度大、具有高的抗磨耗性能和高的抗磨光性，抗冲击韧性强，

磨耗值高，耐候性强等特点。矿山经爆破-松动-铲装-破碎后即为最终产品。矿石易于加

工、存储集运输。根据矿石物化特性，本矿区辉绿岩经加工后可达到I类 1 级天然石料，

是筑路用的良好料石。 

8.5 开采技术条件 

8.5.1 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内地表无不良水体，地表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和融雪水的补给，径流条件好，

排泄通道畅通，地表水水文条件简单。 

按照含水层介质和水力性质，将区内地下水划分为松散岩类孔隙水、碳酸盐岩类裂

隙溶洞水和基岩裂隙水等三个大类。 

（1）、松散岩类孔隙水 

广泛分布于冲沟两侧与区内低洼平缓地带。受岩性结构、成因类型、地形地貌、补

给条件等因素的控制，松散岩类孔隙水的分布规律与富水性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由降

雨、冰雪融水和地表水补给，其排泄方式主要排泄给河流、蒸发。 

（2）、碳酸盐岩类裂隙溶洞水 

主要分布于碳酸盐脉岩级及脉侧。含水岩组为三叠系上统郎杰学群宋热岩组板岩、

片岩。受地质构造运动的作用与气候条件的影响，岩石的完整性较差，小型断裂与节理

裂隙比较发育，这些构造形迹大多具有较好的连通性，是当地地下水赋存与迁移的良好

场所。 

（3）、基岩裂隙水 

零星分布于区内基岩中。基岩裂隙水，尤其是在岩体表部一定深度范围内的裂隙水，

可产生动水压力，在寒冻气候条件下可冻胀，从而加剧裂隙的发展及贯通，严重时往往

导致基岩崩塌。 

综上所述，拟建矿山水文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8.5.2 工程地质条件 

（1）、岩体工程地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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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区新构造运动表现为强烈的上升活动，且北部雅鲁藏布江构造带和南部喜山北

坡高山区在速度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沿活动断裂带两侧，第四纪以来一直处于缓慢上升、

下降过程，按照区内构造活动特征将区内地层分为山地持续上升工程地层区和侵蚀剥蚀

沉降工程地层区。 

山地持续上升工程地层区：分布于调查区北部雅鲁藏布江构造带和南部喜山北坡高

山区，地形海拔较高，相对高差较大，出露有砂岩、页岩及泥灰岩等沉积岩、中酸性火

山岩及火山碎屑岩等，岩性差别较大，长期遭受风化剥蚀过程中，风化差异较为明显，

易产生岩质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侵蚀剥蚀沉降工程地层区：分布于调查区雅江支流河谷区，侵蚀切割强烈，多形成

陡崖，出露岩性为砂岩、页岩、泥灰岩、板岩和第四系松散堆积层，易发生河岸坍塌及

泥石流地质灾害。 

（2）、岩土体类型 

岩土体类型的区域分布，不仅反映了特定区域的地质环境条件，也与地质灾害的发

育分布密切相关。根据建造类型、成岩作用、岩性特征及物理力学性质，将矿区岩土体

类型划分为变质岩建造类型和松散岩类建造类型。 

1） 变质岩建造类型 

较软弱层状混合岩岩组：主要分布于矿体两侧。主要岩性为板岩、片岩。岩石风化

后易破碎。该层工程地质性质相对较差。 

2) 松散岩类建造类型 

① 砂砾质土 

主要分布于河流阶地、漫滩、山口、山前地带。由第四系砾石、卵石、漂砾、砂、

块石、碎石等组成，较疏松，粒间连结弱，孔隙比高，力学强度低；孔隙若为粘性土充

填，则力学强度高，可作为建筑物的地基。该岩组工程地质性质较差。 

② 碎石土 

主要分布于山前和沟谷地带。主要由第四系残坡积成因的碎石土、块石土及细颗粒

物组成，结构疏松，粒间连结弱，孔隙比高，力学强度低。该岩组工程地质性质差。 

矿床工程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8.5.3 环境地质条件 

从现场勘测及开采方案的设想，矿山开采采用露天剥采的方式开采需剥离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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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主要剥离土及风化层，矿体顶板的剥离是随生产平台的下降由上而下进行，

