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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矿产勘查概略研究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固体矿产勘查工作中概略研究的目的任务、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基本内容、报告编

写等。 

本标准适用于固体矿产勘查可行性评价工作，是开展固体矿产勘查概略研究及其成果验收的依据，

也是固体矿产勘查监督管理的技术依据之一。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3908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 

GB/T 17766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GB/T 25283 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规范 

GB/T 33444 固体矿产勘查工作规范 

DZ/T 0033 固体矿产勘查/矿山闭坑地质报告编写规范 

3 目的任务 

通过了解分析矿产勘查项目的地质、采矿、加工选冶、基础设施、经济、市场、法律、环境、社区

和政策等因素，初步拟定矿产资源开发技术经济参数，对项目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进行简略研究，

为是否开展下一步工作提供依据。 

4 基本原则 

4.1 遵循法律法规、产业政策，贯彻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4.2 执行有关管理规定和技术标准要求。 

4.3 根据不同勘查阶段选择适宜的评价方法。 

4.4 结合勘查区内部及外部建设条件，合理选取技术经济参数。 

4.5 坚持资源综合勘查、综合评价、综合开发、综合利用。 

5 基本要求 

5.1 地质勘查工作应达到 GB/T 13908、GB/T 33444 规定的普查及以上程度。 

5.2 全面了解勘查区的自然地理、内外部建设条件、经济社会现状、周边资源开发利用情况，以

及有关法律、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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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普查阶段通常采用静态评价方法，详查、勘探阶段一般采用动态评价方法。 

5.4 应根据勘查工作成果及勘查区实际情况合理选取评价参数，现有成果及相关资料不能满足参

数选取要求时，可通过类比方式确定。 

5.5 采用类比方式的，应选择与勘查区主矿产及矿石类型一致，开采技术条件、矿石加工选冶技

术性能等具有可类比性的矿山（勘查区），拟定开采方式、产品方案及技术经济参数等。 

5.6 概略研究工作应由具有相应能力的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采矿、选矿、技

术经济等专业人员共同完成。 

5.7 勘查项目有工业指标论证报告的，可直接引用或借鉴工业指标论证成果。 

6 基本内容 

6.1 市场形势分析评价 

简述矿产品国内外市场供需状况及趋势、可能的销售渠道和价格走势等。 

6.2 内部建设条件评价 

6.2.1 地质资源条件 

包括勘查工作程度、矿体特征、矿石矿物组成、矿石质量、主矿产及共生伴生矿产资源储量等。 

6.2.2 开采技术条件 

依据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工作成果，评价对矿山开采技术经济条件的影响。普查阶段无相关

工作成果时，可收集有关资料类比评价。 

6.2.3 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条件 

根据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试验研究成果，拟定矿石加工选冶工艺流程、产品方案，确定产品产率、

产品质量、选矿回收率等。无试验研究成果的，可通过类比分析矿石的可选性，拟定工艺流程、产品方

案及相关技术参数。选矿厂建设投资和成本费用等可采用扩大指标法确定。 

6.3 外部建设条件评价 

包括勘查区位置、自然地理及交通条件，供水水源（方向）、供电、通讯、原材料、燃料以及劳动

力供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等。分析上述因素是否满足资源开发的需要，以及对未来矿山建设投资

和生产成本费用的影响。 

6.4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了解并说明勘查区是否存在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水源地等，分析判断勘查区资源勘查开发

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类比拟定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方案及有关费用。 

6.5 资源开发其他影响因素分析 

分析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社会影响因素等，了解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及重要建（构）筑

物等分布情况，评述对资源勘查开发的影响。 

6.6 采矿系统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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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外部建设条件评价、生态环境影响分析、资源开发其他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类比拟定未来

