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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龙井市天宝山铅锌矿区东风钼矿深部(250 米标高以下)勘探探矿权

评估报告 

地博评报字[2019]第 0203号 

摘要 

评估对象：吉林省龙井市天宝山铅锌矿区东风钼矿深部(250 米标高以下)勘探探

矿权 

评估委托人：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评估机构：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评估目的：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吉林瀚丰矿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全部股权，涉及其持有的“吉林省龙井市天宝山铅锌矿区东风钼矿深部(250 米标高

以下)勘探探矿权”资产，特委托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对该探矿权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即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为评估委托人提供该探矿权在评估基准日时点及评估

报告所述条件下的价值参考依据。 

评估基准日：2018年 12月 31日 

评估方法：地质要素评序法 

评估参数： 

勘查区面积：2.42km
2； 

勘查工作程度：普查； 

重置成本：501.68 万元； 

勘查工作加权平均质量系数 f1：1.27； 

勘查工作布置合理性系数 f2：1.10； 

效用系数：F：1.40； 

基础成本：702.35 万元 

价值指数：Ⅰ:1.14；Ⅱ:1.11；Ⅲ:2.28；Ⅳ:1.10；Ⅴ:1.00；Ⅵ:1.00；Ⅶ:1.00 

调整系数：3.17 

评估结果：评估人员在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基础上，依据科学的

评估程序和方法，选用合理的评估参数，经过认真评定估算，确定“吉林省龙井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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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接受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根据国家

有关矿业权评估的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探矿权评

估方法，对“吉林省龙井市天宝山铅锌矿区东风钼矿深部(250 米标高以下)勘探探矿

权” 进行了评估。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探矿权实施了实

地查勘、市场询证，并对委托评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市场

价值做出了公允反映。现将本次探矿权评估的有关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2号海业商务楼235室； 

法定代表人：屈理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83963881X；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07号。 

2、评估委托方及探矿权人 

本次评估委托方为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探矿权人为吉林瀚丰矿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000708204391F；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赤峰市敖汉旗四道湾子镇富民村； 

法定代表人：吕晓兆； 

注册资本：壹拾肆亿贰仟陆佰叁拾捌万壹仟伍佰元； 

营业期限：1998 年 6月 22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采选、购销；对采矿权及其他国家允许投资的行业的投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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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吉林瀚丰矿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2405764593512F；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龙井市老头沟镇天宝山社区； 

法定代表人：李凯文； 

注册资本：壹亿叁仟玖佰贰拾万圆人民币； 

营业期限：2004 年 9月 24日至 2024 年 9月 23日； 

经营范围：铜、铅、锌、钼等有色金属采选、冶炼、深加工与销售；农副产品、

土特产品收购、销售；多金属选矿技术分离、矿山深井开采技术、深部地压监测、投

资与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评估目的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吉林瀚丰矿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

权，涉及其持有的“吉林省龙井市天宝山铅锌矿区东风钼矿深部(250 米标高以下)勘

探探矿权”资产，特委托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对该探矿权进行评估。本次评估

即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为评估委托人提供该探矿权在评估基准日时点及评估报告所述

条件下的价值参考依据。 

4、 评估对象和范围 

4.1评估对象 

根据矿业权评估合同，本次评估对象为“吉林省龙井市天宝山铅锌矿区东风钼矿

深部(250米标高以下)勘探探矿权”。 

4.2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范围为“吉林省龙井市天宝山铅锌矿区东风钼矿深部(250 米标高以下)

勘探探矿权(证号：T22520131202049243)”划定的勘查范围，探矿权人：吉林瀚丰矿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勘查单位：吉林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六 0 三队；勘查面积：

2.42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 2018 年 12 月 20 日～2020 年 12 月 20 日；勘查区域由 6 个

拐点圈定(表 4-1)。 

 



吉林省龙井市天宝山铅锌矿区东风钼矿深部(250 米标高以下)勘探探矿权评估报告 

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8 

表 4-1    勘查区拐点坐标 

拐

点 

序

号 

北京 54 坐标系 西安 80 坐标系 

X Y X Y 东经 北纬 

1 4756550.13 43500487.95 4756519.47 43500453.42 129°00′20″ 42°56′39″ 

2 4758185.63 43500147.88 4758154.98 43500113.33 129°00′05″ 42°57′32″ 

3 4758987.96 43500351.84 4758957.32 43500317.28 129°00′14″ 42°57′58″ 

4 4758802.87 43501099.73 4758772.23 43501065.18 129°00′47″ 42°57′52″ 

5 4757815.45 43501394.54 4757784.8 43501359.99 129°01′00″ 42°57′20″ 

6 4756550.24 43501417.45 4756519.6 43501382.92 129°01′01″ 42°56′39″ 

本次评估范围为勘查许可证所载明的勘查区范围，经评估人员现场勘查，该探矿

权无矿界纠纷，权属无争议。 

4.3 与采矿权叠合关系 

探矿权勘查标高为 250 米标高以下，250 米标高以上为吉林瀚丰矿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天宝山铅锌矿区东风矿采矿权。矿权设置情况如下： 

采矿权人：吉林瀚丰矿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矿山名称：吉林瀚丰矿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宝山铅锌矿区东风矿 

采矿证编号：C2200002010123120093830 

开采矿种：铅矿、锌矿、铜矿、钼矿 

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9.90 万吨/年 

矿区面积：2.4207 平方公里 

有效期为 2015 年 2月 24日至 2025 年 2月 24日 

采矿许可证开采深度及拐点坐标详见表 4-2。 

表 4-2   采矿权范围拐点坐标 

拐点编号 
1954 西安坐标系 1980 西安坐标系 

X Y X Y B L 

1 4756549.81  43500497.48  4756519.16  43500462.93  42°56′39″ 129°00′20″ 

2 4758184.80  43500147.48  4758154.16  43500112.92  42°57′32″ 129°00′05″ 

3 4758969.80  43500342.47  4758939.16  43500307.92  42°57′58″ 129°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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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758804.82  43501102.47  4758774.17  43501067.92  42°57′52″ 129°00′47″ 

5 4757819.81  43501397.45  4757789.17  43501362.92  42°57′20″ 129°01′00″ 

6 4756534.81   43501410.46   4756504.17  43501375.93  42°56′39″ 129°01′01″ 

面积：2.4207 km
2 开采深度：580 米至 250 米标高 

勘查区范围与采矿许可范围略有偏差，详见探矿权与采矿权范围叠合图 4-1。 

 
图 4-1   探矿权范围与采矿证范围叠合图 

5、评估对象的登记变动史和评估史 

5.1评估对象的登记变动史 

吉林瀚丰矿业科技有限公司 2013 年 12 月通过评估协议出让的方式取得“吉林省

龙井市天宝铅锌矿区东风钼矿深部(250 米标高以下)探矿权”，于 2016 年 12 月经延

续至今。 

5.2评估对象以往评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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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估人员了解，该探矿权在出让取得时进行过价款评估，评估委托方为吉林省

国土资源厅，评估机构为南京鹏翔矿业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基准日为 2012 年

1 月 31 日，评估目的为探矿权新立协议出让，评估方法为地质要素评序法，评估结果

为 395.84万元。 

6、 评估基准日 

根据矿业权评估合同，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报告中采用的价

格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7、评估原则 

探矿权资产评估除遵循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的工作原则外，根据探矿权的特

殊性，还遵循如下原则： 

7.1、探矿权和有价值的地质勘查资料及矿产资源相依托的原则； 

7.2、遵循地质科学和地质客观规律的原则； 

7.3、遵守地质勘探规范的原则。 

8、评估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全国人大1996-08)；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1994]152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主席令第46号发布)； 

(4)《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1998年第241号)； 

(5)《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号)； 

(6)《关于规范矿业权出让评估委托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181号)； 

(7)《关于印发《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174

号)； 

(8)《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认定办法》(国土资发[1999]205 号)； 

(9)《矿产储量登记统计管理办法》(2004年 3月 1日 国土资源部第 23号令)； 

(10)《关于进一步完善采矿权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1]14

号)； 

(11)《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矿业权评估行业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11]4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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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2008年9月1日实行)； 

(13)《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2008)； 

(14)《矿业权评估指南》(2006年修订)； 

(15)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1999 年《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

1999)； 

(16)《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 13908－2002)》； 

(17)《铜、铅、锌、银、镍、钼矿地质勘查规范》(DZ/T 0214-2002)； 

(18)《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2010年试用)； 

(19)《矿业权评估合同》； 

(20) 勘查许可证(证号：T22520131202049243) 

(21)《吉林省龙井市天宝铅锌矿区东风钼矿深部(250米标高以下)普查报告》； 

(22)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资料。 

9、评估过程 

根据《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11000-2008)》，按照评估委托人要求，我公司

组织评估人员，对委托评估的探矿权实施了如下评估程序： 

根据《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11000-2008)》，按照评估委托人要求，我公司

组织评估人员，对委托评估的探矿权实施了如下评估程序： 

(1)接受委托阶段：2019 年 2 月 15 日，接受委托，明确了此次评估业务基本事

项，拟定评估计划，收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资料，向探矿权评估委托人提供评估资料

准备清单。 

(2)尽职调查阶段：2019 年 2 月 16 日至 2019 年 2 月 20 日，我公司评估人员在吉

林瀚丰矿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根据评估的有关原则和规定，对委

托评估的探矿权进行了现场查勘和产权验证，查阅有关资料，征询、了解核实矿床地

质勘查、矿山设计及建设准备等基本情况，指导探矿权人准备评估有关资料，现场收

集、核实与评估有关的地质资料、财务数据、设计资料等；对勘查区范围内有无矿业

权纠纷进行了核实。 

(3)评定估算阶段：2019 年 2 月 21 日至 2019 年 3 月 5 日，依据收集的评估资料

进行整理分析，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合理选取评估参数，完成评定估算，具体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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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根据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归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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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评估参数，对委托评估的探矿权价值