剥离土及废石运往废石场堆放。 

矿山开采采用台阶式爆破开采，开采加工过程中产生粉尘较大，建议多喷水防

止扬尘；噪音较大，但远离城镇，因此拟设矿山开采加工对外界环境影响不大，

由于矿区范围内多为荒地，植被稀疏，因此对植被影响较小。 

矿山在开采中，由于矿区采场面积为 0.1257km
2，矿山采矿活动影响范围较小。

矿山拟开采深度+4360m～+4060m，落差达 300m，矿山开采时需提防滑坡及崩塌

地质灾害，开采中需不间断的监测后缘边坡的开裂、变形情况。开采中须对采矿

边坡及时进行放坡处理，坡度角始终小于等于 60°，防止基岩受震动后产生崩塌或

滑动。 

总之，矿山开采对环境的影响较小，环境影响较轻，地质环境条件中等。 

8.6 矿山开发现状 

该矿为拟设矿山，尚未进行开发建设。 

9 评估实施过程 

根据国家现行有关评估政策和法规规定，按照委托人要求，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

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评估人员对本次评估的采矿权实施如下评估程序： 

根据有关规定，2019 年 5 月 17 日山南市自然资源局通过公开抽签方式选择我公

司为承担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的单位。

本公司接受山南市自然资源局评估委托，委托方向该公司阐明该次评估的目的、要求

及有关事宜，签订合同。 

待《资源储量检测报告》和《开发利用方案》评审通过后，委托方转交评估资料，

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出具了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我公司评估人员搜集评估所

用相关资料，并按照矿业权评估准则规定与要求对收集的该采矿权相关资料进行整

理。 

2019 年 7 月 16 日～2019 年 7 月 24 日，依据委托方提供和评估人员收集的评估

资料，进行归纳整理，确定评估方法，完成评定估算。具体步骤如下：对所评估资料

进行归纳、整理，查阅有关法律、法规，调查矿产品销售市场，分析待评估采矿权的

特点，确定评估方法、选取合理的评估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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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评估结论，并对评估结论进行修改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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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25 日，评估小组出具评估报告，经过公司内部审核后，最后向评估

委托人提交该采矿权评估报告。 

10 评估方法 

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已进行了资源储量核实工作，提交

的资源储量可供矿山开发利用并具有一定的盈利前景。该矿生产规模属小型，矿山计

算年限 10 年；矿山产品单一，生产初级化，矿山为拟建矿山，无法提供实际生产财

务资料；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和《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

本次评估确定采用收入权益法。 

其计算公式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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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采矿权评估价值； 

SIt-年销售收入； 

K-采矿权权益系数；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n)； 

n-评估计算年限。 

11 评估参数的确定 

11.1 评估参数确定的依据 

本次评估的资源储量依据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0五地质队2019年5月编

写的《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矿产资源储量检测报告》（以下

简称《资源储量检测报告》）及其评审意见书，其他参数依据《西藏自治区琼结县琼

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辉绿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

案》）及其评审意见书。 

11.1.1 对《资源储量检测报告》的评述 

《资源储量检测报告》由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0五地质队编制，该报告

依据相关地质勘查规范，大致查明矿区的地层特征、矿体赋存状态、矿石质量和矿石

加工技术性能；大致了解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对该矿区矿床开发经济技术条件进行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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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评价。估算资源储量采用的相关参数、数据可靠；基本达到相应工作要求。《资源

储量检测报告》经评审通过，评估人员认为《资源储量检测报告》可以作为本次评估

储量计算的依据。 

11.1.2 对《开发利用方案》的评述 

《开发利用方案》由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 0 五地质队编制，该公司具备

该类矿产开发利用方案的编制资质。设计采用露天开采，采用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

式，采矿技术参数基本符合矿山实际。产品方案为建筑用辉绿岩。 

评估人员根据评估对象的资源禀赋以及矿床开发条件等实际情况，按照该行业的

特点以及相关规定，认为《开发利用方案》编制的依据齐全并符合设计编制要求，设

计矿区的开采规模、开采方式、运输方案、采矿方法、安全环保技术及产品方案基本

符合矿区资源条件。《开发利用方案》编制内容较为完整、方案设计基本合理，技术

经济参数选取得当，该方案经评审通过。评估人员认为该方案可以作为本次评估利用

的依据。 

11.2 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矿产资源储量检测报告》和

《〈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矿产资源储量检测报告〉评审意见

书》（藏矿储评字[2019]69 号），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为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333）283.82 立方米。 