矿山可能的开采方式、采矿方法、开拓方案、矿山建设规模及服务年限，开采回采率、贫化率（废石混

入率）等。估算未来矿山开发的采矿系统建设投资和采矿成本费用。 

6.7 经济效益评价 

6.7.1 产品销售价格确定 

6.7.1.1应考虑价格信息资料的时效性及适用性。 

6.7.1.2 产品计价方式应与产品标准（或市场通用）计价原则一致，或能够通过产品标准（或市场通用）

明确符合产品方案的计价原则。 

6.7.1.3 对价格较低的产品，采用其他地区公开市场价格扣除运费方式确定当地市场价格时，应关注运

费的敏感性，以判断该方式的适用性。 

6.7.1.4 通常可采用价格算术平均值确定销售价格，结合矿山服务年限及价格变化幅度，分析预测未来

的价格变动趋势。对价格波动不大的产品，可采用近 3～5年的市场平均价格；对价格波动较大的产品，

可采用近 5～8年的市场平均价格。产品销售价格是否含税的计算口径应一致。 

6.7.2 评价内容 

普查阶段通常采用静态评价方法，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利润总额、投资利润率、投资回收期等。详查、

勘探阶段一般采用动态评价方法，评价指标主要包括财务净现值、财务内部收益率等。 

6.7.3 计算公式 

6.7.3.1利润总额 

V =∑
( 𝑃×𝛾− 𝑐 )× 𝑄×𝐾

（1−𝜌）
𝑛
1 −  𝐽 − 𝑡 … …（1） 

式中： 

V-利润总额，元； 

    P-精矿销售价格，元/吨； 

    γ-精矿产率；%； 

    c-原矿成本费用，主要包括采矿成本、选矿成本、管理费用、营业费用、财务费用、摊销费用、生

态环境恢复治理费用等，元/吨； 

Q-资源储量（矿石量），吨； 

K-开采回采率，%； 

ρ-贫化率，%； 

J-总投资，包括建设投资（不包括生产期更新改造投资）、流动资金等； 

t-税费，包括增值税及附加、资源税等； 

n-矿种。 

6.7.3.2投资利润率 

PR=
𝑅

𝐽
……（2） 

R=
𝑉

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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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R-投资利润率； 

R-年平均利润总额；  

a-矿山服务年限。 

6.7.3.3投资回收期 

T=
𝐽

𝑅
……（4） 

式中： 

T-投资回收期。 

6.7.3.4财务净现值 

FNPV=∑  (𝐶𝑖 − 𝐶𝑜)𝑡（1 + 𝑖𝑐）
−𝑡

𝑛
𝑡=1 ……（5） 

式中： 

FNPV-财务净现值； 

Ci-现金流入量； 

Co-现金流出量； 

ic-设定的折现率；  

n-计算期年数。 

当 FNPV≥0 项目可行。 

6.7.3.5财务内部收益率 

∑  (𝐶𝑖 − 𝐶𝑜)𝑡（1 + 𝐹𝐼𝑅𝑅）
−𝑡

𝑛
𝑡=1 =0……（6） 

式中： 

FIRR-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 

(Ci-Co)t-第t年的净现金流量。 

6.8 不确定性分析 

6.8.1 盈亏平衡分析 

6.8.1.1 BEP（生产能力利用率） 

𝐵𝐸𝑃生产能力利用率 =
𝐽1

𝑅1−𝐶
可变

−𝑡
年

×100%……（7） 

式中： 

BEP生产能力利用率-矿山生产能力利用率盈亏平衡点，%； 

J1-年固定总成本费用，万元/年； 

R1-年产品销售收入，万元/年； 

C可变-年可变成本费用，万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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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年-年税费，包括增值税及附加、资源税等。 