进行评定估算，对估算结果进行必要的分析，形成评估结论，完成评估报告的初稿，

复核评估结论，并对评估结论进行修改和完善。 

(4)出具报告阶段：2019 年 3 月 6 日至 2019 年 4 月 18 日，根据评估工作情况，

起草评估报告，向评估委托人提交评估报告初稿、交换评估初步结果意见，在遵守评

估规范、指南和职业道德原则下，认真对待评估委托人提出的意见，并作必要的修

改，在经评估委托人确认后，出具评估报告，提交正式的评估报告。 

10、探矿权概况 

10.1 自然地理及经济概况 

勘查区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天宝山铅锌矿区北东部，距龙井市老

头沟镇 300°方向 22km 处，行政区划隶属于龙井市老头沟镇所辖。所在 1：50000 图

幅编号为 K52007013(老头沟镇幅)，勘查区范围极值坐标(西安 80 坐标系)为：东经：

129°00′05″～129°01′01″；北纬：42°56′39″～42°57′58″。 

勘查区位于龙井市 293°方向直距 39.4km 处，距长图铁路老头沟火车站北西约

22km 处。有水泥路及乡级公路经天宝山村可直达老头沟火车站并与 302 国道相连，沿

302国道向东可达龙井市与延吉市，向西通往安图县和敦化市等地，交通尚属便利。 

勘查区位于长白山英额岭山脉，海拔为 450～777.3m，山势相对陡峻，相对高差

为 250～355m，属浅切割低山地貌景观。地形呈北西高，南东低，山脉大体呈北北西

向展布，山峰林立，山谷呈狭窄的“V”字型。 

区内河流属图们江水系支流的布尔哈通河流域，有天宝山河、九户洞河、陈财洞

沟河等。其中主要河流为天宝山河，为图们江水系上游三级水系，河道长 8.7km，河

床宽 10～30m。天宝山河发源于天宝山观景台东部冲沟源头，月平均最大流量

9.35m
3
/s，一般在 0.45～0.98m

3
/s。为长年流水，可满足矿山生产、生活用水。 

该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季节性温差变化较大，全年最高气温集中在 7～8 月份，

平均温度在 20°C 以上，1 月份温度最低，可达-36.3°C 以下。每年 7～8 月份为雨

季，年平均降雨量为 490.14mm，每年 11 月中旬至翌年 4 月中旬为冰冻期，冻土层厚

度可达 1.36m。通过地表水体在矿区内的高程确定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为 4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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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区属少数民族地区，居民以朝鲜族和汉族为主，各占近一半。当地经济以农

业和矿产开发业为主。农业以玉米、水稻、大豆种植为主，苹果梨种植也已形成一定

产业规模；矿产开发是当地支柱产业之一，吉林瀚丰矿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宝山铅

锌矿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安置赋闲人员就业及创建和谐社会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

用。区内有天宝山铅锌矿投建的 110KV 专用高压电线路，供电系统优质完好，可满足

生产需要。 

10.2 以往地质勘查工作 

天宝山东风铅锌矿床发现于 1940 年日伪时期，解放后不同单位在该区采用多种方

法手段开展了矿产勘查工作，投入了大量实物工作量，取得了较好找矿成果，并提交

了不同阶段的各类勘查报告(见表 10-3)。  

表 10-1 东风矿区勘查报告统计一览表 

勘查单位 提交时间 报告名称 批准机关及批准文号 

东北有色金属管理局 

地质勘探公司 107 队 
1955 年 3 月 

《天宝山矿黑瞎区 

最终地质勘探报告》 

重工业部沈阳地质勘探公司地

质局予以批准 

吉林省冶金地质 

勘探公司第九队 
1959 年 天宝山矿区地质勘探年度储量报告 

吉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吉冶勘地字(60)35 号) 

吉林省冶金地质 

勘探公司第九队 
1960 年 天宝山矿区地质勘探年度储量报告 

吉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吉冶勘

(61)19 号)予以批准 

吉林省冶金地质 

勘探公司第九队 
1965 年 天宝山矿区地质勘探年度储量报告 

东北冶金地质勘探局(东冶地字

(66)17 号)予以批准 

吉林省冶金地质 

勘探公司第九队 
1966 年 天宝山矿区地质勘探年度储量报告 

东北冶金地质勘探局 

予以批准 

吉林冶金地质 

勘探公司 605 队 
1987 年 

《天宝山矿区东风北山 

钼矿找矿评价报告》 

吉林有色地质勘查局(中色吉地

勘地字［87］30 号)予以批准 

天宝山矿务局 

天宝山铅锌矿 
1997 年 12 月 

《吉林省龙井市天宝山铅锌 

矿区东风坑闭坑地质报告》 

吉林省矿产资源委员会(吉资准

字(1998)6 号文)予以批准 

吉林省第六 

地质调查所 
2004 年 11 月 

《吉林省龙井市天宝山铅锌矿区东

风坑残采资源储量复核报告》 

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吉国土资储

备字[2005]52 号) 

吉林省有色金属 

地质勘查局六 O 五队 
2005 年 7 月 

《吉林省龙井市天宝山 

铅锌矿区东风北山 

钼矿残采储量复核报告》 

吉林省国土资源厅 

吉国土资储备字[2006]16 号 

各阶段取得的地质勘查成果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分述如下： 

1.1951～1954 年，中央重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东北分局地质勘探公司 107 队完

成《天宝山矿黑瞎区最终地质勘探报告》(位于东风钼矿区 270°方位 3.5 公里)，提

交地质储量(B+C+D)级矿石量 3463kt，铜金属量 10948t、铅金属量 3899t、锌金属量

83878t。1955 年 11 月 28 日重工业部沈阳地质勘探公司地质局予以批准，主要结论为

储量计算参数如面积、厚度、平均品位基本正确，报告文字叙述清楚、认识观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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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储量应区分平衡工业矿及平衡低品位矿储量，应分氧化矿石和原生矿石；储量估

算方法不太适合，坑道要应用水平断面法，钻孔控制部分以垂直断面法计算。 

2．1958～1966 年吉林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第九队(原东北分局地质勘探公司 107

队)在立山铅锌矿区进行了矿产勘查工作，提交地质储量报告 4份。 

3．1975～1990 年，吉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605 队(原吉林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第

九队)在天宝山矿区及外围开展了地质矿产勘查工作，均没有发现新的铜、铅、锌矿

体，认为对矿区深部和外围铜铅锌矿产资源已经摸清，并认为铜铅锌矿产再无寻找远

景。 

4．自 1984 年开始，吉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605 队在邻区开展了矿产勘查工作，

并于东风铅锌矿区的北部发现了钼矿体，于 1987 年 9 月正式提交了《天宝山矿区东风

北山钼矿找矿评价报告》，1987 年 11 月 16 日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吉林有色地质勘查

局予以批准(中色吉地勘地字［87］30 号)，提交钼(C+D)级矿石量 1071kt，钼金属量

2415t，其中 C 级矿石量 114.8kt，钼金属量 353t，品位 0.31%；D 级矿石量

956.2kt，钼金属量 2062t，品位 0.22%。东风北山钼矿亦于 1987年投入开采。 

10.3 区域地质概况 

勘查区大地构造单元位于吉黑褶皱系(Ⅰ级)，吉林优地槽褶皱带(Ⅱ级)，敦化隆

起中部与延边优地槽褶皱带的交接处(Ⅲ级)。 

区内地层较发育，自新元古界至新生界均有出露，尤以中生界白垩系地层分布最

广，为一套陆相火山-碎屑岩(局部含煤)岩系。新元古界青龙村岩群为一套海相变质沉

积-火山岩建造；古生界地层为轻微变质的海相火山-碳酸盐沉积建造；新生界地层除

陆相火山岩建造外，为沿沟谷分布的第四纪阶地堆积与冲洪积砂砾石堆积。岩浆活动

强烈，发育有寒武纪片麻状花岗闪长岩、英云闪长岩，奥陶—志留纪黑云母花岗闪长

岩、似斑状二长花岗闪长岩，早石炭世二长花岗岩，二叠纪角闪石花岗闪长岩，中生

代晚三叠世—早、中侏罗世花岗闪长岩、石英闪长岩、石英二长花岗岩、石英闪长斑

岩、二长花岗岩、碱长花岗岩、花岗斑岩。区内褶皱构造和断裂构造发育，彼此相互

交切构成复杂的构造体系，为成矿作用提供了有利的运移通道和储矿空间。 

总之，该区地层复杂，构造与侵入岩发育，成矿地质条件优越，是吉林省重要的

多金属矿化集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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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地层 

区内地层划分详见表 10-2。 

1、新元古界青龙(岩)群 

新元古界青龙村(岩)群由新东村岩组(Pt3xd.)和长仁大理岩(Pt3 ĉ )组成：主要分

布在工作区的南部，出露面积约 5.6km2，呈残留状分布于早寒武世蒙山序列蒙山北沟

单元片麻状花岗闪长岩及晚三叠世天宝山序列东南沟单元石英二长闪长岩中。在天宝

山铅锌矿区南西侧陈财洞沟、烟囱砬子西沟、大夹皮沟等地均有出露，岩性为黑云斜

长片麻岩、角闪斜长片麻岩、变粒岩、浅粒岩、大理岩、含墨大理岩等。 

2、上古生界 

(1)石炭系上统天宝山组(C2t) 

