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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水 

普查探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摘    要 

鄂永矿权评[2021]字第 WH0047 号 

评估对象：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水普查探矿权。 

评估委托人：商城县自然资源局。 

评估机构：湖北永业地矿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评估目的：信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通过挂牌方式出让“河南省信阳市

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水普查探矿权”。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需对该探矿

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评估委托人确定“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

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水普查探矿权”出让收益底价提供价值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1 年 5 月 31 日。 

评估日期：本评估报告起止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14 日至 2021 年 7 月 23 日；

本评估报告提交日期：2021 年 7 月 23 日。 

评估方法：勘查成本效用法。 

评估主要参数： 

（一）有关实物工作量 

工作内容 单位 完成实物工作量 备注 

1:1 万水文地质调查 平方千米 6.1947 普查区 

水文地质

物探、化

探 

高密度电阻率 
点/条 180/3 最大 AB/2=400 米 

点/条 300/4 最大 AB/2=300 米 

高密度激发极化率 
点/条 200/2 最大 AB/2=400 米 

点/条 300/4 最大 AB/2=300 米 

土壤汞浓度测量 点/条 115/3 点距 20 米 

土壤氡浓度测量 点/条 49/3 点距 20 米 

水文地质钻探 米 220.00  

（二）重置成本（Cr）：52.36 万元 

（三）效用系数（F）：3.98 

按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结果：依据《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河南

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豫国土资发〔2018〕5 号），矿泉水

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为 3 元/立方米（按可采储量计算）。依据《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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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水普查报告》及其审查意见，该探矿权可采资源量

为 19.18 万立方米/年，结合《自然资源部关于粉石英等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三率”最低指标要求（试行）的公告》中对于矿泉水合理开发利用“三率”

最低指标要求（瓶装水利用率≥70%，桶（桶+瓶）装水利用率≥60%），鉴于

该矿品质较好，采矿回采率按瓶装水利用率 70%。采矿权首次出让年限按 5 年

计算，本次探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结果为 201.45 万元。 

评估结论：评估人员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按照探

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认真估算，确定

“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水普查探矿权”的出让收益价值为

208.39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佰零捌万叁仟玖佰元整。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用）》相关

规定：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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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超过一年，此评估结果无

效，需重新进行评估。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为本报告所列明的为确定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

台饮用天然矿泉水普查探矿权出让收益底价提供价值参考意见的评估目的，以

及呈送有关主管部门备案而作。评估报告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同

意，不得向他人提供和公开。除依据法律须公开的情形外，报告的全部或部分

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的媒体上。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由于矿泉水为流体矿产，其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结果与发证年限相关，

依据《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第 241 号，2014 年第 653 号），

该矿山属大型矿山，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 30 年，但从评估谨慎性原则及矿

泉水矿产资源特殊性角度（因其为永续矿产，需设定出让年限）考虑，本次评

估设定该矿探转采后首次出让年限暂按 5 年计算。同时由于本次评估进行出让

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时，采用的采矿回采率依据三率指标按瓶装水利用率 70%

计算，如实际转采时发证年限及可采储量与本次评估的核算方式不一致，建议

委托方对该矿重新开展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工作，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重要提示： 

本次评估是为矿业权管理机关确定矿业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评估报

http://www.51ore.com/kcxt/shiy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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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披露评估对象和评估参数等内容，不等同于矿业权出让合同，也不代替矿

业权出让管理，涉及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矿业权出让等其他事宜，应以矿业

权管理机关具体文件及矿业权出让合同为准；矿业权新立、延续、变更等登记

时矿业权登记机关审查通过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所设计利用的资源储量

（可采储量）、开采方式、生产规模、服务年限与本次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可

采储量）、开采方式、生产规模或服务年限等参数不一致时，该矿业权出让收

益评估价值将发生变化。特提醒评估报告使用者注意。 

以上内容摘自《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水普查探矿权出

让收益评估报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该探矿权评估

报告全文。 

 

 

 

法定代表人：  

 

项目负责人：  

 

矿业权评估师：  

 

 

湖北永业地矿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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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水 

普查探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鄂永矿权评[2021]字第 WH0047 号 

湖北永业地矿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受商城县自然资源局委托，根据国家有关

探矿权评估的规定及自然资源部相关文件要求，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

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评估方法，对“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

水普查探矿权”进行评估。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河南

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水普查探矿权”进行了资料收集、市场调

查与询证，并对该探矿权在 2021 年 5 月 31 日所表现的出让收益价值作出了公

允反映。 

现将该探矿权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名称：湖北永业地矿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 303 号武车路水岸国际 K6-1 栋 23 层； 

法定代表人：潘世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6669542186M； 

探矿权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8〕014 号； 

经营范围：矿业权评估咨询、矿业权评估、矿业权评估涉及的矿产资源经

济评价；矿业权评估涉及的勘查、开发利用可行性研究；固体矿产勘查：甲级；

液体矿产勘查：丙级；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丙级；地质钻探：

丙级。（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评估委托人及矿业权出让人 

本次评估项目为出让项目，评估委托人为商城县自然资源局，矿业权出让

人为信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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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估目的 

信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通过挂牌方式出让“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

台饮用天然矿泉水普查探矿权”。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需对该探矿权出让收益

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评估委托人确定“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台饮用

天然矿泉水普查探矿权”出让收益底价提供价值参考意见。 

4．评估对象和范围 

4.1 评估对象和范围 

本评估项目的评估对象为“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水普

查探矿权”。 

依据《商城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出让金刚台矿区矿泉水探矿权的申请》（商

自然资[2021]143 号）的拟设探矿权范围由 5 个拐点圈定，面积为 6.1947 平方

公里，在《河南省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水普查报告》中，普查矿种为饮

用天然矿泉水。普查工作与矿业权设置方案中所设置的区块范围一致。具体拐

点坐标如下表所示： 

表 1 探矿权拐点坐标（2000 国家坐标系） 

序号 
地理坐标 直角坐标 

东经 北纬 X Y 

1 115°24′09″ 31°44′23″ 3513848.833 38633010.911 

2 115°24′50″ 31°44′53″ 3514786.948 38634078.248 

3 115°26′33″ 31°45′46″ 3516455.215 38636767.894 

4 115°26′59″ 31°45′15″ 3515509.356 38637464.924 

5 115°24′52″ 31°43′51″ 3512877.731 38634155.723 

矿区内无其它探矿权、采矿权，不存在矿权纠纷问题。 

4.2 探矿权的历史沿革 

该探矿权为新设探矿权，目前投入少量工作量，已完成普查工作。 

5．评估基准日 

根据《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CMVS30200-2008），根据《中国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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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评估准则》的有关规定和一般惯例，本次评估基准日定为距经济行为时点近的

月末，本次探矿权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21 年 5 月 31 日。评估报告中一切计量和

计价标准，均为该基准日客观有效标准。评估值为评估基准日的时点有效价值。 

6．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包括法律法规、评估准则、经济行为依据、取价依据及所引用的

专业报告等，具体如下： 

6.1 法规、准则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96）；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 152 号）； 

（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第 241 号，2014 年第 653

号）； 

（4）《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42 号，2014 年第 653

号修改）； 

（5）《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颁布）； 

（6）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2000〕309

号）； 

（7）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8〕174 号文印发的《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

（试行）》；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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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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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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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CMVS3020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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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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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2007 年第 1 号公告发布的《中国矿业权评估

师协会矿业权评估准则——指导意见 CMV13051-2007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类型

的确定》； 

（13）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发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

行）》；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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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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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通知（财综〔2017〕35 号文）； 

（16）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豫财环〔2018〕5 号《河南省财政

厅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实施办法〉的

通知》； 

（17）河南省国土资源厅 河南省财政厅豫自然资发〔2019〕78 号《河南

省国土资源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已设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

意见》； 

（18）《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

号）；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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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河南省国土资源厅豫国土资发〔2018〕5 号《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