6.8.1.2 BEP（产量） 

𝐵𝐸𝑃产量 =
𝐽1

𝑃−𝑐1−𝑡1
×100%……（8） 

式中： 

BEP产量-矿山年产量盈亏平衡点，吨； 

P-精矿销售价格，元/吨； 

c1-单位精矿可变成本费用，c1=
𝑐

𝛾
,元/吨； 

t1-单位产品税费，包括增值税及附加、资源税等。 

6.8.1.3 BEP（产品售价） 

𝐵𝐸𝑃产品售价 =
𝐽1

𝑂
+ 𝑐1 + 𝑡1……（9） 

式中： 

BEP产品售价-矿山产品售价盈亏平衡点，元/吨； 

O-设计生产能力。 

6.8.2 敏感性分析 

测定某个不确定因素的敏感性分析公式为： 

𝑆𝐴𝐹=
∆𝐴 𝐴⁄

∆𝐹 𝐹⁄
……（10） 

式中： 

𝑆𝐴𝐹-评价指标A对于不确定性因素F的敏感度系数； 

∆F/F-不确定因素F的变化率（如矿产品价格，∆F为产品价格变动后的值减去变动前的值，F为矿产

品价格变动前的值）； 

∆A/A-不确定因素F发生∆F变化时，评价指标A的相应变化率（如当产品价格变动∆F时，矿山投资总

利润额变化差∆A与价格变动前的比值）。 

6.9 风险评价 

6.9.1 评述勘查区未来资源开发在政策法规、经济社会、市场、生态环境等方面及建设生产可能存在

的风险，重点分析说明影响程度较高的风险因素。 

6.9.2 普查阶段应重点说明资源量不确定性的风险及可能带来的影响。 

6.10 综合分析 

综合分析市场形势、勘查区内外部建设条件、生态环境影响、矿产资源开发其他影响因素等，初步

评价下一步工作的可行性，并为资源量类型划分提供依据。 

7 报告编写 

7.1 概略研究内容可作为地质报告的一部分，必要时也可单独编制概略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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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作为地质报告一部分时，题目、摘要、研究概况、声明、附图、附表、附件、参考文献等可

视情况与地质报告相关章节合并，地质资源条件、开采技术条件、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条件等章节可

从略。 

7.3 普查阶段概略研究报告编写提纲见附录 A，详查、勘探阶段概略研究报告编写提纲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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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普查阶段概略研究报告编写提纲                                                                                                                                                                                                                                           

XX省（市、自治区）XX县（市、区、旗或矿田、煤田）XX矿区（矿段、勘查区）XX矿普查概略研究

报告 

A.1 摘要 

简述勘查单位、勘查工作时间，勘查区位置、面积、勘查程度、资源量，主要成果、存在的主要问

题及建议。一般控制在 400 字以内。 

A.2 研究概况 

A.2.1 目的任务 

阐述概略研究的主要目的及任务。 

A.2.2 研究单位与人员工作背景及工作过程 

    说明报告编写单位相关工作背景，主要研究人员的从业经历等。描述工作时间和工作过程。 

A.2.3 研究依据及方法 

报告编写依据的相关规定、技术标准，研究方法及其合理性。 

A.2.4 基础资料评价 

说明参考引用的历史数据和其他信息（如历年来的地质勘查报告、矿石加工选冶试验研究报告、开

采技术条件研究成果和自然地理、经济社会现状及有关类比资料等）的来源，评价其可靠性。 

A.2.5 矿业权情况 

说明发证机关、发证时间、勘查许可证编号、探矿权人、勘查项目名称、拐点坐标、面积及有效期

限等。 

A.2.6 地质工作情况 

简述本次及以往地质工作情况，投入工作量、质量，以及取得的地质资料。 

A.3 市场形势分析 

A.3.1 国内外XX矿（指主矿产及共生伴生矿产）资源市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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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矿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供需状况及趋势、可能的销售渠道和价格等，并说明价格的确定依据和

合理性。 

A.4 内部建设条件 

A.4.1 地质资源条件 

A.4.1.1 勘查区地质 

简述勘查区地层、构造、岩浆岩发育情况等。 

A.4.1.2 矿床地质 

说明勘查工作程度，矿体规模、产状、形态、厚度及品位变化情况等矿体特征。 

A.4.2 开采技术条件  

A.4.2.1 水文地质条件 

描述勘查区地形地貌、气象水文特征等；简述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勘查区所处水文地质单元特征，

简述勘查区水文地质条件、水文地质勘查类型。 

A.4.2.2 工程地质条件 

描述矿体围岩的岩性特征、结构类型等内容；简述勘查区内可能影响工程地质条件的各类地质因素，

可能出现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以及勘查区的工程地质勘查类型。 

A.4.2.3 环境地质条件 

描述勘查区环境现状，具备类比条件时，简述未来矿山开发可能产生的环境地质问题。 

A.4.3 采矿系统模拟 

在内外部建设条件、环境影响分析、矿产资源开发影响因素论证的基础上，遵循法律法规、管理规

定、产业政策和有关技术标准，贯彻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要求，通过类比同类型矿山，大致拟定勘