主要分布于天宝山(三角山)南侧一带，出露面积约 6.5km2。呈不规则状残留于晚

三叠世天宝山序列东南沟单元石英二长闪长岩中， 岩石组合类型为灰白色大理岩、糜

棱岩化大理岩、局部夹含墨大理岩、硅质条带大理岩、角砾状大理岩等。 

表 10-2  地层层序及特征简表 

年代地层单位 岩石地层单位 
岩性特征 备注 

界 系 统 群 组 段 厚度(m) 

新 

 

 

生 

 

界 

第四

系 

全新统  
冲积层 

Qh 
  冲积、洪积砾石、砂、砂质粘土。  

 

更 

 

新 

统 

 
Ⅰ级阶地 

Qp4al 
 3-5 砂砾、亚砂质粘土、粘土泥炭。  

 
Ⅱ级阶地

Qp3al 
 2-5 砾石、粗砂、粘土。  

 
Ⅲ级阶地 

Qp2al 
 5-25 卵石、粗砂。  

新近

系 
上新统  

船底山组 

N2 ĉ  
 200 

橄榄玄武岩、气孔状玄武岩、致密块状

玄武岩。 
 

中 

 

 

 

生 

 

 

界 

 

 

 

 

 

白 

 

 

 

垩 

 

 

系 

上统  
龙井组 

K2l 
 857.1 

紫色砾岩、蛋青色及灰绿色含砾砂岩夹

紫红色、灰绿色粉砂岩、泥灰岩。 
 

下 

 

统 

 

 

 

大砬子组 

K1dl 

 

上

段  

 

 

2216.8 

砂页岩段:砾岩、砂岩、粉砂岩、泥岩； 
油页

岩 

下

段 

上部：含砾砂岩夹薄层细砂岩，顶部夹

薄层粉砂岩。 

下部为砂砾岩段：砾岩、砂砾岩。产著

名的大拉子生物群化石。 

 

 

长财组 

K1 ĉ  

 

 1416.58 

上部：砾岩、砂岩、粉砂岩夹煤；下

部：砾岩、砂岩互层夹数层煤。产植物

化石。 

煤 

 
泉水村组

K1qs 

 

 
124.2- 

524.2 

安山岩、凝灰质砂岩、集块岩、安山质

角砾岩安山岩、安山质凝灰岩、粗安

岩、粗面岩、粗面质角砾凝灰岩、粗面

质凝灰岩、流纹岩屑凝灰岩 

107±1

Ma 

三叠 上统  托盘沟组  166.2 中酸性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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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T3t 

上

古

生

界 

二叠

系 

中 

统 
 

庙岭组 

P2m 
 560.5 

变质泥灰岩、厚层状大理岩、硅灰石大

理岩、透闪大理岩、长英质角岩、粉砂

岩。 

 

石 

炭 

系 

上 

统 
 

天宝山组 

C2t 
 1282 

结晶灰岩、砂屑灰岩、硅质条带灰岩及

灰黑色粉砂岩 
 

新

元

古

界 

 

 

青 

龙 

村 

(岩) 

群 

长仁大理岩 

Pt3 ĉ  
 339.52 

灰白色大理岩、糜棱岩化大理岩、局部

夹含墨大理岩、硅质条带大理岩、角砾

状大理岩等。 

含石

墨 

新东村岩组
Pt3xd. 

 380.06 

变粒岩、浅粒岩、绿泥千枚岩、斜长角

闪岩、黑云斜长片麻岩夹含薄层大理岩

或大理岩扁豆体等。 

669.5

Ma 

(2)二叠系中统庙岭组(P2m) 

零星出露在天宝山东风矿区，呈规模不等的残留体分布于晚三叠世花岗岩、花岗

闪长岩及早侏罗世二长花岗岩中，出露面积约 2.0km2。为一套浅海相火山碎屑岩与碳

酸盐岩沉积地层，地层走向 310°，倾向南西，倾角 50°～60°；该地层与晚三叠—

侏罗世侵入岩体接触部位形成的矽卡岩带与钼矿化关系密切，特别是晚三叠世石英闪

长岩、花岗闪长(斑)岩与 50m标高以下浸染型钼矿化(体)关系非常密切。 

3、中生界 

出露面积约 54.5km2，主要分布在宝兴屯、老头沟一带。 

(1)三叠系上统托盘沟组(T3t) 

分布于天宝山(三角山)、榛柴沟及十里坪等地，呈不规则状，出露面积约为

5.2km2，岩性为中酸性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 

(2)白垩系地层 

白垩系地层分布于工作区东部的宝兴村、老头沟镇、细鳞河等地，呈南北向长条

形展布，出露面积约 54.5km2。 

该套地层为一套陆相火山—陆源碎屑岩(局部含煤)岩系，根据岩石组合特征，自

下而上可划分为泉水村组(K1qs)、长财组(K1 ĉ )、大拉子组(K1dl)、龙井组(K2l)。 

4、新生界 

区内新生界地层可划分为新近系与第四系，前者分布面积较小，由相基性火山岩

构成，后者面积略广，由河流两侧多级阶地、河漫滩及河床等松散堆积物组成。 

(1)新近系上新统船底山组(N2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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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测区的东部东北屯、中兴屯等地，出露面积约 1.7km2，岩性为橄榄玄武

岩、气孔状玄武岩、致密块状玄武岩。 

(2)第四系(Q) 

更新统Ⅲ级阶地(Qp2al)呈条带状-面状分布于老头沟镇南布尔哈通河南侧，分布

面积约 1.2km2，由卵石、粗砂组成；Ⅱ级阶地(Qp3al)分布于南布尔哈通河与天宝山

河交汇西侧的高河漫滩处，面积约 0.9km2，由砾石、粗砂、粘土组成。 

全新统Ⅰ级阶地(Qp4al)沿现代河流分布，由低河漫滩相的砂砾、亚砂质粘土、粘

土泥炭组成；冲洪积层(QhZ)分布于现代河流及冲沟中，由冲、洪积物组成。 

10.3.2 侵入岩 

区内岩浆活动强烈，分布广泛，发育有早古生代寒武纪英云闪长岩、片麻状花岗

闪长岩，晚古生代早石炭世二长花岗岩，奥陶—志留纪黑云母花岗闪长岩、似斑状二

长花岗闪长岩，二叠纪角闪石花岗闪长岩，晚三叠世—早、中侏罗世石英闪长岩、花

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碱长花岗岩、花岗斑岩等。其中以晚三叠—早侏罗世岩浆活动

最强烈，且晚三叠世岩浆活动与钼成矿关系密切。 

1、下古生代侵入岩 

(1)早寒武世孟山序列 

石头老爷佛单元(∈1S
∧

γ δ ο )：分布于石头老爷佛南沟南侧，与长仁大理岩伴

生，在长仁大理岩中多呈脉状侵入之，其面积约 3.5km2，岩性为英云闪长岩，在其晚

期花岗岩中与长仁大理岩一起呈残留体存在。 

孟山北沟单元(∈1Mγ δ )：位于工作区西南部，分布于烟囱砬子沟两侧，呈不规

则状，出露面积约 42.5km2，岩性为花岗闪长岩，与奥陶—志留纪世庆丰序列黄沟岭

单元黑云母花岗闪长岩、养鸡场单元似斑状二长花岗岩呈超动接触关系。 

(2)奥陶纪-志留纪庆丰序列 

黄沟岭单元(O-SH)：分布于工作区西南部，出露面积约 3.1km2，呈不规则状，岩

性为中粒黑云母花岗闪长岩。 

养鸡场单元(O-SY)：出露于工作区西南部，面积约 2.3km2，呈不规则状，岩性为

似斑状二长花岗岩，与黄沟岭单元中粒黑云母花岗闪长岩呈脉动接触关系。 

2、上古生代侵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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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石炭世大盘岭单元(C1Dη γ ) 

分布于东风矿区北西大盘岭沟和天宝山镇等地，出露面积约 9.6km2，呈不规则

状，岩性为二长花岗岩。 

(2)二叠纪福寿屯单元(PFγ δ ) 

出露于工作区西北角的福寿屯、阳浦洞等地，面积约 8.2km2，呈不规则状，岩性

为角闪石花岗闪长岩。 

3、中生代侵入岩 

(1)晚三叠世天宝山序列 

水源地单元 

花岗闪长岩(T3S
∧

γ δ )：该期岩浆作用强烈，分布于测区中东部，由于受晚期岩浆

侵入破坏，形态不规则，出露面积约 20.4km2。该岩体与庙岭组大理岩接触部位形成

矿化矽卡岩带，控制了铜铅锌矿体分布的同时也控制着含钼硅化、片理化带(钼矿

体)；特别是在深部(50m 标高以下)，含钼蚀变带和钼矿体赋存于该花岗闪长岩体之

内，与钼矿化关系密切。 

石英闪长岩(T3S
∧

δ ο )：分布于天宝山立山矿区的南西侧，呈岩株状产出，出露面

积约 3.5km2。 

东南沟单元 

石英二长闪长岩(T3Dδ η ο )：分布于陈财洞沟上段及中段的西南沟一带，出露面

积约 17.0km2，岩性为石英二长闪长岩。 

石英闪长斑岩(T3Dδ ο π )：分布于东风矿区，呈不规则带状，长轴方向为北北

西，出露面积约 0.4km2，岩性为石英闪长斑岩。 

元沟单元(T3Yη γ )：分布于天宝山(三角山)西侧及烟囱砬子等地，出露面积约

11.1km2，呈小岩株产出，岩性为二长花岗岩。 

(2)早侏罗世榆树川单元(J1Y) 