于印发河南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 

（21）《天然矿泉水地质勘探规范》（GB/T13727-2016）； 

（22）河南省自然资源厅豫自然资发〔2020〕54 号《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

于印发〔2020〕年河南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调整方案的通知》； 

（23）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2020 年第 40 号《河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河南省资源税适用税率等事项的决定》； 

（24）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资源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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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调查部分）的通知（2007 年 3 月 15 日财建〔2007〕52 号）。 

6.2 经济行为依据 

商城县金刚台矿泉水探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 

6.3 矿业权权属依据 

《商城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出让金刚台矿区矿泉水探矿权的申请》（商自然

资[2021]143 号）。 

6.4 评估参数选取依据 

（1）《河南省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水普查报告》（河南省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局第五地质勘查院，2021 年 6 月）； 

（2）《河南省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水普查报告》评审意见（共 3 页）； 

（3）评估人员现场核实、收集和调查的其它资料。 

7．探矿权概况 

7.1 普查区位置和交通 

普查区位于商城县东南，汪岗镇以北，跨越 S216 省道，北距县城 8 千米，

南距汪岗镇 2 千米，地理坐标为东经 115°24′～115°26′，北纬 31°44′～

31°45′。普查区所在的商城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隅，地处河南省信阳市境内。

东临安徽省金寨县，南接湖北省麻城县。商城县西与光山县、新县接壤，北与

潢川、固始毗邻。 

商城县县城交通便利，通讯快捷。交通网络密布，干线直达，宁西铁路、

沪陕高速（叶信段）、312 国道、339 省道横穿县境东西，216 省道纵贯县境南

北。（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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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普查区交通位置图 

7.2 普查区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1、地形地貌 

商城县位于大别山中段北麓，区域地形东南高西北低，东南部为中低山、

低山地形，山脉走向大致沿省界呈近东西向延伸，为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中

部及西北部为丘陵地形，北部分布剥蚀垄岗地形。依地貌成因，普查区属于侵

蚀剥蚀丘陵，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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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普查区区域地貌图 

普查区内海拔高程 300～400 米，为基岩出露宽广的丘陵地形，主要为侏罗

纪和白垩纪时期侵入的花岗岩。区域上剥蚀及风化作用明显，风化层厚 10～30

米不等。河流发育，沟谷开阔，谷底比降小，局部地段形成极不对称的一级阶

地。本区河流发育，呈树枝状分布。 

2、气象 

普查区位于商城县汪岗镇，地处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属亚热带湿润区，

季风性大陆气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雨热同季，无霜期长，光

照充足，夏季盛行南-西南风，冬季盛行北-东北风。其特点为：春季多寒流，

降雨多；夏季雨量集中，多为阵性降雨，常有旱涝灾害发生；秋季雨水少，多

干旱；冬季寒冷干燥。根据商城县气象站 1965～2019 年观测资料，全县历年平

均气温 15.4℃，北中部略高于南部。全县年平均日照时数 1954.8 小时，年平均

无霜期 222 天，最长 261 天，最短 180 天。多年平均蒸发量 1674.4 毫米。由图

1-2 可知，普查区年平均降雨量约 1300 毫米（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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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普查区区域降水量等值线简图 

3、水文 

普查区位于鲇鱼山水库东南部，铁佛寺水库西南部，灌河的一级支流上。

该支流发源于南部的金刚台国家地质公园境内，流经普查区西北，汇入鲇鱼山

水库，常年有水，枯水年极干旱时断流，丰水期水深达 2 米以上，流量季节变

化很大（图 4）。鲇鱼山水库：为一大型水库，位于灌河上，总库容 8.357×108

立方米，上游控制流域面积 924 平方千米，坝址处多年平均流量 18.9 立方米/

秒，溢洪道最大泄洪量 4830 立方米/秒，实际灌溉面积 83.7×104 亩。铁佛寺水

库：位于陶家河上，为中型水库，流域面积 50 平方千米，坝址处多年平均流量

1.1 立方米/秒，总库容 3777×104 立方米，主溢洪道最大泄洪量 294 立方米/秒，

实际灌溉面积 5.23×104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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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普查区区域水系分布简图 

4、经济概况 

普查区位于商城县汪岗镇，包含数个行政村，近 20 个居民小组，总人口约

3000 人。人类工程活动以居民建房、农业生产为主。区内南部跨越部分官畈行

政村街道，往南与汪岗镇相连，为乡镇居民集中点，沿公路及河道分布密集的

居民区，居民以从事乡镇商业活动为主。S216 省道从普查区南北向通过，各行

政村与居民组之间有村村通水泥路相通，交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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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区内开采矿产主要为建筑石料用花岗岩，多为计划经济时期民采，以

及居民建房盗采，截止目前已全部关停废弃。 

7.3 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1、基础地质工作 

普查区区域内前人做过大量的基础地质工作，区域地质研究成果见表 2。 

表 2 基础地质研究成果一览表 

序

号 
报告名称 提交单位 

提交时

间 

与普查区

的关系 

研究

程度 

可利用

程度 

1 1/20 万区域地质调查 
原北京地质学院豫南

区测队 
1961年 覆盖全区 较低 一般 

2 1/20 万区域地质测量 原河南地质十五队 1979年 覆盖全区 较低 一般 

3 
1:20 万商城幅区域地

质调查报告 
河南省区测队 1980年 覆盖全区 较低 参考 

4 
1:5 万商城县幅地质

图 

河南省地质矿产厅区

域地质调查队 
1993年 覆盖全区 较高 参考 

5 1:20 万商城幅地质图 河南省地质调查院 2001年 覆盖全区 较低 一般 

6 
河南省商城县寒泉地

质调查报告 

河南省地质工程勘察

院 
2013年 

普查区北

部 
较低 参考 

（1）上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工作区区域上曾开展过大量的地质调查、

地质测量、矿产调查工作，工作研究程度为 1:20 万。 

（2）河南省区测队于 1980 年完成的《1：20 万商城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对区域地层、地质构造、岩浆岩、矿产分布及构造体系与演化进行了初步研究，

工作范围覆盖全区。 

（3）河南省地质矿产厅区域地质调查队于 1993 年完成的《1:5 万商城县幅

地质图》，在前人地质工作成果之上，对区域地层、岩浆岩及地层矿物进行了

深入研究，工作范围覆盖全区。 

（4）2001 年河南省地质调查院编制的《1:20 万商城幅地质图》，对区域

地层、岩浆岩进行了深部研究。 

2、矿产地质工作 

1989 年河南省环境水文地质总站编制了《商城县寒泉饮用矿泉水评价》及

附图《商城县寒泉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文地质条件图（1:25000）》，初步系统分

析了寒泉形成的水文地质条件，水文地质研究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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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文地质工作 

（1）1959 年原河南省水文队提交了《1/20 万综合性水文测量》，对区域

上研究程度较低。 

（2）2013 年 4 月、2017 年 7 月河南省地质工程勘察院两次对商城县城南

关寒泉、伏山乡佛脐泉、苏仙石乡苏仙石村选取典型泉点进行水质采样，送检

水质全分析，共取地下水样 7 组，分析表明，有 5 个水样偏硅酸含量达到矿泉

水标准，最高值 36.1 毫克/升；两个水样锶含量达到 0.34 毫克/升。表明调查区

存在分布饮用天然矿泉水可能。 

4、环境地质工作 

2013 年，由河南中原岩土工程有限公司提交的《河南省商城县地质灾害详

细调查报告》，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商城县内环境地质问题，调查研究精度较高，

对普查工作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5、地热地质工作 

在普查工作区区域上，前人曾做过大量的地热地质研究工作，研究程度见

表 3。 

表 3 水文地质研究成果一览表 

序

号 
报告名称 提交单位 

提交 

时间 

与普查区

的关系 

研究

程度 

可利用

程度 

1 
河南省商城汤泉池温泉

地质考察报告 
信阳地区地质学会 1986 年 

普查区西

部 
较低 一般 

2 
河南省商城县汤泉池地

热资源调查报告 
河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 2007 年 

普查区西

部 
较高 参考 

3 

河南省商城县汤泉池地

热田地热资源预可行性

勘查（普查）报告》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第五地质勘查院 
2013 年 

普查区西

部 
较高 参考 

（1）1986 年，信阳地区地质学会组织完成的《河南省商城汤泉池温泉地

质考察报告》，首次从温泉地质、水文地质、温泉成因、温泉水的物理性质和

化学成分等方面对汤泉池温泉进行综合研究，并简要论述了温泉的利用现状及

开发前景。 

（2）2007 年河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提交的《河南省商城县汤泉池地热资

源调查报告》，初步查明了区域地质背景和地热地质条件、地热田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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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储特征及其埋藏条件、地热流体流场特征及其动态、地热流体地球化学特征，