查区矿产资源未来可能的开采方式、生产规模、服务年限、开采回采率、贫化率（废石混入率）等，估

算采矿项目建设投资和采矿成本费用。 

A.4.4 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条件 

通过类比或依据矿石加工选冶试验研究成果，分析矿石的可选性，大致拟定选矿工艺流程、产品方

案、产品产率、选矿回收率、产品质量等。类比估算选矿厂建设投资和选矿成本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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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外部建设条件 

A.5.1 自然地理 

简述勘查区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勘查区所处地区的气象、水文，以及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等。 

A.5.2 勘查区基础设施情况 

简述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矿产资源开发情况、供水水源（方向）、供电、交通、通信、原材料、燃

料以及劳动力供应等。 

A.5.3 外部建设条件分析 

大致分析勘查区外部条件是否能够满足矿产资源开发的需要，以及对未来矿山建设投资和生产成本

费用的影响。 

A.6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简述勘查区是否存在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水源地等，大致判断勘查区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通过类比，大致估算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费用。 

A.7  勘查区资源开发影响因素 

分析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社会影响因素等，大致了解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及重要建（构）

筑物等分布情况，简述对资源勘查开发的影响。 

A.8 总投资和运营成本估算 

A.8.1 投资构成和投资估算 

根据内外部建设条件、环境影响分析、勘查区矿产资源开发影响因素等，类比同类型矿山，大致估

算总投资。 

A.8.2 生产成本费用估算 

    根据拟定的生产工艺和产品方案，类比同类型矿山，大致估算相应的成本费用。 

A.9 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A.9.1 经济效益分析 

A.9.1.1 经济指标估算 

通常采用静态经济评价方法，估算未来矿山开发的利润总额、年利润、投资利润率、投资回收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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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经济指标，可参照表 A.1。 

A.9.1.2 盈利能力分析 

对项目的投资效果指标和盈利能力进行简略评价，根据评价结果，说明矿床有无进一步的投资机会、

能否进行下一步勘查；无进一步投资价值的，应提出终止工作的建议。 

A.9.2 社会效益分析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简要评述资源开发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就业及改善基础设施

等方面的作用和意义。 

A.9.3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汇总 

根据勘查区实际情况填写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类比同类型矿山的应在备注中标明。 

表A.1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指标 备注 

一 地质资源 

1 资源量    

1.1 矿石量 万吨   

1.2 品位 %（克/吨）   

1.3 金属量（矿物量） 吨（千克）   

二 采矿 

1 拟定生产规模 吨/年   

2 服务年限 年   

3 开采方式    

4 拟定采矿方法    

5 开采回采率 %   

6 贫化率（废石混入率） %   

三 选矿（选冶） 

1 产品方案    

2 选矿回收率 %   

3 精矿产率 %   

四 投资 

1 项目总投资 万元   

1.1 建设投资（含设备投资） 万元   

1.2 流动资金 万元   

1.3 其他 万元   

五 原矿成本费用 

1 单位矿石成本费用 元/吨   

1.1 采矿成本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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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A.10 风险识别分析 

识别并分析勘查区未来资源开发可能面临的风险，重点说明资源量的不确定性及可能带来的影响。 

A.11 结论 

综合分析市场形势、勘查区内外部建设条件、生态环境影响、矿产资源开发其他影响因素等，简略

评价下一步工作的可行性，并为资源量类型划分提供依据。 

A.12 声明 

A.13 附图 

序号 项目 单位 指标 备注 

1.2 选矿（选冶）成本 元/吨   

2 管理费用 元/吨   

3 摊销费 元/吨   

3.1 地质勘查费    

3.2 矿业权出让收益    

3.3 其他 元/吨   

4 营业费用 元/吨   

5 财务费用 元/吨   

6 环境治理恢复费用 元/吨   

7 其他 元/吨   

8 总原矿成本费用 元/吨   

六 经济指标 

1 产品销售价格 元/吨   

2 税费    

2.1 资源税 万元   

2.2 增值税（销项税与进项税差）及附加 万元   

3 利润总额 万元   

4 年利润 万元   

5 投资利润率 %   

6 投资回收期 年   

7 投资利税率 %   

8 所得税 万元   

9 税后净利润 万元   

10 其他经济效果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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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1 勘查区交通位置图 （也可作为报告正文绪论部分的插图） 