该期岩浆作用强烈，主要分布于测区中东部和北部，出露面积约 174.8km2，约占

整个区域的 40.0%。岩性为二长花岗岩(J1Yη γ )、碱长花岗岩(J1Yζ γ )。 

(3)中侏罗世鸡冠山单元(J2Jπ γ ) 



吉林省龙井市天宝山铅锌矿区东风钼矿深部(250 米标高以下)勘探探矿权评估报告 

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19 

分布于天宝山(三角山)北侧及天宝山镇等地，出露面积约 3.26km2，呈小岩株产

出，岩性为花岗斑岩。 

4、脉岩 

区内脉岩以次安山岩、次流纹岩为主，花岗细晶岩次之，次安山、流纹岩呈岩墙

状产出，一般沿北西向断裂产出，其规模大小严格受断裂构造控制，在东风矿区深部

局部见煌斑岩脉，一般呈北北西—南南东向展布，脉宽 5～10m 不等，长约 50～

150m。 

10.3.3 构造 

区内构造以断裂构造为主，依据分布及产状特征分为北西向、北东向、近东西向

断裂构造等。 

1、北西向断裂构造 

主要为一系列的北西向挤压片理化带组成的压扭性断裂，由近于平行的 F101、

F102、F103、F104、F105、F106 等断裂构成。属成矿前的构造，以区内大盘岭—九户

洞—龙水村-北谷屯(天宝山主沟)断裂 F103 为主，横贯全区，走向 330～350°，倾向

南西，倾角约 45°左右，断层面呈舒缓波状，有斜冲擦痕，局部地段有角砾岩与透镜

体。表现出多期活动的特征，该构造早期为压性特点，尖灭再现，晚期表现为张性特

点，使早期片理化带重新张开，导致破碎和角砾化，含钼石英脉沿片理贯入，进而矿

液沿片理和角砾间充填胶结，延长大于 5km，控制了矿区的成岩、成矿作用，两期构

造活动为成矿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场所。 

2、北东向断裂构造 

由 F301、F302、F303 等断裂构成，倾向 130°，倾角 50～70°，该组断裂早于北

西向断裂构造，被北西向断裂所切穿。 

3、近东西向构造 

主要有 F201、F202 等断层，走向 70°～80°，倾向南东，倾角 45～65°，是晚

期构造，对北西向构造含钼石英脉具有一定破坏作用，但影响不大。 

4、接触带构造 

西部接触带构造：位于钼矿区中部，为晚三叠世东南沟单元石英闪长斑岩与二叠

系庙岭组地层接触带，走向 310～330°，倾向南西，倾角较陡，沿接触带发育有含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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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卡岩。东部接触带构造：位于钼矿区东部，晚三叠世水源地单元花岗闪长岩与二叠

系庙岭组地层接触带，走向 310°，倾向南西，倾角 30°～60°，沿该带内外接触带

附近发育有石英脉及工业钼矿体，构成本区主要矿化富集地段。 

10.4 勘查区地质 

10.4.1 地层 

区内地层主要为新元古界青龙村(岩)群新东村岩组，古生界石炭系上统天宝山

组，二叠系中统庙岭组，中生界三叠系上统托盘沟组，白垩系下统泉水村组，新生界

第四系全新统，勘查区地层特征见表 10-3。 

表 10-3  矿区地层特征简表 

年代地层单位 岩石地层单位 
岩性特征 备注 

界 系 统 群 组 段 厚度(m) 

新 

生 

界 

第

四

系 

全 

新 

统 

 

 
冲积层 

Qh 
 3-15 

冲积、洪积砾石、砂、砂

质粘土 
 

中 

生 

界 

白 

 

垩 

系 

下 

统 
 

泉水村组
K1qs 

 

 
124.2- 

524.2 

安山岩、凝灰质砂岩、集

块岩、安山质角砾岩安山

岩、安山质凝灰岩、粗安

岩、粗面岩、粗面质角砾

凝灰岩、粗面质凝灰岩、

流纹岩屑凝灰岩 

107±1Ma119±1Ma 

三

叠

系 

上 

统 

 

 
托盘沟组 

T3t 
 166.2 

中酸性火山岩及火山碎屑

岩 
 

上古

生界 

二

叠

系 

中 

统 
 

庙岭组 

P2m 
 560.5 

变质泥灰岩、厚层状大理

岩、硅灰石大理岩、透闪

大理岩、长英质角岩、粉

砂岩。 

东风铅锌矿体赋

存于矽卡岩体内

及其矽卡岩化岩

石中 

石 

炭 

系 

上 

统 
 

天宝山组 

C2t 
 1282 

结晶灰岩、砂屑灰岩、硅

质条带灰岩及灰黑色粉砂

岩等。 

立山坑矿体与该

地层关系密切 

新元

古界 
 

青龙村(岩

群) 

新东村岩

组 Pt3xd. 
 380.06 

变粒岩、浅粒岩、绿泥千

枚岩、斜长角闪岩、黑云

斜长片麻岩夹含薄层大理

岩或大理岩扁豆体等。 

 

1、新元古界 

新元古界青龙村(岩)群新东村岩组分布于矿区西南部银财洞沟一带，出露面积约

0.8km2，呈不规则带状，长轴为北西—南东向，岩性为变粒岩、浅粒岩、绿泥千枚

岩、斜长角闪岩、黑云斜长片麻岩夹薄层大理岩。该地层单元南西侧被晚三叠世东南

沟单元石英二长闪长岩侵入，北东则与古生界石炭系上统天宝山组地层呈断层接触。 

2、上古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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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石炭系上统天宝山组 

主要分布于天宝山立山铅锌矿区及其西南侧，出露面积约 4.18km2。呈不规则状

残留于晚三叠世天宝山序列水源地单元石英闪长岩中，西南侧与青龙村(岩)群新东村

岩组呈断层接触。岩性为结晶灰岩、砂屑灰岩、硅质条带灰岩及灰黑色粉砂岩等，立

山坑铅锌矿体与该地层关系密切。 

(2)二叠系中统庙岭组 

零星出露在天宝山东风矿区，呈规模不等的残留体分布于晚三叠世花岗岩、花岗

闪长岩及早侏罗世二长花岗岩中，残留体出露面积约 0.9km2，岩性为变质泥灰岩、硅

质大理岩、透闪大理岩、长英质角岩、粉砂岩等，地层走向 310°，倾向南西，倾角

50°～60°；在碳酸盐地层与晚三叠世—早侏罗世侵入岩体接触部位形成的矽卡岩带

与铅锌钼矿化关系密切，多数铅锌矿体及石英脉型钼矿体赋存于侵入岩与地层接部位

附近的矽卡岩带中。 

3、中生界 

(1)三叠系上统托盘沟组 

分布在天宝山立山铅锌矿北侧及南侧的榛柴沟等地，呈不规则状，出露面积约为

6.9km2，岩性为中酸性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被晚三叠世水源地单元石英闪长岩侵

入。 

(2)白垩系下统泉水村组 

分布于工作区的中部九户洞地区，呈不规状展布，出露面积约 4.5km2，岩性为安

山岩、凝灰质砂岩、集块岩、安山质角砾岩、安山岩、安山质凝灰岩、粗安岩、粗面

岩、粗面质角砾凝灰岩、粗面质凝灰岩、流纹质岩屑凝灰岩等。 

4、第四系全新统 

分布于陈财洞河、天宝山河、九户洞河等现代河谷中，由冲积洪积砂、砾石、砂

质粘土等组成。 

10.4.2 侵入岩 

侵入岩主要为早石炭世大盘岭单元二长花岗岩，晚三叠世天宝山序列水源地单元

花岗闪长岩—石英闪长岩、东南沟单元石英二长闪长岩—石英闪长斑岩、元沟单元二

长花岗岩，早侏罗世榆树川单元二长花岗岩，中侏罗世鸡冠山单元花岗斑岩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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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完整的成岩系列。晚三叠世水源地花岗闪长岩、石英闪长岩呈岩枝状侵入于二叠

系庙岭组中，接触带形成含钼矽卡岩、含钼石英脉(上部)，而深部钼矿体则赋存于花

岗闪长岩中，为本区主要含矿围岩。所以，晚三叠世水源地花岗闪长岩、石英闪长岩

与钼成矿有着密切的时空关系。 

1、早石炭世大盘岭单元二长花岗岩 

主要分布于矿区的北西部大盘岭沟及天宝山河与九户洞河交汇处，出露面积约

5.0km2，岩性为二长花岗岩。 

2、晚三叠世天宝山序列 

(1)水源地单元 

花岗闪长岩：主要分布于矿区中东部东风矿区及南部，出露面积约 7.88km2，呈

岩枝状产出，与钼矿化关系密切。 

石英闪长岩：分布于天宝山立山矿区南西侧，呈岩株状产出，出露面积约

3.5km2。该岩体与天宝山组接触部位，形成一系列的矽卡岩带、角岩化带及铅锌矿化

(体)带(立山铅锌矿)。 

(2)东南沟单元 

石英二长花岗岩：分布于矿区西南部银财洞沟的西侧一带，出露面积约

0.87km2，岩性为石英二长闪长岩。 

石英闪长斑岩：分布于东风矿区，呈不规则带状，长轴方向为北北西，出露面积

约 0.4km2，岩性为石英闪长斑岩。 

岩石呈灰—暗灰色，中—细粒花岗结构，块状构造，矿物成份：长石(含量 45～

50%)：以斜长石为主，钾长石少见，呈他形粒状，粒度 1×3mm；角闪石(含量 10～

20%)，石英(含量 10～20%)，黑云母(含量 5～10%)。矿化蚀变发育，有矽卡岩化、黄

铜矿化、闪锌矿化、黄铁矿化等，石英闪长斑岩与铜铅锌矿体密切相关。 

(3)元沟单元 

分布于天宝山(三角山)西侧及东风矿区北西等地，出露面积约 2.4 km2，呈小岩

株产出，岩性为二长花岗岩。 

3、早侏罗世榆树川单元二长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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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矿区的北东部永兴屯及东南部，呈不规则状岩基产出，侵入于晚三叠世水