对普查区西部区域地热资源赋存的地质条件、地热资源形成条件进行了初步研

究。 

（3）2013 年 10 月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五地质勘查院提交了《河

南省商城县汤泉池地热田地热资源预可行性勘查（普查）报告》，初步查明了

普查区西部区域地质背景地热地质条件、地热田边界条件、热储特征及其埋藏

条件、地热流体流场特征及其动态、地热流体地球化学特征。 

8．普查区地质概况 

8.1 区域地质概况 

8.1.1 区域地层 

区域地层属华北和华南之间的过度类型，地层出露不全。 

区域内出露地层有上元古界苏家河岩群（Pt3si），泥盆系信阳群（Dxy），

上石炭统（C2），上侏罗统金刚台组（J3j），第四系（Q）。 

8.1.2 区域构造 

本区地处秦岭昆仑纬向复杂构造带之南亚带与新华夏系第二沉降带及淮阳

山字型构造反射弧西翼的复合部位，地质构造复杂。 

8.1.3 区域岩浆岩 

区域内岩浆活动频繁，岩浆岩分布十分广泛，以侵入岩最为发育，岩石类

型以酸性为主。 

8.1.4 矿产 

普查区内开采矿产主要为建筑石料用花岗岩，多为计划经济时期民采，以

及居民建房盗采，截止目前已全部关停废弃。 

8.2 矿区地质特征 

8.2.1 矿区地层 

普查区出露自老而新简述如下： 

1、上元古界苏家河岩群（Pt3si） 

分布于区域西南，出露岩组为定远岩组（Pt3d），呈不规则的北西向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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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北部与信阳岩群呈韧性剪切带接触。该岩组为一套低角闪岩相变质岩系，

原岩为砂—泥质和火山碎屑沉积建造。 

2、泥盆系信阳群（Dxy） 

主要出露龟山组（Dg）、南湾岩组（Dn），区域分布及特征如下： 

（1）龟山岩组（Dg） 

分布于许家寨—蔡湾一带和横山、黄小冲—杨家畈一带。西部被侵入岩严

重吞噬，北部以剪切带为界面推覆到上石炭统之上。龟山岩组系一套变质程度

达角闪岩相的变质岩系，原岩为泥砂质夹碳酸盐和火山凝灰质沉积建造。下部

主要为黑云斜长浅粒岩夹斜长角闪岩等，中部主要为白云石英构造片岩、石榴

白云石英构造片岩，上部为含矽线石二云石英片岩、白云石英片岩夹变斑状黑

云斜长变粒岩、薄层石英岩、斜长角闪片岩等。 

（2）南湾岩组（Dn） 

为一套变质程度为绿片岩相的变质岩，属泥砂质、泥钙质沉积建造，深水

浊流成因。其下部为黑云斜长片岩和绿帘黑云石英片岩夹少量的薄层石英岩，

中部为变长石石英砂岩、黑云斜长变粒岩和浅粒岩夹黑云石英片岩和薄层石英

岩，上部为绿帘黑云石英片岩夹较多的石英岩，局部呈互层状态。南湾岩组底

部主要为含绿帘石条带的黑云斜长片岩和黑云石英片岩，条带宽 1—20 毫米不

等，与片理平行分布，频度 2—20 条/10 厘米，这种条带为韵律性沉积成分层，

为南湾岩组底部标志层。 

3、上石炭统（C2） 

主要出露胡油坊组（C2h）、杨小庄组（C2y），区域分布及特征如下： 

（1）胡油坊组（C2h） 

分布于匡店一带，下部为长石砂岩与炭质泥板岩呈不等厚互层状，夹薄层

砾岩和含砾中粗粒长石砂岩；上部为变长石砂岩和砾岩，总厚度 1712 米。 

（2）杨小庄组（C2y） 

分布于红盆窑一带，呈近南北向展布，与胡油坊组呈整合接触关系。其南

部和北部分别被龟山岩组和下古生界推覆体覆盖，东部被商城复杂深成岩体侵

入破坏。主要岩性为含砾砂岩，中—细粒长石砂岩夹高炭板岩及煤层。在与商

城复杂深成岩体接触部位有宽达 800—1000 米热变质晕，岩性为炭质绢云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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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岩、变斑状红柱石炭质黑云绢云片岩、炭质红柱石黑云片岩、黑云石英片岩

等，片理走向近南北向，系岩体侵位热动力变质作用所致。 

4、上侏罗统金刚台组（J3j） 

分布于大二坳一带，平面上为向西突出的半圆形，其北、西、南分别被中

生代侵入岩吞噬，在唐湾东南不整合于信阳岩群之上。该组岩层产状主体南倾，

余老湾一带北倾。主要岩性为安山玢岩、英安斑岩、流纹斑岩和晶屑凝灰岩。

可见 2 个喷发旋回，仅有一个喷发旋回保存较好，以中性开始到酸性结束，即

安山玢岩→英安斑岩→流纹岩，这个旋回分为两个喷发韵律：凝灰岩→安山岩

→英安岩，安山岩→流纹岩，其主体为喷溢亚相。其中的安山玢岩和英安斑岩

多呈厚—巨厚层状，延伸稳定，厚度巨大，而流纹斑岩和晶屑凝灰岩则呈薄—

中层状的夹层出现，厚度变化较大，有时延伸不远即行消失。 

5、第四系（Q） 

第四系沿河谷呈线状分布，主要为全新统洪冲积层（Qh
1pal），以及全新统

河床—河漫滩冲积层（Qh
2al）。 

（1）第四系全新统洪冲积层（Qh
1pal） 

分布面积较大，位于河谷两侧，多形成一级阶地。主要为浅灰色亚砂土、

亚粘土，其上为现代耕植土，沉积物多来源于附近或上游携带的细砂、粉砂、

粘土等，可见厚度 1.5 米。 

（2）全新统河床—河漫滩冲积层（Qh
2al） 

分布于现代河流的河床及河漫滩中。河床内主要为灰白色、浅肉红色砾石

及中粗粒砂，砾石多呈浑圆状，成分复杂，因地而异，大小不一，上游砾石较

大，中下游砾径多在 5 厘米以下；河漫滩沉积物主要为中—细粒砂，并含有少

量砾径较小的砾石和粗砂，砂粒主要成分为石英和长石，有时具明显的成层性

和韵律性。 

8.2.2 矿区构造 

1、纬向构造体系 

为本区的主控构造，其主体为近东西向的压性、压扭性断裂带、挤压带褶

皱构造不发育。主要断裂有黄家坳—陶长湾韧性剪切带、观庙铺-朱裴店店断裂，

以及韩冲—长岭岗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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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家坳—陶长湾韧性剪切带（F1） 