A.13.2 勘查区地形地质图 

A.13.3 有代表性的勘查线剖面图（有时可与资源储量估算剖面图合并） 

A.13.4 资源量估算图 

A.13.5 其他附图 

A.14 附表（资源量估算汇总表等） 

A.15 附件（矿业权权属证明材料、有关资质证明、类比矿山的有关资料等） 

A.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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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详查、勘探阶段概略研究报告编写提纲                                                                                                                                                                                                                                           

XX省（市、自治区）XX县（市、区、旗或矿田、煤田）XX矿区（矿段、勘查区、井田）XX矿详查（勘

探）概略研究报告 

B.1 摘要 

简述勘查单位、勘查工作时间，勘查区位置、面积、勘查程度、资源量，主要成果、存在的主要问

题及建议。一般控制在 400 字以内。 

B.2 研究概况 

B.2.1 目的任务 

阐述概略研究的主要目的及任务。 

B.2.2 研究单位与人员工作背景及工作过程 

    说明报告编写单位相关工作背景，主要研究人员的从业经历等。描述工作时间和工作过程。 

B.2.3 研究依据及方法 

报告编写依据的相关规定、技术标准，研究方法及其合理性。 

B.2.4 基础资料评价 

说明参考引用的历史数据和其他信息（如历年来的地质勘查报告、矿石加工选冶试验研究报告、开

采技术条件研究成果和自然地理、经济社会现状及有关类比资料等）的来源，评价其可靠性。 

B.2.5 矿业权情况 

说明发证机关、发证时间、勘查许可证编号、探矿权人、勘查项目名称、拐点坐标、面积及有效期

限等。 

B.2.6 地质工作情况 

简述本次及以往地质工作情况，投入工作量、质量，以及取得的地质资料。 

B.3 市场形势分析 

B.3.1 国内外XX矿（指主矿产及共生伴生矿产）资源市场状况 

简述矿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供需状况及趋势、可能的销售渠道和价格等，并说明价格的确定依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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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 

B.4 内部建设条件 

B.4.1 地质资源条件 

B.4.1.1 勘查区地质 

简述勘查区地层、构造、岩浆岩发育情况等。 

B.4.1.2 矿床地质 

说明勘查工作程度，矿体规模、产状、形态、厚度及品位变化情况等矿体特征。 

B.4.2 开采技术条件 

B.4.2.1 水文地质条件 

简述勘查区地形地貌、气象水文特征等；简述地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及水质特征，地下水、

地表水与矿床的补排关系；简述含（隔）水层的岩性、厚度、产状、分布、埋藏条件，含水层的富水性，

矿体顶、底板隔水层的稳定性等内容及水文地质勘查类型。 

B.4.2.2 工程地质条件 

简述矿体围岩的岩性特征、结构类型、近矿围岩强度、结构面的发育情况等内容；总结勘查区内可

能影响工程地质条件的各类地质因素，可能出现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说明勘查区的工程地质勘查类型。 

B.4.2.3 环境地质条件 

描述勘查区环境现状，简述矿产资源开发可能产生的地表变形，诱发的地质灾害，以及对地下水、

地表水、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等，说明勘查区的地质环境质量。 

B.4.3 采矿系统模拟 

在内外部建设条件、环境影响分析、矿产资源开发影响因素论证的基础上，遵循法律法规、管理规

定、产业政策和有关技术标准，贯彻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要求，根据勘查工作成果及勘查区实际情

况，通过类比同类型矿山，初步拟定矿产资源未来可能的开采方式、开拓方案、采矿方法、生产规模、

服务年限、开采回采率、贫化率（废石混入率）等，估算采矿项目建设投资和采矿成本费用。 

B.4.4 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条件 

B.4.4.1 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条件 

通常应依据矿石加工选冶试验研究成果，分析矿石的可选性，初步拟定选矿工艺流程、产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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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产率、选矿回收率、产品质量等。可采用扩大指标法估算选矿厂建设投资和选矿成本费用等。 

B.4.4.2 废弃物及尾矿处理 

类比同类型矿山（或依据试验结果），推荐废弃物（废水、废石、废渣等）及尾矿处理工艺。对有

毒、有害、危险废弃物，说明可能的处理方案及依据，并估算相应的成本费用。 

B.5 外部建设条件 

B.5.1 自然地理 

简述勘查区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勘查区所处地区的气象、水文，以及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等。 