该矿为拟建矿山，储量核实基准日至本次评估基准日无采动量，则本次评估截止

评估基准日（2019 年 4 月 30 日），矿山保有资源储量 283.82 万立方米，详见附表 2。 

11.3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20100-2008），计算评估利用的资源储

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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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b），全部参与评估计

算。 

则本次评估确定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283.82 万立方米，详见附表 2。 

11.4 开采方案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采用露天台阶式开采。采用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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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产品方案 

本次评估产品方案为筑路用料石及挡墙用料石，主要为乱毛石，无需加工，作为

筑路用粗集料。 

11.6 采矿主要技术参数 

设计损失量：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和《资源储量检测报告》，考虑了最终边坡

角（不大于 60°）和最终底盘最小宽度，将后缘、侧缘边坡体及矿山剥离损失的资源

量也作了单独估算和扣除，最终估算出损失量 135.74 万立方米。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采用露天开采方式，设计采矿回采率为 97.11%。 

11.7 可采储量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计算如下：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评估可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283.82－135.74）×97.11% 

＝143.80（万立方米）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估算详见附表 2。 

11.8 生产能力和服务年限 

11.8.1 生产能力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及其评审意见书，矿山设计生产规模为 9.00 万立方米/年，

因此本次评估据此确定矿山生产规模为 9.00 万立方米/年。 

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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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T －合理的矿山服务年限 

Q－可采储量 

A－矿山生产能力 

T＝143.80÷9.00＝15.98（年） 

经计算，矿山服务年限为 15.98 年。 

根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本次评估采矿权出让年限 10 年，故评估计算年限为

10 年，即生产期自 2019 年 7 月至 202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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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期 10 年拟动用的可采储量为：9.00 万立方米/年×10.00 年=90.00 万立方米。 

11.9 产品价格及销售收入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矿产品销售价格应根据产

品类型、产品质量和销售条件、一般采用当地价格口径确定，对于服务年限较短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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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最终产品为建筑用辉绿岩，产品方案为筑路用料石，

主要为乱毛石，作为筑路用粗集料，产品主要销往当地建筑企业。开发利用方案设计

矿山产品综合销售价格约为 130.00 元/立方米（实方）。 

经评估人员调查了解，琼结县筑路用料石销售价格近年来有较大幅上涨，目前筑

路用料石的销售价格在 100.00～110.00 元/立方米之间（松方、矿山价）。由于筑路用

料石资源短缺，加上开采成本上涨、环保等原因，琼结县及周边筑路用料石价格大概

率维持现有价格并有小幅上涨。故评估人员根据上述市场调查价格的中值确定建筑用

碎石产品价格为 105 元/立方米（含税），折合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92.92 元/立方米（增

值税税率 13%）。 

以上销售价格为松方价格，根据该矿矿石质量，本次评估松散系数取 1.6，折算

实方价格为 148.67 元/立方米，略高于开发利用方案设计价格 130.00 元/立方米。 

则正常生产年份，假设所生产的矿产品以不变价当期全部销售：  

年销售收入＝原矿产量×销售价格＝9.0×1.6×92.92＝1338.05（万元） 

因此，正常年份销售收入为 1338.05 万元，详见附表 1。 

11.10 折现率 

根据国土资源部 2006 年第 18 号《关于〈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

的公告》，折现率取值范围为 8%～10%。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采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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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建筑材料矿产原矿的采矿权权益系数为

3.5～4.5%。鉴于本次评估矿区采用露天开采，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件简

单，环境地质中等，矿石加工技术性能良好。综合以上情况，本项目评估时采矿权权

益系数取值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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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评估假设 

本报告所称采矿权评估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基本假设而提

出的公允价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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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环境以及开采技术和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在矿山开发收益期内有

关价格等因素在正常范围内变动；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本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且现有用途不变并持续经营条件下，

根据公开市场原则确定的现行公允市价，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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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

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若当前述条件发生

变化时，评估结论一般会失效。若用于其他评估目的时，该评估结论无效。 

13 评估结论 

采矿权评估价值（P1）： 

经估算，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在评估基准日（2019 年 6

月 30 日）的采矿权评估价值（P1）为 386.88 万元；详见附表 1。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P）：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收入权益

法评估时，评估对象范围全部资源储量对应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按照下列公式

计算： 

kQ
Q

P
P 

1

1  

式中：P－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P1－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Q1－评估计算年限内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不含预测的资源量

（334）? 