属区域上桐柏—商城断裂带的东段，也是泥盆系信阳岩群与上元古界苏家

河岩群分界的一条韧性剪切带。分布于商城县黄家坳、花石岩至陶长塆一带，

总体呈 300°～310°方向延伸，倾向北东，倾角 40°～60°，东西两端分别被

晚侏罗纪伏山“单元”及早白垩纪商城超单元吞噬，中部被胡家塆—长竹园断

裂错断。沿韧性剪切带有晚古生代鲢鱼尖花岗岩侵入，主要发育绿泥白云石英

构造片岩和长英质糜棱岩。前者主要发育在定远岩组中，部分为南湾岩组，而

后者出露于苏家河岩群和鲢鱼尖花岗岩中。该韧性剪切带长 11 千米，宽约 2 千

米。 

（2）观庙铺—朱裴店断裂（F2） 

该断裂西起高城观庙铺，东至朱裴店，区域上属龟山-梅山断裂，属纬向构

造体系。断面一般较平直，走向近东西，倾向 180～210°，倾角 68～80°。断

裂南侧为中-新元古界龟山岩组（Pt2-3g），北侧为石炭系中统胡油房组（C2h），

鲇鱼山水库以东切穿商城花岗岩体。表现为一宽约 100-300 米的挤压破碎-糜棱

岩带，硅化、高岭化、绿泥石化非常显著，亦可见断层泥及断层角砾岩，角砾

几经压扁、磨园，因扭力作用而破裂如刀切。该断裂为一多期活动的岩石圈断

裂，早期以压性为主，后期为张性。 

（3）韩冲—长岭岗断层（F5） 

该断层为本次物探实测断层，走向约 81°，西起韩冲村，东端没入长岭岗

水库，全长 4～5 千米，倾向南东，在易家湾一带倾角约 60～70°，断层深度

大于 300 米。东段南部上盘构造裂隙发育，下盘构造裂隙发育相对微弱；由于

受到北西—南东向构造糜棱岩破坏作用，在凉水井段，下盘构造裂隙发育。 

2、新华夏系构造体系 

主要表现为走向 12°～25°的断裂构造组成，其中以胡家塆―长竹园韧、

脆性剪切带规模最大，与之有成生联系的一组北东向压扭性断裂，常与主干断

裂构成入字型构造，在其交汇处有温泉出露。胡家塆―长竹园韧、脆性剪切带

（F3）近南北向展布，纵贯全区，属区域上的商城―麻城断裂。其断面向西陡

倾，信阳岩群、苏家河岩群及中生代侵入岩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改造破坏作用，

呈左行错断黄家坳―陶长塆、凉亭―红盆窑韧性剪切带，被凉亭―卢店断裂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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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行错断。据区域上应变特征和叠加关系分析，该带具有两期明显变形，早期

（燕山早期）为左行韧性剪切作用，晚期（燕山晚期）由南东向北西伸展滑脱，

为一转换断层，另据 1932 年麻城黄土岗一带发生的 6 级地震和汤泉池温泉的分

布，说明该断层晚近时期尚有活动。 

横山冲—张家塆断裂（F4） 

本断裂带主要由硅质碎裂岩组成，全长 16 千米，走向 20°～30°，主体

倾向北西西，局部倾向南东东，倾角 60°以上。其构造岩具明显的分带现象，

破碎岩石中普遍具高岭土化、绿泥石化、褐铁矿化和萤石矿化等蚀变现象，部

分有早期糜棱岩残留。断裂带中多处出现细晶岩脉、花岗岩脉沿其走向贯入，

它们又受后期构造作用而破碎，出现密集节理。其形成时代为燕山晚期，具有

早期逆冲、晚期左行走滑的多次活动特点，平面上黄家坳―陶长塆韧性剪切带、

凉亭―卢店断裂及其它构造、地质体均呈左行错移，错距 200 米左右。 

8.2.3 矿区岩浆岩 

区域岩浆岩分布广泛，以侵入岩最为发育。 

1、上侏罗统侵入岩体（J3） 

区域上主要出露程香铺“单元”（J3C），呈近北东向向北西突出的弧形岩

墙产出，北东端及南西端分别被商城超单元和达权店超单元吞噬，侵入于上元

古界苏家河群和泥盆系信阳群。主要由围岩捕虏体和暗色闪长质微粒包体组成，

且多分布于侵入体边部，与寄主岩接触界线清楚，前者为棱角状—次棱角状，

后者为椭圆或浑圆形。其伴生岩脉主要为辉绿岩墙和少量花岗细晶岩脉，与寄

主岩界面清楚，有时出现相互穿插现象，伴生岩脉宽 10—20 厘米，延伸不远。 

2、下白垩统商城超单元侵入岩体（K1） 

（1）楼坊塆单元（K1L） 

分布于商城、吴河两个复杂深成岩体的西北部及东部边缘，呈马蹄形展布，

由楼坊塆、小河洼、胡家塆、毛狗尖、谢家龛和许塆等 6 个大小不等的侵入体

组成。为主侵入期最早单元，侵入定远岩组（Pt3d）、龟山岩组（Dg）、杨小

庄组（C2y）和程香铺侵入体（J3C）。外接触带的杨小庄组有 800—1000 米宽

的接触变质带分布。岩体内多富云包体和少量闪长质包体，呈压扁椭球形沿岩

体边界呈环状平行排列，与寄主岩界线清楚。主要岩性为斑状细中粒花岗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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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灰白色微红色色调，风化后浅黄—浅灰白色，似斑状结构，基质细中粒花

岗结构，局部交代结构、残留净边结构，块状构造、微定向构造。 

（2）石鼓洼单元（K1S） 

由石鼓洼、吴家河两个侵入体组成，分别构成商城、吴河两个复杂深成岩

体的中环带，平面上近圆环形。该单元与楼坊塆单元（K1L）为典型的涌动型

侵入接触关系，界面陡立内倾。石鼓洼侵入体于东南部刺破固结外壳直接侵入

程香铺侵入体（J3C）和南湾岩组（Dn）、金刚台组（J3j），吴家河侵入体于东

部和东南部刺破固结外壳直接侵入龟山岩组（Dg）和定远岩组（Pt3d）。岩体

中有少量富云包体，微粒包体偶见，略压扁，定向性不明显。岩性为斑状中粒

二长花岗岩，浅灰白色—浅肉红色，似斑状结构，基质中粒花岗结构，局部交

代残留、净边结构，块状构造。 

（3）四顾墩单元（K1Sg） 

由四顾墩、药店、墩子塘三个大小不等的侵入体组成，分别位于两个复杂

深成岩体的内部，平面上近圆形。与石鼓洼单元（K1S）呈涌动型接触关系，局

部为脉动型侵入接触关系，表现为接触面两侧岩石结构上的差异。由于岩浆侵

位中心的迁移，四顾墩侵入体东部刺破固结外壳，在蒋门楼东—大地一带直接

侵入于晚侏罗系金刚台组火山岩（J3j），且在火炮山南侵吞黄家塆侵入体（K1C）。

岩体中包体稀少，且呈次棱角状产出，与寄主岩界线清楚。岩性为巨斑状粗中

粒二长花岗岩，呈浅肉红色、微灰色，巨斑似斑状结构，基质粗中粒花岗结构，

局部交代残留、净边、蠕虫结构，块状构造。 

（4）火炮山单元（K1H） 

由火炮山、神塔、曾家塆和蔡家塆四个大小不等的侵入体组成，分别位于

两个复杂深成岩体的东部。与四顾墩单元（K1Sg）、石鼓洼单元（K1S）、冲

口塆单元（K1C）均呈超动型接触关系，而蔡家塆侵入体则呈脉状刺破固结外

壳侵入于龟山岩组（Dg）中。岩性为花岗闪长斑岩，灰白色微红色色调，具明

显二期结构特征的斑状结构，基质微花岗结构、微文象结构，块状构造。 

8.3 矿床勘查技术条件 

8.3.1 水文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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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下水的赋存条件及水文地质特征，工作区区域地下水可划分为松散