源地单元花岗闪长中。 

4、中侏罗世鸡冠山单元花岗斑岩 

分布于天宝山(三角山)北侧及天宝山镇等地，出露面积约 2.8km2，呈小岩株产

出，岩性为花岗斑岩。 

10.4.3 构造 

区内构造以断裂构造为主，主要有北西向、北东向、近东西向断裂构造，以及

东、西部接触带构造。 

1、北西向断裂构造 

主要为一系列的北西向挤压片理化带组成的压扭性断裂(F1、F2、F3、F4)走向

330～350°。 

F1 断裂位于矿区的西南银财洞一带，是区域性断裂构造的一部分。F2 纵贯天宝山

立山铅锌矿是区域性断裂构造的一部分。 

F3、F4 位于东风矿区内，倾向南西，平均倾角约 50～60°，属于成矿前构造，在

400m 标高以下变缓，平均倾角约 45°。断层面呈舒缓波状，有斜冲擦痕，局部发育构

造角砾岩与透镜体，表现出多期活动的特征，该构造早期表现为压性特点，尖灭再

现；晚期表现为张性特点，使早期片理化带进一步拉张，而致岩石破碎并具角砾化，

含钼石英脉沿片理贯入，进而矿液沿片理和角砾间充填胶结，控制了矿区的成岩、成

矿作用。两期构造活动为成矿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和场所。 

2、北东向断裂构造 

矿区内以 F8、F9、F10、F11 断裂为代表，局部伴有北东向节理裂隙和石英细脉分

布。其中以天宝山镇—东风东山北坡断裂(F11)规模为最大，出露近 5.0km，表现张扭

性，倾向北西。 

3、近东西向断裂构造 

该方向断裂走向 70～80°，倾向南，倾角 45～65°，构造性质为张性破碎带，并

伴有一系列的东西向节理裂隙，晚期具压性构造性质。对北西向构造和含矿石英脉有

一定的破坏作用，但影响亦不大。 

4、接触带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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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部接触带构造 

位于矿床的中部，由晚三叠世水源地花岗闪长岩与二叠系碳酸盐岩类接触形成。

区内出露长 700m，向区外至东风南山仍有延长，走向 310～330°，倾向南西，倾角上

部较陡可达 80°，深部(在十二中段 50m 标高以下)变缓，倾角为 20°。沿接触带地表

发育有片理化带、石英矽卡岩化带及辉钼矿化，深部于 300m 标高以下片理化带尖灭，

渐变为斑状二长花岗岩与花岗闪长岩接触，沿内外接触带附近发育有含钼石英细脉带

及工业矿体，构成本区主要钼矿化富集区段，DM-1 号矿体(原 43 号矿体)严格受该带

控制。 

(2)东部接触带构造 

位于矿床东部，由晚三叠世花岗闪长岩与二叠系庙岭组碳酸盐岩接触构成。区内

出露长约 1200m，走向 310°，倾向南西，倾角 30～70°，沿接触部位地表有片理化

带、石英矽卡岩化带及辉钼矿化。 

综上，区内构造发育，且有多期复合继承活动特点，为矿液活动、矿化富集提供

了良好的空间，矿体主要受北西向片理化带和深部细花岗闪长岩体所控制。 

10.4.4 围岩蚀变 

区内蚀变简单，以钾硅质交代为主，其他蚀变次之。蚀变种类主要有钾化、硅

化、黑云母化、绿帘石化，其次有绢云母化和晚期的沸石化、碳酸盐化等。其中钾

化、硅化与钼矿化关系密切，是本区主要找矿标志。 

1、钾长石化 

钾长石化是一种前锋蚀变，分布广泛。其它蚀变都在钾化基础上再发生蚀变，其

中以微斜长石为主，呈半自形—他形粒状，常呈条带状、眼球状分布。由于受后期热

液多次改造，而呈不规则状、透镜状残留于斜长石晶粒间隙中或镶边状交代斜长石。

此种蚀变与钼矿关系密切。 

2、硅化 

硅化是矿区最普遍的一种蚀变类型，常与其他蚀变叠加在一起。主要沿着强烈挤

压带和密集片理化带分布，多呈石英细脉状或石英条带状分布或以充填岩石裂隙及胶

结断层角砾的形式形成含矿硅化蚀变岩。石英脉呈灰白—乳白色，细粒镶嵌结构，多

被强烈压碎，呈碎斑或角砾状，沿破碎裂隙常有金属硫化物不均匀分布在石英脉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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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化花岗闪长岩石内。硅化强弱与矿化呈正相关关系，辉钼矿细脉常分布于石英细脉

的边部，与石英细脉共生，硅化蚀变越强，含矿性越好。 

3、黑云母化、绢云母化 

黑云母：呈鳞片状集合体，粒度 0.08～0.1mm，属于交代岩石中角闪石所致；绢

云母：呈致密状微晶集合体常与石英细脉或团块伴生，形成绢英岩化。 

4、绿泥石化 

呈片状-鳞片状，属交代岩石中的暗色矿物所致，局部呈细脉状沿节理裂隙分布。 

5、绿帘石化 

半自形-它形粒状结构，呈细脉或团块状分布，与钾化密切伴生。 

6、沸石化 

属于晚期蚀变产物，呈肉红色细脉状沿岩石节理分布，有时在角砾岩带中呈胶结

物出现，常与方解石细脉伴生。 

7、碳酸盐化 

碳酸盐化仅局部呈细脉状分布，细脉宽0.1～0.5mm，个别达20mm。常将石英细脉

错断，是成矿后期的产物，对矿体起破坏作用，但破坏性不大。 

10.5 矿体特征 

10.5.1 矿体特征 

东风钼矿床中矿体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矿体(50m 标高以上)多赋存在斑状

二长花岗岩、中粒花岗闪长岩与碳酸盐岩接触带及石英闪长斑岩组成的片理化带内，

带中多为石英脉、蚀变角砾岩组成。片理化带总体上呈北西向展布，长约 1200m，每

条片理化带宽约 50～100m，控制延深 300～600m，走向 310～350°，倾向南西，倾角

30～70°。矿体多呈脉状，局部呈扁豆状，矿化由地表向深部增强。而下部矿体(50m

标高以下)赋存于细粒花岗闪长岩岩体之中，现控制长 300～475m，控制最大延深

243m，走向 310～350°，倾向南西，倾角较缓，一般为 7～15°。矿体多呈浸染状或

细脉状，局部呈似层状。 

东风钼矿床上部(250m 标高以上)以往发现多达 96 条矿体，因为是多次地质勘查

发现的，矿体编号较为混乱，为了统一矿体编号，2011 年度吉林省地质调查院在进行

资源/储量核实时对矿体进行统一编号，编号为 DM-××。该矿床多为盲矿体，具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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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价值的主要矿体为 DM-1 号(原 43 号脉)，其它大部分矿体规模小，延长 50～100m，

延深 50～100m，最大延长 200～420m，最大延深到 50m 标高，厚度 0.23～25.30m，平

均厚度 0.32～10.29m，总体走向 320～350°，南西倾，倾角 55～70°，钼矿区好部

钼矿体平均品位为 0.184%，以脉状为主，扁豆状次之。 

本次共圈出 11 条钼矿体，主矿体 4 条，即 DM-1 号和 4、5、6 号矿体，兹将主矿

体特征介绍如下，其他矿体特征见表 10-4。 

表 10-4       东风钼矿床矿体特征一览表 

矿体 

编号 
形态 

赋存 

标高(m) 

平均品

位(%) 

变化系数(%) 产状(度) 规模(m) 

工程控制情况 
品位 厚度 倾向 倾角 长度 

倾向

延深 

平均

厚度 

DM-1 脉状 250～50 0.206 163 57 240 70.97 475 206 7.97 
4 个中段 5 条沿脉坑

道，31 条穿脉坑道 

1 脉状 50～-30 0.082 180 69 255 7.67 313 125 2.94 5 条勘探线 8 个钻孔 

2 脉状 63～-28 0.079 65 94 255 9.83 400 243 4.39 5 条勘探线 12 个孔 

3 脉状 44～-35 0.077 97 83 255 8.92 401 243 5.29 5 条勘探线 11 个钻孔 

4 脉状 2～-67 0.104 182 103 255 7.22 403 243 6.94 5 条勘探线 12 个钻孔 

5 脉状 -22～-88 0.130 203 84 255 8.59 403 243 8.90 5 条勘探线 12 个钻孔 

6 脉状 -35～-119 0.090 108 96 255 9.87 311 243 6.82 5 条勘探线 12 个钻孔 

7 脉状 -73～-155 0.080 107 92 255 9.00 397 243 5.98 5 条勘探线 11 个钻孔 

8 脉状 -82～-177 0.099 138 79 255 8.17 300 243 4.72 5 条勘探线 11 个钻孔 

9 脉状 
-123～-

210 
0.060 94 57 255 8.50 403 168 4.40 5 条勘探线 7 个钻孔 

10 脉状 
-136～-

242 
0.087 92 45 255 8.69 304 243 5.33 5 条勘探线 11 个钻孔 

1、DM-1号矿体特征 

该矿体为钼矿区上部最大的矿体，矿体分布在 250-50m 标高之间。 

该矿体 250 米标高以下有 4 个中段(193m～72m 标高)、5 条沿脉坑道及 31 条穿脉

坑道工程控制。具体是九中段有 2 条沿脉坑道(编号 D9YM1、D9YM2)；十中段有 1 条沿

脉坑道(编号 D10YM1)；十一中段有 1 条沿脉坑道(编号 D11YM1)；十二中段有 1 条沿脉

坑道(编号 D12YM1)。九中段有 10 个穿脉坑道工程，编号 D9CM1～D9CM10；十中段有

10 个穿脉坑道工程，编号为 D10CM1～D10CM10；十一中段有 8 个穿脉坑道工程，编号

为 D11CM1～D11CM8；十二中段有 3 个穿脉坑道工程，编号为 D12CM1-D12CM3。工程见

矿率达 100%。 

矿体控制长 475m，斜深 206m，最大厚度 18.40m，平均厚度 7.97 m，矿体厚度变

化系数为 57 %，表明矿体厚度稳定；矿体钼最高品位为 4.658×10-2，最低品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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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10-2，平均品位为 0.206×10-2，品位变化系数为 163 %，表明矿体品位不均