Q－评估对象范围全部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量

（334）? 

k－地质风险调整系数，当（334）?占全部资源储量的比例为 0 时取 1 

本次评估对象范围未估算（334）？资源量，“评估计算年限内出让收益评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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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储量（Q1）”与“评估对象范围全部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Q）”一致。因

此，上述该矿的采矿权评估价值即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即西藏山南市琼结县

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P）为 386.88 万元。 

评估结论： 

经评估人员对该采矿权现场调查和矿产品市场的分析，按照采矿权评估的原则和

程序，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计算确定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

三组协巴采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在评估基准日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386.88 万元，大写

人民币叁佰捌拾陆万捌仟捌佰元整。 

14 特别事项说明 

14.1 评估基准日期后重大事项 

评估基准日后发生的影响委托评估采矿权出让收益价值的期后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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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

报告出具日期之后和本评估结论有效期内，如发生影响委托评估采矿权出让收益价值

的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若评估基准日后有效期以内储量等数量发生

变化，在实际作价时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采矿权出让收益价值进行相应调整；当价格

标准发生重大变化而对采矿权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评估委托人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

重新确定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14.2 特别事项说明 

（1）本次评估结果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作出的，本公司及参加本次

评估的工作人员与委托方及相关方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2）评估工作中委托方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

责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3）本评估报告及附件评估计算过程的说明，报告附表及附件与本报告正文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4）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仅供委托方为出让该采矿权这一评估目的和送交评

估主管机关备案审查使用，未经委托方许可，我公司不会随意向他人提供或公开。本

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评估委托方所有。  

（5）本评估报告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并加盖本公司公章

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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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采矿权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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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评估报告只能服务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  

（3）本评估报告仅供评估委托人了解评估的有关事宜并报送评估管理机关或其

授权的单位审查评估报告和检查评估工作之用。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评估报告是评估

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归评估委托人所有。  

（4）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项目矿业权评估

师及本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

也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16 评估机构和矿业权评估师 

评估机构：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  

 

 

矿业权评估师(签名)：  

 

 

评估助理（签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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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5 日。 



评估委托人：山南市自然资源局 评估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 单位：万元

序号 2019.7-12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1-6

1 0.50 1.50 2.50 3.50 4.50 5.50 6.50 7.50 8.50 9.50 10.00

2 年产矿石量（万立方米） 90.00 4.5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4.50

3 松散系数 1.60 1.60 1.60 1.60 1.60 1.60 1.60 1.60 1.60 1.60 1.60

4 年销售量（万立方米） 144.00 7.20 14.40 14.40 14.40 14.40 14.40 14.40 14.40 14.40 14.40 7.20

5 不含税销售价格（元/立方米） 92.92 92.92 92.92 92.92 92.92 92.92 92.92 92.92 92.92 92.92 92.92

6 销售收入（万元） 13380.49 669.02 1338.05 1338.05 1338.05 1338.05 1338.05 1338.05 1338.05 1338.05 1338.05 669.02

7 折现系数(i =8%) 0.9623 0.8910 0.8250 0.7639 0.7073 0.6549 0.6064 0.5615 0.5199 0.4814 0.4632

8 销售收入现值（万元） 8997.11 643.80 1192.20 1103.89 1022.14 946.40 876.29 811.39 751.32 695.65 644.14 309.89

9 销售收入现值累计（万元） 8997.11 643.80 1836.00 2939.89 3962.03 4908.43 5784.72 6596.11 7347.43 8043.08 8687.22 8997.11

10 采矿权权益系数(k) 4.30%

11 采矿权评估价值 386.88 27.68 78.95 126.42 170.37 211.06 248.74 283.63 315.94 345.85 373.55 386.88

评估机构：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审核：张国华 制表：王章翔

附表1   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采矿权评估价值计算表

项目名称 合计



评估委托人：山南市自然资源局 评估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 单位：万立方米

范围
资源储
量类别
及编码

保有资源
储量

评估基准
日保有资
源储量

可信度
系数

评估利
用资源
储量

设计损失量
（边坡占用资

源量）

采矿回
采率
(%)

评估利用
可采储量

贫化率
(%）

矿山生产
能力（万
立方米/
年）

矿山服
务年限

评估计
算年限

矿区范围内
+4360m-

+4060m标高
间

333 283.82 283.82 1.0 283.82 135.74

283.82 283.82 283.82 135.74

评估机构：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审核：张国华 制表：王章翔

附表2   西藏山南市琼结县琼结镇仲堆三组协巴采石场采矿权评估可采储量估算表

10.00

合    计

97.11% 143.80 0.00 9.00 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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