岩类孔隙水、碎屑岩类孔隙裂隙水、碳酸岩类裂隙岩溶水和基岩裂隙水四种类

型。 

1、松散岩类孔隙水 

分布在北部河谷平原及垄岗地带，南部基岩山区局部坡积、冲坡积层中亦

有存在。根据含水层岩性及地下水赋存条件可分为孔隙水及孔隙裂隙水两种含

水层组。含水层厚度不大，水位埋深小于 10 米，富水性大小不一，单井涌水量

大者可达 200 立方米/天，小者不足 5 立方米/天，主要受大气降水补给，属气象

型动态，变化显著。 

①孔隙水含水层组：分布在北部沟谷地带，含水层岩性主要为砂、砂砾（卵）

石和粉砂等。为潜水，主要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地下水化学类型主要为

HCO3
-
-Ca

2+·Mg
2+型。矿化度在 0.1～0.8 克/升之间。 

②孔隙裂隙水含水岩组：分布北部垄岗区，含水层岩性为粘质砂土及粘土，

上部以孔隙水为主，下部以裂隙水为主。含水层厚度 3～12 米，局部具承压性。

地下水化学类型为 HCO3
-
-Na

+·Ca
2+型。矿化度在 0.1～0.4 克/升之间。 

2、碎屑岩类孔隙裂隙水 

分布在调查区中北部，含水层包括石炭系各组、侏罗系的朱集组及古近系

等。单井涌水量大者 100～1000 立方米/天，小者小于 100 立方米/天，泉流量为

0.5 升/秒左右。石炭系含水层岩性主要为石英砂岩、砾岩及含钙质的长石石英

砂岩等，局部具承压性，其排泄多以泉的形式，地下水化学类型为

HCO3
-
-Ca

2+·Mg
2+型及 HCO3

-
-Ca

2+型；侏罗系朱集组和古近系碎屑岩含水层岩

性主要为红色、棕红色砂岩、砾岩、粉砂岩等，地下水化学类型为

HCO3
-
-Na

+·Mg
2+型，矿化度在 0.4 克/升以下。 

3、碳酸岩类裂隙岩溶水 

分布在石门冲一带，含水岩层为震旦系—青白口系三川组、南湖湾组、煤

窑沟组并组，岩性主要为白云石大理岩、硅质白云石英片岩及薄层石英岩等。

泉水流量大小不一，受大气降水影响明显。其补给源为大气降水，地下水化学

类型为 HCO3
-
-Ca

2+·Mg
2+型，矿化度为 0.1—0.4 克/升。 

4、基岩裂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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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分布中低山区及丘陵地带，按成因又可分为风化带网状裂隙水和构造

裂隙水。风化带网状裂隙水主要分布在丘陵花岗岩地区。风化带厚度及赋存条

件受地形地貌控制，泉水流量多在 0.1 升/秒以下，单井涌水量也不大。主要接

受大气降雨补给，动态变化显著。水化学显著。水化学类型以 HCO3
-
-Ca

2+型、

HCO3
-
-Na

+
.Ca

2+型为主，矿化度小于 0.3 克/升。 

构造裂隙水主要分布于低山丘陵区，含水岩层位太古界大别群、下元古界

苏家河群，及燕山晚期花岗岩等。分布主要受构造条件的控制，裂隙的大小。

开启度及分布极不均匀，受构造影响具微承压性，其补给以深部裂隙水侧向径

流为主，补给源来自东南方向，受大气降雨影响较小，与分化带裂隙水水力联

系微弱。富水性大小不一，泉水流量多在 0.1 升/秒以下，局部构造裂隙发育地

段可达 1 升/秒。地下水化学类型主要为 HCO3
-
-Ca

2+型及 HCO3
-·SO4

2-
-Na

+·Ca
2+

型。矿化度＜0.5 克/升。寒泉即使该类型水的形式泄露地表形成的。 

8.3.2 赋存层（带）与埋藏条件 

普查区钻探井（ZK1）位于西部第四系松散孔隙含水层覆盖的河谷下游，

其西南部主要为泥盆纪信阳岩群变质岩类构造裂隙含水层（带），厚度在 120

米以内，东北部及下伏含水层（带）为商城花岗岩体侵入岩类构造裂隙含水层

（带）。处于近东西向韩冲—长岭岗断层带与北西—南东向红盆窑—汪岗北构

造糜棱岩带交叉部位，由于东部及东南受横山冲—张家塆断裂的阻隔，因此，

该钻孔控制了普查区内主要的两条构造裂隙含水层（带）。钻探孔深 220 米，

在孔深 90-92 米、150-153 米、160-165 米、180-185 米、215-220 米部位构造裂

隙发育，富水性较好。 

根据现场水文地质钻探，上部 90-92 米构造裂隙带为一断层，其上部属于

泥盆纪信阳群变质岩，下部为接触过渡带，至孔深 120 米时，可见较完整的商

城花岗岩体。因此，该断层可以认为是泥盆纪信阳岩群与白垩纪商城侵入花岗

岩体分界接触面过都带。通过资料分析，该断层为揭露的韩冲—长岭岗储水断

层（F5），倾向南，断层带宽度约 30 米，涌水量大，可达 30～40 立方米/小时。

锶含量异常高段（高于矿泉水界限值）仅分布于该断层带凉水井（泉）以东段，

而西部在断层带上的韩冲余湾集中供水泉（井）锶含量则偏低（低于矿泉水界

限值），说明该断层构造裂隙水流经红盆窑—汪岗北构造糜棱岩带储水构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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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混合，锶含量升高。 

根据钻探，150-153 米、160-165 米、180-185 米均为商城花岗岩体中的构

造裂隙，由于钻孔处于两条破碎带的交叉部位，因此下伏花岗岩体较为破碎，

裂隙发育。当钻进至 215 米深时，东侧约 115 米的凉水井（泉），突然出现渗

漏干涸，几日后又逐步恢复原水位，说明 215-220 米部位构造裂隙带与凉水井

（泉）有水力联系。凉水井（泉）处于北西—南东向红盆窑—汪岗北构造糜棱

岩带上，西北端与观庙铺—朱裴店断裂南侧构造糜棱岩带相连。该糜棱岩带宽

约 100-300 米，倾向南西，倾角 68～80°，较陡，由于观庙铺—朱裴店断裂后

期表现为张性，因此富水性较好。这与水文地质钻探至该构造破碎带的富水性

基本吻合。 

由钻探至 150 米时水质测试结果，混合水锶含量为 1.23 毫克/升。而东侧约

115 米的凉水井露头泉锶含量为 0.43 毫克/升，远低于钻探井 0～150 米混合水

的锶含量。根据钻探至 220 米深上部 0～98 米止水后的水质同期检测结果，锶

含量却增大为 7.40 毫克/升，外检结果也高达 5.06 毫克/升。说明锶来源于深部

商城花岗岩体，且随着深度增加，锶元素却出现罕见的异常增高含量。由于普

查区下伏岩体为商城花岗岩体，而非锶类化合物矿体，说明锶可能来源于深部

地下水的热液循环活动。这与观庙铺—朱裴店断裂为多期活动岩石圈断裂，在

鲇鱼山水库以东切穿商城花岗岩体，揭露商城花岗岩体深部热液的水文地质条

件较为吻合。 

商城花岗岩体主要矿物组成有斜长石、钾长石、石英和黑云母等，SiO2 含

量在 66%以上，这为深部构造裂隙水通过循环、溶解及多种复杂的化学反应，

使 SiO2 转移到水中并形成可溶性偏硅酸提供了必要条件，所以普查区构造裂隙

含水层（带）中普遍富含偏硅酸。 

综上，钻探井地下水补给主要来源于两个部分：其一是近东西向的韩冲—

长岭岗断层沿断层带走向的深部构造裂隙水补给，断层西部走向延伸线与商城

—麻城深大导水断裂相通，说明其补给源充足；其二是北西—南东向红盆窑—

汪岗北构造糜棱岩带导水通道连接了观庙铺—朱裴店深大断裂深部商城花岗岩

体的构造裂隙水，不仅补给了钻探井的水源，还提供了高浓度的对人体有益的

锶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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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环境地质条件 