匀。矿体在走向和倾向上呈波状弯曲，沿走向上有膨缩现象。矿体总体走向 330°，

倾向 240°，倾角 60°～90°，由南东至北西倾角变陡，矿化类型为石英片理化带与

石英脉复合型，矿体形态为脉状，在 50m 标高以下含钼石英脉基本尖灭，硅化、片理

化也随之减弱，逐渐尖灭。在深部通过钻孔验证，没有发现陡倾斜含钼石英脉及硅

化、含钼片理化带存在。 

估算该矿体钼资源量为(333)矿石量 1807.29kt，钼金属量 3675.46t，预测的内蕴

资源量(334)矿石量 306.18 kt，钼金属量 275.53t。 

2、4号矿体特征 

该矿体赋存标高 2～-67m，倾向 255°，倾角较缓，平均 8.59°±，矿体由

ZK1701、ZK2101、ZK2103、ZK2104、ZK2502、ZK2503、ZK2505、ZK2901、ZK2902、

ZK2903、ZK3301共 11个钻孔控制，见矿率达 72.72%。 

矿体控制长 403m，斜深 243.00m，平均厚度 6.94m，最大厚度 28.60m，矿体厚度

变化系数为 103%，表明矿体厚度不稳定；矿体钼最高品位为 1.276×10-2，最低品位为

0.009×10-2，平均品位为 0.104×10-2，矿体品位变化为 182%，表明矿体品位不均匀。 

估算该矿体钼资源量为(333)矿石量 1249.13kt，钼金属量 1353.49t。预测的内蕴

资源量(334)矿石量 619.89kt，钼金属量 548.97t。另有低品位资源量 1580.84kt，钼

金属量 606.76t。  

3、5号矿体特征 

该矿体位于 4 号矿体的下部，赋存标高-22～-88m，倾向 255°，倾角较缓，平均

为 7.61°。矿体由 ZK1701、ZK2101、ZK2103、ZK2104、ZK2502、ZK2503、ZK2505、

ZK2506、ZK2901、ZK2902、ZK2903、ZK3301共 12个钻孔控制，见矿率达 91.67%。 

矿体控制长 403m，斜深 243m，矿体平均厚度 8.90m，最大厚度 28.66m，矿体厚度

变化系数为 84%，表明矿体厚度较稳定；矿体含钼最高品位为 2.533×10-2，最低品位

为 0.006×10-2，平均品位为 0.130×10-2，矿体品位变化系数为 203 %，表明矿体品位

不均匀。 

估算该矿体钼资源量为(333)矿石量 2495.30kt，钼金属量 3322.42t。预测的内蕴

资源量(334)矿石量 1401.59kt，钼金属量 1651.07t。另有低品位资源量，矿石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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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33kt，钼金属量 485.81t。 

4、6号矿体特征 

该矿体位于 5 号矿体的下部，赋存标高-35～-119m，倾向 255°，倾角较缓，平

均为 8.02°。矿体由 ZK1701、ZK2101、ZK2103、ZK2104、ZK2502、ZK2503、ZK2505、

ZK2506、ZK2901、ZK2902、ZK2903、ZK3301共 12个钻孔控制，见矿率达 83.33%。 

矿体控制长 311m，斜深 243m，矿体平均厚度 6.82m，最大厚度 25.60m，矿体厚度

变化系数为 96%，表明矿体厚度较稳定；平均品位为 0.079×10-2，矿体含钼最高品位

为 0.501×10-2，最低品位为 0.010×10-2，矿体品位变化系数为 108%，表明矿体品位

不均匀。 

估算该矿体钼资源量(333)矿石量为 1176.11kt，钼金属量 1283.28t。预测资源量

(334)矿石量 695.70kt，钼金属量 840.03 t。低品位资源量(333)矿石量 1130.91kt，

钼金属量 435.85t。 

10.5.2 矿石质量 

1、矿石矿物成分及主要特征 

(1)DM-1号矿体中矿石(石英脉型矿石)矿物成分及主要特征 

金属矿物主要有辉钼矿，次之为少量的黄铜矿、闪锌矿、方铅矿、毒砂、黄铁矿

等。非金属矿物为石英、绿泥石、绿帘石、方解石、长石、黑云母等。 

黄铁矿(FeS2)：黄铁矿呈自形-半自形粒状，浸染状或细脉状分布。粒径一般为

0.1～0.5mm，局部集中，部分晶粒被脉石矿物交代为蚕食状、港湾状等，浸蚀结构、

交代残余结构(显微镜照片 9、15)。含量一般 1～3%，最高可达 10%。可划分三个阶

段：早期为粗粒黄铁矿—石英阶段产物。分布不均匀，呈团块状、星点状，自形程度

高，常见立方体晶体，最大可达 5mm；中期为细粒黄铁矿，烟灰色，半自形—自形粒

状，粒径 0.01～0.1mm，呈细脉状，角粒状分布，与辉钼矿共生；晚期为半自形粒状

—细脉状穿插石英细脉。 

黄铜矿(CuFeS2)：黄铜矿呈他形粒状，粒径一般 0.05mm，具交代残余结构分布于

非金属矿物中或呈包体分布于磁铁矿中及黄铁矿中，含量＜0.1%(显微镜照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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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钼矿(MOS2)：辉钼矿呈半自形鳞片状或细粒状，粒径一般为 0.04～0.06mm，沿

石英细脉或岩石裂隙分布，常与黄铁矿伴生。局部集中，呈细脉状和细脉浸染状分

布，含量≥1%。 

石英：他形粒状、细粒-粗粒，具多期多阶段形成特征，含量为 75～80%。   

长石：由斜长石、更长石、正长石及后期钾长石组成。斜长石：灰白色，自形—

半自形板状 d=1.0～3.0mm，或更大一些，含量：5～15%，具聚片双晶，大部被晚期钾

质交代；钾长石：肉红色半自形板粒状 3.0mm，含量：5 %。 

(2)50m标高以下矿体中矿石(浸染型矿石)矿物成分及主要特征 

该类矿石中金属矿物含量相对较少，仅为 1.28%。主要可利用的金属硫化物为辉

钼矿，其他相对含量较少的钼矿物有钼酸铅矿、钼钨酸钙矿、钼华等。其他金属硫化

物含量相对较低，有闪锌矿、方铅矿、黄铁矿、磁黄铁矿、黄铜矿等。金属氧化物主

要为磁铁矿、赤铁矿，见少量褐铁矿(化)。 

非金属矿物主要为石英、长石，其他有碳酸盐、绿泥石、角闪石、云母、粘土矿

物、少量其他矿物。 

2、矿石结构、构造 

(1)矿石结构 

矿石结构为半自形—他形粒状结构及自形鳞片结构。 

半自形—他形粒状结构：辉钼矿呈细粒浸染状分布于石英脉体中，粒径一般

0.04～0.06mm，个别可达 0.1mm以上。 

自形鳞片状结构：辉钼矿呈鳞片状沿脉石矿物裂隙及片理分布。 

(2)矿石构造 

矿石构造为浸染状—细脉状、细脉—网脉状、薄膜状、充填胶结状构造。 

浸染状—细脉状构造：辉钼矿呈浸染状分布于石英脉体内及花岗闪长岩节理裂隙

中或片理内，此种矿石结构常见于 50m 标高以下新发现的矿体中。 

细脉—网脉状构造：辉钼矿、黄铁矿细脉沿石英脉裂纹及片理呈断续细脉—网脉

状分布。 

薄膜状构造：辉钼矿沿岩石节理裂隙呈薄膜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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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填胶结状构造：辉钼矿沿破碎角砾间隙呈充填胶结状产出，反映晚期成矿特

点。 

3、矿石化学成份及有益有害组份 

矿石化学成分主要以二氧化硅(SiO2)含量为最高，占矿石成分 62.69%，其次是三

氧化二铝(Al2O3)含量占矿石成分 17.52%，氧化钙(CaO)含量占矿石成分 3.48%，氧化

镁(MgO)含量占矿石成分 2.76%，其元素甚微， 

10.5.3 矿石类型 

1、自然类型 

根据矿石结构、构造及金属矿物、非金属矿物的组份、含量、共生组合关系等划

分 2个自然类型。 

(1)黄体矿化、辉钼矿化石英细脉型矿石 

矿石呈灰白色、褐灰色、脉状构造。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黄铁矿、辉钼矿。辉

钼矿细脉偶见黄铁矿细脉两者密切共生，形成条带状、网脉状赋存于石英脉中。为主

要矿石类型。 

(2)硅化、钾化、黄铁矿化蚀变岩型矿石 

矿石呈灰白色、黄褐色，细脉状构造、角砾状构造、细脉浸染状构造。辉钼矿以

星散状分布于花岗闪长岩之中而形成的工业矿体部分；辉钼矿细脉(细脉宽 1～2mm)沿

花岗闪长岩节理、裂隙充填而形成工业矿体，此类型矿石常见于 50m 标高以下矿体

中。 

2、工业类型 

矿石工业类型为原生硫化钼矿石。 

10.5.4 矿体围岩及夹石 

1、矿体围岩 

(1)DM-1号矿体 

多位于斑状二长花岗岩和石英闪长斑岩内的片理化带和破碎带中，直接围岩多为

构造岩类，易于区分，夹石较少。 

围岩蚀变主要有：钾长石化、硅化、透辉石化、绿泥石化、绿帘石化、矽卡岩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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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m标高以下矿体近矿围岩主要为花岗闪长斑岩 