B.5.2 勘查区基础设施情况 

简述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矿产资源开发情况、供水水源（方向）、供电、交通、通信、原材料、燃

料以及劳动力供应等。 

B.5.3 外部建设条件分析 

分析勘查区的外部条件是否能够满足矿产资源开发的需要，以及对未来矿山建设投资和生产成本费

用的影响。 

B.6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说明勘查区是否存在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水源地等，初步判断勘查区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通过类比，估算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费用。 

B.7 勘查区资源开发影响因素 

分析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社会影响因素等，了解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及重要建（构）筑

物等分布情况，评述对资源勘查开发的影响。 

B.8 总投资和运营成本估算 

B.8.1 投资构成和投资估算 

根据内外部建设条件、环境影响分析、勘查区矿产资源开发影响因素等，类比同类型矿山或采用扩

大指标法，估算各项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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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2 生产成本费用估算 

    根据拟定的生产工艺和产品方案，估算相应的成本费用。 

B.9 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B.9.1 经济效益分析 

B.9.1.1 经济指标估算 

估算矿山开发的利润总额、年利润、投资利润率、投资回收期以及财务净现值、财务内部收益率等

相关经济指标，可参照表 B.1。 

B.9.1.2 盈利能力分析 

对项目的投资效果指标和盈利能力进行初步评价，根据评价结果，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 

B.9.2 社会效益分析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评述资源开发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就业及改善基础设施等方

面的作用和意义。 

B.9.3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汇总 

应根据矿山实际情况填写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类比同类型矿山的应在备注中标明。 

表 B.1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指标 备注 

一 地质资源 

1 资源量    

1.1 矿石量 万吨   

1.2 品位 %（克/吨）   

1.3 金属量（矿物量） 吨（千克）   

二 采矿 

1 生产规模 吨/年   

2 服务年限 年   

3 开采方式    

4 采矿方法    

5 开采回采率 %   

6 贫化率（废石混入率） %   

三 选矿（选冶） 

1 产品方案    

2 选矿回收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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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指标 备注 

3 精矿产率 %   

4 选矿工艺    

5 精矿产品年产量 吨   

四 投资 

1 项目总投资 万元   

1.1 建设投资（含设备投资） 万元   

1.2 流动资金 万元   

1.3 建设期利息 万元   

1.4 其他 万元   

五 原矿成本费用 

1 单位矿石成本费用 元/吨   

1.1 采矿成本 元/吨   

1.2 选矿（选冶）成本 元/吨   

2 管理费用 元/吨   

3 摊销费 元/吨   

3.1 地质勘查费    

3.2 矿业权出让收益    

3.3 其他 元/吨   

4 营业费用 元/吨   

5 财务费用 元/吨   

6 环境治理恢复费用 元/吨   

7 其他 元/吨   

8 总原矿成本费用 元/吨   

六 经济指标 

1 产品销售价格 元/吨   

2 税费    

2.1 资源税 万元   

2.2 增值税（销项税与进项税差）及附加 万元   

3 利润总额 万元   

4 年利润 万元   

5 投资利润率 %   

6 投资回收期 年   

7 投资利税率 %   

8 所得税 万元   

9 税后净利润 万元   

10 财务净现值    

11 财务内部收益率 %   

12 其他经济效果指标    

七 盈亏平衡点 

八 敏感性分析 



DZ/T XXXXX-XXXX 

18 

B.10 风险识别分析 

识别并分析勘查区未来资源开发可能面临的风险，重点说明影响程度较高的风险因素。 

B.11 结论 

    综合分析市场形势、勘查区内外部建设条件、生态环境影响、矿产资源开发其他影响因素等，初步

评价下一步工作的可行性，并为资源量类型划分提供依据。 

B.12 声明 

B.13 附图 

B.13.1 勘查区交通位置图 （也可作为报告正文绪论部分的插图） 

B.13.2 勘查区地形地质图 

B.13.3  有代表性的勘查线剖面图（有时可与资源储量估算剖面图合并） 

B.13.4 资源储量估算图 

B.13.5 其他附图 

B.14 附表（资源量估算汇总表等） 

B.15 附件（矿业权权属证明材料、有关资质证明、类比矿山的有关资料等） 

B.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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