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台矿泉水水源地位于山间丘陵地带，距离钻探井

（ZK1）半径 200 米范围内无村庄。钻探井东部 50～100 米有一条河流，长年

有水，上游及源头均位于金刚台国家地质公园内，下游汇入西部鲇鱼山水库。 

在钻探井东北约 500～700 米处，原有一小型养猪场，2020 年初，因地方

政府扩建公路，将其拆除，现状仅残留少量混凝土块、砖头等建筑垃圾，对勘

探井深部地下水基本无影响。 

S216 省道从钻探井东部 400～500 米处南北向通过，官畈加油站位于省道

东侧，属于小型加油站，经营 92#、95#汽油及 0#柴油，属于个人经营，地下有

混凝土防渗措施，对深部地下水基本无影响。同时，S216 省道新改道路基位于

老公路西侧，距离勘探井 300～400 米，该工程活动对地下水水源无影响。 

钻探井周围 30～500 米范围内分布有部分农田、旱地，以及花木种植园等，

农业种植使用的农家肥、化肥、除草剂及低毒农药等，对地表水及浅部地下水

构成一定程度影响，但对深部地下水影响轻微。 

综上，钻探井周围 500 米范围内，地质环境条件较好，除近钻探井处农田

及旱地长期农业活动，造成化肥、低毒农药的长期积累，可能对地下水形成轻

微影响外，其它基本无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依据以往水文地质工作成果，

凉水井与钻探井之间，深部存在水力联系，建议在投产后，在河水位高涨期将

凉水井与河水隔离。 

9．评估实施过程 

根据《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11000-2008），我公司组织评估人

员，对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水普查探矿权出让收益实施了

如下评估程序： 

（1）接受委托阶段 

2021 年 6 月 1 日，经信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电脑公开摇号方式选择我

公司为承担本项目的评估机构；6 月 3 日项目接洽，由信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与评估委托方商城县自然资源局明确此次评估业务基本事项，签订《探矿权

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我公司拟定评估计划（评估方案和方法等），收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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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有关的资料，向评估委托方提供评估资料准备的清单。 

（2）资料收集阶段 

接收委托后，我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3 日提供了资料收集清单，并于当日与

评估委托方沟通收集补充评估所需材料。 

（3）现场查勘阶段 

于 2021 年 6 月 3 日，我公司矿业权评估专业人员在评估委托方的陪同下对

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水及其周边进行实地查勘。矿区位于河南省信阳市

商城县东南部，距县城 8 公里，横跨 S216 省道。矿区以北附近交通网络密布，

紧邻宁西铁路和沪陕高速（叶信段），312 国道和 106 过道也相距较近。矿区

所在地公路铁路纵横，交通便利。 

（4）评定估算阶段 

我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4 日～2021 年 7 月 18 日，在遵守《矿业权评估技术

基本准则》（CMVS00001—2008）和职业道德原则下，确定评估方法，完成评

定估算。具体步骤如下：根据所收集资料进行归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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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探矿权价值进行评定估算，完成评估报告初稿，复核评估结果，并对评估结

果进行修改和完善。 

（5）报告审核阶段 

2021 年 7 月 19 日～7 月 22 日，按照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对信阳市商城县

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水探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进行三级复核审查。7 月 23 日，

提交正式报告。 

10．评估方法 

10.1 评估方法的选取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适用于普查探矿权出让

收益的评估方法有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资源价值比例法、

折现现金流量法、勘查成本效用法。 

目前，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资源价值比例法的相关

准则规范尚未发布实施，基准价调整因素难以确定及取值，相关参数无法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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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相似的交易案例难以获得，故不宜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

较调整法及资源价值比例法；折现现金流量法适用于赋存稳定的沉积型矿床中

勘查程度较低的普查探矿权，由于本项目普查探矿权尚未编制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方案，无法获取相关开发利用参数，故不适用于该方法。勘查成本效用法适

用于未估算资源储量的预查和普查探矿权，经评估人员分析本项目资料，认为

评估对象的勘查程度为普查，现有评估资料满足采用勘查成本效用法评估的要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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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CMVS 00001-2008）》、《收益途径

评估方法规范（CMVS 12100-2008）》以及《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

行）》（以下简称《指南》），确定本次评估采用勘查成本效用法。 

10.2 勘查成本效用法计算公式 

P=Cr×F＝   FPiUi
n




)1(
1i

  

式中：P--探矿权评估价值  

Cr--重值成本 

Ui--各类地质勘查技术方法完成的实物工作量 

Pi--各类地质勘查实物工作量相对应的现行价格和费用标准 

ε--其他地质工作（含综合研究及编写报告）、岩矿实验测试、工地

建筑等间接费用分摊系数 

F--效用系数（F＝f1×f2，其中，f1 为勘查工作布置合理性系数；f2 为

勘查工作加权平均质量系数）。 

11．评估指标与参数 

11.1 实物工作量及其现行价格 

11.1.1 参与评估实物工作量确定原则 

按照现行《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成本途径评估方法规范

（CMVS12200-2008）的要求，以往地质工作所完成的实物工作量中参与评估

的实物工作量，应符合下述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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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与评估实物工作量的选取必须是有关、有效的勘查工作量，不包含

公益性地质工作。 

（2）依据的评估资料中的主要实物工作量，能够说明其有关、有效和质量

状况。 

（3）评估范围应当与勘查许可证中所载明的或登记管理机关划定的地理位

置（经纬度坐标）和面积一致。 

（4）当委托方提供的实物工作量与地质成果中以往地质工作所完成的实物

工作量不符时，取核实后的实际有关工作量。 

（5）凡属于踏勘、矿点检查、各类样品岩矿试验、鉴定费用、资料综合整

理、报告编写等工作量，计入“间接费用”，不另计算。 

11.1.2 本项目确定的实物工作量 

按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要求，凡计入勘查成本现值的实物工作量

必须是有关的、有效的。根据委托方所提供的资料中记载的以往历次地质工作

所完成的实物工作量，结合本项目普查矿种（矿泉水）的实际情况，凡符合下

述确定原则的，均确定为有关实物工作量。具体原则如下： 

1、普查区凡以矿泉水为目标矿种部署施工的实物工作量，均为有关实物工

作量，参加现值重置计算； 

2、属于探矿权评估区域内的地质测量、地质剖面测量等实物工作量均为有

关工作量，参加现值重置计算； 

3、比例尺小于1:5万的地质测量工作属于基础性、公益性地质工作，不作

为有关实物工作量，不参加重置计算； 

4、委托方提供的实物工作量与地质资料中的实物工作量不符时，取核实后

的实际工作量为有关的实物工作量，参加现值重置计算； 

5、凡属其他地质工作（含综合研究及编写报告）、实验测试、工地建筑等

工作量，已列入间接分摊费用中，不再重复列为有关工作量进行重置计算； 

6、在地质报告或有关原始资料中，由于质量等问题已确定为报废工作量的，

不作为有关实物工作量参加重置计算；普查区以外的实物工作量不作为有关工

作量参加重置计算。 

根据上述原则，本次评估核算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五地质勘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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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投入工作量。经核实，确定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水普查

探矿权参与评估实物工作量见下表： 

表 4 参与评估实物工作量一览表 

序

号 
工作内容 单位 

完成 

实物工作量 
备注 

1 1:1 万水文地质调查 平方千米 6.1947 普查区 

2 
水文地质

物探、化探 

高密度电阻率 
点/条 180/3 最大 AB/2=400 米 

点/条 300/4 最大 AB/2=300 米 

高密度激发极化率 
点/条 200/2 最大 AB/2=400 米 

点/条 300/4 最大 AB/2=300 米 

土壤汞浓度测量 点/条 115/3 点距 20 米 

土壤氡浓度测量 点/条 49/3 点距 20 米 

3 水文地质钻探 米 220.00  

 