岩石呈灰白色中细粒花岗结构，斑状构造。主要由斜长石、角闪石、石英、黑云

母组成。岩石普遍硅化、钾化、黄铁矿化等，岩石较完整，局部较破碎。 

2、矿体夹石 

东风钼矿区(250m 标高以下)各矿体中夹石一共有 11 处。其中 DM-1 号矿体夹石有

1处，3、4、5、6、8号矿体中均有分布， 

通过化学分析、矿石光谱分析、组合分析结果表明，东风钼矿以钼为主，其他元

素含量较少，Cu 为 0.003～0.005%、Pb 为 0.006～0.013%、Zn 为 0.007～0.038%、Ag

为 1.0～2.1×10-6、Au 为 0.16～0.36×10-6、Bi 为 1.9～3.27×10-6、Se 为 0.94～

0.99×10-6，伴生组分含量都很低，不具综合利用价值。 

有害元素 As 最高含量为 0.002%，P 最高含量为 0.066%， Sn 含量范围为 2.87～

7.00×10-6，对精矿不构成影响。 

10.5.5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1．该矿石为金属硫化物浸染型钼矿。 

2．该矿石中金属矿物含量相对较少，主要回收的金属硫化物为辉钼矿，其他相对

含量较少的钼矿物有钼酸铅矿、钼钨酸钙矿、钼华。其他金属硫化物含量相对较低，

有闪锌矿、方铅矿、黄铁矿、磁黄铁矿、黄铜矿等。金属氧化物主要为磁铁矿、赤铁

矿，见少量褐铁矿(化)。非金属矿物主要为石英、长石，其他有方解石、绿泥石、角

闪石、云母、粘土矿物、少量其他矿物。 

3．钼矿物的粒度 0.037mm 以上占 88.00% ，辉钼矿主要以挠曲状，少量以粒状集

合体的形式与脉石接触连生，少许呈细脉状产出，与金属矿物连生的辉钼矿相对含量

较少。 

4．通过选矿试验研究，原矿钼品位 0.088％时，采用浮选工艺流程，经过一次粗

选，二次扫选，一次精选精矿再磨后五次精选，获得的钼精矿品位 47.90％，钼回收

率为 81.91％，该浮选工艺流程，证明矿石易选。 

5．钼精尾中含有少量的铜，生产时应该考虑进行综合回收。 

6．钼精矿产品中铅、砷含量超过国家标准(钼精矿标准铅＜0.15%，砷＜0.01%；

实际铅=0.21%，砷=0.099%)。由于钼精矿产品中铅含量超过国家标准值不高，无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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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较复杂或有毒药剂的抑制铅工艺。试验中利用氧化钙抑制黄铁矿的同时抑制砷，但

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若采用反浮选除砷，必将会损失大量的钼。因此本次试验未对

铅、砷进行单独的抑制试验。 

10.6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10.6.1 矿区水文地质 

矿区水资源由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资源构成。地表水资源主要为位于矿区西侧的

九户洞河河水，地下水资源主要为矿山开采时矿坑排出的地下水。矿区地下水属贫水

地区，矿山建设要充分利用地表和地下水资源，做到综合开发利用水资源，一水多

用，节约用水，从矿山的布局上考虑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建议生活饮用水开采九

户洞河孔隙水，通过泵站送入矿区作为生活饮用水水源，每天按 40 人，生活用水定额

按 60L/人，加之办公公共用水，每日用水量约 5m3，水量水质均满足要求。生产用水

(包括选矿用水、冷却用水、井下凿岩用水、降尘绿化用水等)利用矿山开采时矿坑排

出的地下水，可满足用水需求。矿山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坑道涌水主要为裂隙水，虽

属弱富水性含水层，但能够满足矿山正常生产用水。 

该矿床主要矿体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下，附近地表水体(天宝山河、九户洞河及

无名小河)不构成矿床充水因素。矿床充水来源三中段以上主要以碳酸盐岩夹碎屑岩裂

隙溶隙水为主，为裂隙溶隙充水的矿床﹔三中段以下主要以结晶岩类裂隙水(风化裂

隙、构造裂隙)充水为主，矿区水文地质勘探类型为第二类以裂隙充水为主的矿床。属

弱富水性，地下水补给条件差。根据矿坑涌水量预测结果，未来矿山开采矿坑最大涌

水量为 195.77m3/d，正常涌水量 157.04m3/d，属小水矿山。因此，矿床属第二型的水

文地质条件中等的矿床。 

10.6.2  矿区工程地质 

该矿床矿体 50m 标高以上多赋存在斑状二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与碳酸盐岩接触

带及石英闪长斑岩组成的片理化带内，50m 标高以下赋存于花岗闪长(斑)岩岩体之

中，矿体、顶底板围岩岩性较单一，岩石呈中风化-微风化，力学强度较高，岩体较完

整，稳定性好。构造破碎带对矿床开采影响不大，掘进过程中遇到构造破碎带必须进

行支护。坑道开采井巷及顶底板稳定。坑道工程地质分区为较稳定区。但坑道开采已

形成采空区，诱发地面塌陷，应引起矿方高度重视，采取切实可行工程措施进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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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治理。综上，该矿床 50m 标高以上工程地质勘探类型为以块状岩类为主，夹有可溶

岩盐类勘探类型，50m标高以下全部为块状岩类工程地质条件属中等型。 

10.6.3 矿区环境地质 

勘查区大地构造位于吉黑褶皱系(Ⅰ)，吉林优地槽褶皱带(Ⅱ)，敦化隆起(Ⅲ)中

部与延边优地槽褶皱带的交接处。 

区内构造以断裂构造为主，主要发育有北西向、北东向和近东西向断裂构造。这

些断裂构造全新世以来未见活动迹象。区内未见崩塌、滑坡、泥石流及洪水等突发性

地质灾害发生。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本区抗震设防烈度为Ⅵ度，地

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反应谱特征周期 0.35s，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 

据区域地震资料，自有地震记载以来，区内未发生过较强烈的破坏性地震。虽发

生过几次小于 4 级的地震，但未造成任何破坏和影响。断裂构造全新世以来未见活动

迹象，新构造运动以垂直升降为主。因此说区域地壳属稳定区。 

本区属地壳稳定区，未见全新世以来断裂构造活动迹象。区内不易发生崩塌、滑

坡、泥石流及洪水等突发性地质灾害发生。尾矿废水排放经龙井市环保局监测，各项

污染因子均符合国家地表水排放水质要求，不会对下游村屯及耕地造成污染。花岗岩

地区γ 射线(放射性元素)测试及粉尘测试结果，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矿山为地

下开采，采矿活动对山体及自然景观有所破坏，主要表现为废石堆放场、尾矿库对自

然景观的破坏及采矿活动引起的地面塌陷现象。因此，该矿床为第二类型的地质环境

质量中等的矿区。 

10.6.4 开采技术条件小结 

该矿床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属第二型的水文地质条件中等的矿床，工程地质条件亦

属中等型，地质环境质量为第二类型的地质环境质量中等的矿区。根据《固体矿产地

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02)的有关规定，该矿床开采技术条件为中等类型，

即复合问题的Ⅱ－4型矿床。 

10.7对评估对象的现场核查情况 

2019 年 2 月 16 日，我公司评估人员在吉林瀚丰矿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的陪同下，就探矿权进行了现场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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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探矿权工作区主要为吉林瀚丰矿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宝山铅锌矿区东风矿采

矿权 250 米标高以下，平面范围与采矿权大部重合，略有出入。勘查区长白山英额岭

山脉，海拔为 450～777.3m，山势相对陡峻，相对高差为 250～355m，属浅切割低山地

貌景观。地形呈北西高，南东低，山脉大体呈北北西向展布，山峰林立，山谷呈狭窄

的“V”字型。 

因勘查区内的实物工作大多为采矿权坑内作业，涉及到安全生产问题，矿山工作

人员以外无法进入矿坑内部实地勘查，评估人员未能实地查验勘查工程遗址，因此评

估人员仅对勘查工作现场记录和原始底稿进行了查验。 

经评估人员现场勘查，该探矿权无权属争议。 

10.8 对评估对象的评价 

评估人员经查阅地质资料和现场勘察后认为，勘查区地质工作是严格按照地质勘

查规范设计和施工的。提交的成果为《吉林省龙井市天宝山铅锌矿区东风钼矿深部 

(250 米标高以下)普查报告》。 

区内通过勘查工作大致查明区内地层、构造、岩浆岩特征及成矿地质条件。利用

钻探工程、坑探工程大致查明了矿体的形态、产状、规模及品位变化情况。大致查明

了矿床内构造特征，在坑探、钻探工程中均未发现脉岩或断层破坏矿体的现象。大致

查明了矿石的组分、品位及有用矿物镶崁规律和结构特征，划分了矿石类型。该矿床

是已开采矿山，经多年开采实践及选矿试验证明，矿石易选。结合矿山开采实践论述

了矿床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特征。采用地质块段法在垂直纵投影图上与

采用地质块段法在水平投影图上分别对上部与下部矿体进行资源量估算，方法合理，

方式合理，参数选取正确，估算结果可靠。共估算矿石量(333)9867.02kt，金属量 

12936.68t，矿床平均品位 0.131×10
-2；另有(334)矿石量 6178.75kt，金属量 6466.98t，

矿床平均品位 0.105×10
-2；低品位矿石量 9252.72kt，金属量 3518.45t，矿床平均品位

0.038×10
-2。 

11、评估方法的确定 

本次评估依据的主要资料是《吉林省龙井市天宝山铅锌矿区东风钼矿深部 (250 米

标高以下)普查报告》(以下简称“普查报告”)及委托方提供的原始地质资料。评估人

员根据现行勘查规范《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02)和《铜、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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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银、镍、钼矿地质勘查规范》(DZ/T0214-2002)对前述地质报告的工作程度进行了