11.1.3 实物工作量的现行价格 

按 照 《 中 国 矿 业 权 评 估 准 则 》 ―― 成 本 途 径 评 估 方 法 规 范

（CMVS12200-2008）、《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要求，实

物工作量现行价格是指评估基准日适用的各类勘查技术手段实物工作的价格和

费用标准，一般采用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及相关管理部门颁布实施的国土资源调

查预算标准。故本次评估实物工作量的现行价格采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

印发《国土资源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地质调查部分）的通知（2007 年 3

月 15 日财建[2007]52 号）。 

通过地区调整系数对其标准进行调整。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

然矿泉水普查区位于大别山中段北麓，该区有关实物工作量预算标准的地区调

整系数确定为 1.2。 

各项地质工作的具体价格确定为： 

1、1：1 万水文地质调查 

根据《国土资源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1：1 万地质调查，按Ⅱ地质复

杂程度预算单价为 1157 元/平方千米。按地区调整系数 1.2，本次评估 1：1 万

水文地质调查的单价为 1388.40 元/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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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水普查探矿权水文地质调查 

实物工作量现行价格计算表 

序

号 
工程编号 单位 工作量 

预算标准

（元/平方

千米） 

地区调整

系数 

调整后价格

（元/平方

千米） 

重置直接成

本（元） 

备

注 

1 
1:1 万水文地

质调查 

平方

千米 
6.1947 1157 1.2 1388.40 8600.72  

2、物探、化探 

（1）高密度电阻率 

根据《国土资源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中关于电法的《高密度电阻率法

测量预算标准》，按普查区地形等级为Ⅱ级，普查工作探测深度 300 米，预算

单价为 332 元/点。按地区调整系数 1.2，本次评估高密度电阻率测量的单价为

398.40 元/点。 

（2）高密度激发极化率 

普查工作进行物探、化探及钻探之后，结合综合水文地质补充调查，河南

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五地质勘查院开展第二次物探、化探工作。两次物探

工作共完成高密度激发极化率剖面两条，长 2700 米，共计 570 点（包括普查工

作的 500 点），7 条剖面，最大 AB/2=400 米。根据《国土资源地质调查项目预

算标准》，地形等级为Ⅱ级，按比例折算探测长度 2368.42 米（500/570×2700

米），点距 10 米（实际 2700 米/570=5 米），预算单价为 3030 元/千米。按地

区调整系数 1.2，本次评估高密度激发极化率的单价为 3636 元/千米。 

（3）土壤汞浓度测量 

普查工作进行物探、化探及钻探之后，结合综合水文地质补充调查，河南

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五地质勘查院开展第二次物探、化探工作。两次化探

工作共完成土壤汞浓度测量点 135 个，勘探线长 2280 米。按比例折算探测长度

1942.22 米（115/135×2280 米），则探测面积为 0.039 平方千米（点距 20 米×

1942.22 米）。根据《国土资源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中关于汞气测量的《汞

气测量预算标准》，地形等级为Ⅱ级，点距 20 米，探测长度 16.89 米（2280 米

/135），则测量网度对应 50×20，预算单价为 22726 元/平方千米。按地区调整

系数 1.2，本次评估土壤汞浓度测量的单价为 27271.2 元/平方千米。 

（4）土壤氡浓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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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工作进行物探、化探及钻探之后，结合综合水文地质补充调查，河南

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五地质勘查院开展第二次物探、化探工作。两次化探

工作共完成土壤氡浓度测量点 57 个，勘探线长 920 米。按比例折算探测长度

790.88 米（49/57×920 米），则探测面积为 0.016 平方千米（点距 20 米×790.88

米）。根据《国土资源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中的《常规测氡、RaA 法测氡

预算标准》，地形等级为Ⅱ级，点距 20 米，探测长度 16.14 米（920 米/57），

则测量网度对应 50×20，预算单价为 7221 元/平方千米。按地区调整系数 1.2，

本次评估土壤氡浓度测量的单价为 8665.2 元/平方千米。 

表 6 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水普查探矿权物化探 

实物工作量现行价格计算表 

序

号 
工程编号 

地形

等级 
工作量 单位 预算标准 

地区调

整系数 
调整后价格 

重置直接

成本（元） 

备

注 

1 
高密度电

阻率 
Ⅱ 480/7 点/条 332 元/点 1.2 398.40 元/点 191232.00  

2 
高密度激

发极化率 
Ⅱ 2.368 千米 

3030 元/

千米 
1.2 

3636.00 元/

千米 
8611.58  

3 
土壤汞浓

度测量 
Ⅱ 0.039 

平方千

米 

22726 元/

平方千米 
1.2 

27271.2 元/

平方千米 
1063.58  

4 
土壤氡浓

度测量 
Ⅱ 0.016 

平方千

米 

7221 元/

平方千米 
1.2 

8665.2 元/平

方千米 
138.64  

3、钻探 

根据《国土资源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钻探施工，地貌切割中等，按

Ⅶ类硬类岩石类型Φ273 钻头水文钻进 0-150 米、按Ⅶ类硬类岩石类型Φ200 钻

头水文钻进 150-220 米，分类别预算单价为 774.00 元/米、641.00 元/米。按地

区调整系数 1.2，本次评估钻探施工的单价为 928.80 元/米、769.20 元/米。 

表 7 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水普查探矿权钻探 

实物工作量现行价格计算表 

序

号 

工程 

编号 
单位（毫米） 深度（米） 

工作量

（米） 

预算

标准 

地区调整

系数 

调整后价

格（元/米） 

重置直接

成本（元） 

备

注 

1 

水文地

质钻探 
孔径 φ273 0～150 150 774 1.2 928.80 139320.00  

水文地

质钻探 
孔径 φ200 150～220 70 641 1.2 769.20 53844.00  



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水普查探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湖北永业地矿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 303 武车路水岸国际 K6-1 栋 23 层 

邮编：430070 电话：027-87250167 传真：027-87250167 

-28- 

11.2“重置直接成本” 

表 8 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水普查探矿权有关工作量 

勘查直接成本计算表 

序号 工作项目 项目内容 单位 
实物工

作量 
单价 勘查直接成本（元） 

1 
1:1 万水文

地质调查 
1：1 万测量 平方千米 6.1947 1388.40 8600.72 

2 物化探 

高密度电阻率 点/条 420/5 398.40 191232.00 

高密度激发极化率 米 2368.42 3636 8610.05  

土壤汞浓度测量 平方千米 0.039 27271.2 1063.58  

土壤氡浓度测量 平方千米 0.016 8665.2 138.64 

3 
水文地 

质钻探 

孔径φ273 米 150 928.80 139320.00  

孔径φ200 米 70 769.20 53844.00  

合计     402808.99 

以上述确定的实物工作量乘以相应的现行市价，求得重置直接成本为

402808.99 元。 

11.3“间接费用”分摊系数 

按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CMVS20100-2008），“间接费用”包含

其他地质工作（含综合研究及编写报告）、实验测试、工地建筑等工作量，已

列入间接分摊费用中，不再重复列为有关工作量进行重置计算，本次评估按直

接成本的 30%估算。 

间接成本为直接成本的 30%，重置间接成本＝40.28×30%＝12.08 万元。 

11.4 重置成本（Cr） 

重置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二者之和即为探矿权重置成本。 

则本评估项目重置成本＝40.28＋12.08＝52.36 万元。 

（具体计算详见附表一至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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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效用系数 

11.5.1 勘查工程布置合理性系数（ 1f ） 

利用 1:1 万水文地质调查、水文地质物化探、钻探等综合手段开展矿产普

查工作，符合《天然矿泉水资源地质勘查规范》（GB/T13727-2016）要求，勘

查技术方法必要性强，使用效果好，工程布置合理。按《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

指导意见》建议范围，本次评估勘查工作布置合理性系数（ 1f ）归为 1 档（建

议范围 1.01～2.00），合理性系数取 1.80。 

11.5.2 勘查工作加权平均质量系数（ 2f ） 

1:1 万水文地质调查：采用统一调查表形式，对工作区区域水文地质条件情

况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地形地貌、地层构造、包气带岩性调查、钻孔及

机民井地层结构、地下水位、抽水试验、开采井调查、农灌井调查、实测灌溉

水量、地下水位统测、地下水长期观测以及采样和水质分析。野外采用 GPS 定

位，调查所需仪器设备均定时检测校正，各项调查工作均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

施工质量较好，基本达到地质目的，获得的地质矿产信息较多，对后续勘查工

作有一定指导意义。按《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建议范围，本次评估

控制测量工作质量系数归为 2 档（建议范围 1.00～1.99），质量系数取 1.80。 

水文地质物化探：共完成高密度电阻率测点 420 个，5 条剖面。物化、探

结果初步查明普查区 300 米深度内地层结构、有利富水地段等地质、水文地质

条件，并为普查区定井。工作期间，仪器工作正常，读数稳定，重复性好。本

次电测深工作满足规范要求，野外记录整洁齐全，曲线反映完整，对个别畸变

点作了重复观测，经野外验收，认为资料可靠，质量合格，满足设计和规范要

求。测量工作均按有关规范要求进行，施工质量较好，基本达到地质目的，对

后续勘查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按《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建议范围，

本次评估控制测量工作质量系数归为 2 档（建议范围 1.00～1.99），质量系数

取 1.90。 

水文地质钻探：完成勘探孔（ZK1）1 眼，孔深 220 米，位于商城县汪岗镇

官畈村草莓园。根据地层情况，勘探孔采用 JKS300A 型钻机，钻进施工工艺；

勘探井孔深 220 米，其中 0～150 米孔径φ273 毫米，井管为φ219 毫米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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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20 米孔径φ200 毫米，管径φ159 毫米。井管采用全不锈钢无缝钢管，

在进水段位置安装同口径不锈钢滤水管，滤水管孔隙率约 25％，滤水管位置略

低于含水层位置，滤水管下端设置管底封闭的沉淀管，其长度为 4 米。填砾材

料为石英砂，砾料规格φ3～5 毫米。钻孔孔斜度约 0.9°，主要含水层顶板以

上采取粘土球止水。洗井采用 PDSJ1050S 空压机。施工的各项技术要求参照《建

筑工程地质钻探技术标准》（JGJ87－92），施工过程中进行了简易水文地质观

测，成井后各项指标满足项目技术要求，为现场试验工作奠定了基础，对后续

勘查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按《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建议范围，本

次评估控制测量工作质量系数归为 1 档（建议范围 2.00～3.00），质量系数取

2.80。 

其他地质工作、抽水试验、水样采集及测试、动态监测、综合研究及编写

报告等“间接费用”：其他地质工作、抽水试验、水样采集及测试、动态监测，

以及原始资料、后期报告编制等，实施过程严格规范，资料基本齐全、质量可

靠对后续勘查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按《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建议

范围，本次评估控制测量工作质量系数归为 2 档（建议范围 1.00～1.99），质

量系数取 1.80。 

根据上述对各项地勘实物工作量质量系数的赋值，可计算得加权平均质量

系数（ 2f ）=2.21。 

11.5.3 效用系数（F） 

F＝ 1f × 2f ＝1.80×2.21＝3.98 

（详见附表六“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水普查探矿权评

估效用系数评判表”） 

11.6 探矿权评估价值（P） 

将上述计算结果代入地质要素评序法公式进行运算，结果如下： 

P=Cr×F 

=52.36×3.98 

=208.3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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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结果 

依据《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

知》（豫国土资发〔2018〕5 号），矿泉水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为 3 元/

立方米（按可采储量计算）。依据《河南省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水普查

报告》及其审查意见，该探矿权年可采资源量为 19.18 万立方米/年。 

结合《自然资源部关于粉石英等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

要求（试行）的公告》中对于矿泉水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瓶

装水利用率≥70%，桶（桶+瓶）装水利用率≥60%），鉴于该矿品质较好，采

矿回采率按瓶装水利用率 70%计。则年可采储量为 13.43 万立方米/年（计算式：

19.18×70%） 

由于矿泉水为流体矿产，其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结果与发证年限相关，

依据《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第 241 号，2014 年第 653 号），

该矿山属大型矿山，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 30 年，但从评估谨慎性原则及矿

泉水矿产资源特殊性角度（因其为永续矿产，需设定出让年限）考虑，本次评

估设定该矿探转采后首次出让年限暂按 5 年计算，本次探矿权收益市场基准价

结果为 201.45 万元（计算式：13.43 万立方米/年×3 元/立方米×5 年）。 

12．评估结论 

本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

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估算，得出“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

台饮用天然矿泉水普查探矿权”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208.39 万元，大写

人民币贰佰零捌万叁仟玖佰元整。 

（详见附表一“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然矿泉水普查探矿权出

让收益价值计算表”） 

13．特别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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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及采矿权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http://www.51ore.com/kcxt/shiy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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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矿泉水为流体矿产，其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结果与发证年限

相关，依据《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第 241 号，2014 年第 653

号），该矿山属大型矿山，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 30 年，但从评估谨慎性原

则及矿泉水矿产资源特殊性角度（因其为永续矿产，需设定出让年限）考虑，

本次评估设定该矿探转采后首次出让年限暂按 5 年计算。同时由于本次评估进

行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时，采用的采矿回采率依据三率指标按瓶装水利用

率 70%计算，如实际转采时发证年限及可采储量与本次评估的核算方式不一致，

建议委托方对该矿重新开展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工作，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3）本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若超过一年，此评估

结果无效，需重新进行评估。 

（4）在评估结果有效期内，如果探矿权所依附的矿产资源发生明显变化，

或者由于扩大生产规模追加投资后随之造成探矿权价值发生明显变化，委托方可

以委托本公司按原评估方法对原评估结果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果本次评估所采用

的预算价格标准或税费标准发生不可抗逆的变化，并对评估结果产生明显影响

时，委托方可及时委托本公司重新确定采矿权价值。 

（5）本评估结果是为评估委托人确定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台饮用天然

矿泉水普查探矿权出让收益底价提供价值参考意见为前提的条件下，根据持续经

营原则来确定采矿权的价值，评估中没有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或其它

不可抗力可能对其造成的影响。如果上述前提条件和持续经营原则发生变化，本

评估结果将随之发生变化而失去效力。 

（6）本次评估工作中评估委托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包括普查报告及

其专家意见等资料）是编制本报告的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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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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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本评估报告含有若干附件，附件构成本报告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

评估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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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矿业权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本评估报告仅供此次特定的评估目的及呈报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公示使

用。未经委托方许可，我公司不会随意向任何单位、个人提供或公开。 

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属于委托方。 

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法律效力。 

本次评估是为矿业权管理机关确定矿业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评估报

告中披露评估对象和评估参数等内容，不等同于矿业权出让合同，也不代替矿

业权出让管理，涉及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矿业权出让等其他事宜，应以矿业

权管理机关具体文件及矿业权出让合同为准；矿业权新立、延续、变更等登记

时矿业权登记机关审查通过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所设计利用的资源储量

（可采储量）、开采方式、生产规模、服务年限与本次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可

采储量）、开采方式、生产规模或服务年限等参数不一致时，该矿业权出让收

益评估价值将发生变化。特提醒评估报告使用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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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评估机构和矿业权评估师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潘世炳 

项目负责人：  

矿业权评估师：  

16．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提交日期为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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