重新核定，认为评估对象提交的资料中，大致上查明了矿区地质构造特征及成矿地质

条件，大致查明了蚀变带规模、产状及岩石组合特征；对成矿的基本规律、找矿标

志、找矿方向、矿床成因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提交的成果资料勘查工作

程度按现行规范应为普查。 

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研究分析后认为，该勘查区虽然投入了一定的实物工作量，

取得了一定的地质矿产信息资料，但勘查区的勘查和研究的程度仍较低，不具备采用

现金流量法评估的条件。 

由于未能收集到可做类比分析的相似钼矿探矿权案例，可比销售法也难以采用。

考虑到本区地质工作已达到普查程度，施工单位为拥有地质勘查资格的正规地勘单

位，有正规的地质报告和地质资料，各类实物工作量均有详细的原始记录，足以说明

各类实物工作量的相关性、有效性和质量状况。普查工作中取得的地质矿产信息满足

对预期地质找矿前景的预测，可进行价值指数的评判。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及评估对象的特点，确定本项目采用成本途径的地质要素评序法进行评估。 

采用地质要素评序法评估探矿权价值是将具有效用价值的勘查成本作为价值计算

的基础，通过评判勘查投入所完成的各类勘查手段对后续勘查、在区内发现矿床的潜

力及未来资源开发利用前景，得到对价值计算基础做调整的调整系数，最终确定评估

对象的价值。计算公式： 

aPcP   

  



m

j

jii aFεPU
1

n

1i

]1[＝
 

式中： P—地质要素评序法探矿权评估价值； 

 Pc—基础成本(勘查成本效用法探矿权评估价值)； 

α j—第 j个地质要素的价值指数(j=1，2，…，m)； 

   α—调整系数(价值指数的乘积，α=α1·α2·α3·α4·α5·α6·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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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现行价格和费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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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ε—岩矿测试、其他地质工作(含综合研究及编写报告)工地建筑等间接费用的

分摊系数， 30%； 

F —效用系数(F = f1×f2，其中，f1为勘查工作部置合理性系数；f2为勘查工作加

权平均质量系数)； 

i—勘查实物工作量项目序号(i=1，2，3……，n)； 

m—地质要素个数； 

n—勘查实物工作量项数。 

12、有关实物工作量的确定 

12.1  有关实物工作量的确定原则 

按照《矿业权评估指南》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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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项目勘查区勘查矿种的实际情况，凡符合下述

确定原则的均确定为有关实物工作量。原则如下： 

(1) 本次评估以钼为目标矿种所完成的普查工作量，均为有关的实物工作量，参

加现值计算。以往公益性地质工作不作为有关的实物工作量，不参加重置成本计算； 

(2) 在地质报告或有关正式资料中，由于质量等问题已确定为报废工作量的，或

虽在地质报告中有记载，有关图件中能见到工程位置，但没有任何原始数据可以说明

该工程工作量及其质量状况的，均不能作为有关实物工作量，不参加重置成本计算。 

(3) 属于评估探矿权勘查区域内的实物工作量为有关工作量，勘查区以外的工作

量不参加重置成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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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实后的实

际工作量为有关的实物工作量，参加重置成本计算。 

(5) 凡属于踏勘、矿点检查、各种样品采集和试验测试、岩矿鉴定、资料综合整

理、报告编写等工作费用，已列入间接费用中，不再进行重置成本计算。 

12.2  各类地质勘查实物工作量 

本次评估的主要资料来源为委托方提供的《吉林省龙井市天宝山铅锌矿区东风钼

矿深部 (250 米标高以下)普查报告》及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勘察院提供的原始地质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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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实物工作量确定原则及评估人员现场查勘，经核实，参与本项目评估计

算的有关实物工作量如下： 

1:1 万地质测量：该项工作是为钼矿普查投入的工作量，《普查报告》统计工作

面积 20km
2。经核实，属于在本次探矿权评估范围内的工作量为 2.42km

2，符合有关实

物工作量确定原则，参加重置成本计算。 

1:1 万水文地质测量：该项工作是为钼矿普查投入的工作量，《普查报告》统计

工作面积 20km
2。经核实，属于在本次探矿权评估范围内的工作量为 2.42km

2，符合有

关实物工作量确定原则，参加重置成本计算。 

1:5 千地质测量：该项工作是为钼矿普查投入的工作量，《普查报告》统计工作

面积 7km
2。经核实，属于在本次探矿权评估范围内的工作量为 2.42km

2，符合有关实

物工作量确定原则，参加重置成本计算。 

1: 5 千水文地质测量：该项工作是为钼矿普查投入的工作量，《普查报告》统计

工作面积 7km
2。经核实，属于在本次探矿权评估范围内的工作量为 2.42km

2，符合有

关实物工作量确定原则，参加重置成本计算。 

坑探：该项工作是为钼矿普查投入的工作量，《普查报告》统计的该项工作量为

3499.5m。经评估人员核实，部分工作量为采用老地质报告的资料，且无相关图件和基

础资料。属于本次勘查工作实际投入且形成图件的坑探工作量共计 1325.00m(35 条)。

故本次评估采用坑探工作量共计 1325.00m(35 条)，符合有关实物工作量确定原则，参

加重置成本计算。 

钻探：该项工作是为钼矿普查投入的工作量，《普查报告》统计的该项工作量为

3611.90m(12 孔)，全部为坑内钻，另有水文孔 1 孔 181.82m。经核实，位于本次评估

范围内工作量为 3793.72m(13 孔其中坑内钻 12 孔，水文孔 1 孔)；符合有关实物工作量

确定原则，参加重置成本计算。 

各类样品：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样品加工分析测试、地质工程测量、

原始地质编录、地质资料的后期整理及报告编制费用等作为间接费用，列入间接费

用，这里不再单独进行重置成本计算。 

经核实，勘查区计入重置成本的实物工作量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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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完成实物工作量统计表 

项      目 单位 工作量 备注 

1:1 万地质测量 km
2 

2.42 修编 

1:1 万水文地质测量 km
2
 2.42 修编 

1:5 千地质测量 km
2 

2.42 修编 

1: 5 千水文地质测量 km
2
 2.42 修编 

坑探 m 1325.00  

钻探 m 3793.72 含水文孔 1 孔 181.82m 

本探矿权有关实物工作量及其重置成本计算详见附表 4。 

12.3 实物工作量现行价格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2010 年试用)，本区地区调整系

数为 1.3；各项工作执行的现行价格如下： 

1:1 万地质测量：区内岩层中深度度变质，岩性复杂，褶皱、断裂发育，有多期

次的侵入岩，矿化标志广泛分布，成矿地质条件优越，是吉林省重要的多金属矿化集

中区。地质复杂程度分类为Ⅲ级复杂区，根据《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地质复杂

程度分类为Ⅲ级复杂区的 1：1 万地质测量正测标准价格为 6042 元/km
2，修编价格取

正测的 10%，地区调整系数取 1.3，则本项目评估 1：1 万地质测量单位价格取 785.46

元/km
2。 

1：1 万水文地质测量：区内地形地貌起伏变化，有显著的断裂和褶皱构造，底层

复杂但有一定研究，含水层的深度厚度有变化，气象水文条件较复杂，交通条件较

差，水文地质复杂程度分类为Ⅱ级中常区，根据《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水文地

质复杂程度分类为Ⅱ级中常区的 1：1 万水文地质测量正测标准价格为 1945 元/km
2，

修编价格取正测的 10%，地区调整系数取 1.3，则本项目评估 1：1 万水文地质测量单

位价格取 252.85 元/km
2。 

1:5 千地质测量：区内地质复杂程度分类为Ⅲ级复杂区，根据《地质调查项目预

算标准》，地质复杂程度分类为Ⅲ级复杂区的 1：5 千地质测量正测标准价格为 13246

元/km
2，修编价格取正测的 10%，地区调整系数取 1.3，则本项目评估 1：5 千地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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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单位价格取 1721.98 元/km
2。 

1：5 千水文地质测量：区内水文地质复杂程度分类为Ⅱ级中常区，根据《地质调

查项目预算标准》，水文地质复杂程度分类为Ⅱ级中常区的 1：5 千水文地质测量正

测标准价格为 4390 元/km
2，修编价格取正测的 10%，地区调整系数取 1.3，则本项目

评估 1：5 千水文地质测量单位价格取 570.70 元/km
2。 

坑探：勘查区内施工的坑探代表岩性为花岗闪长岩，坑探岩石分级为Ⅷ级。根据

《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岩石级别为Ⅷ级，0～100m 坑探单位价格为 1211 元

/m，0～200m 坑探单位价格为 1268 元/m。故本项目评估坑槽单位价格为：0～100m

坑探单位价格 1211 元/m，0～200m 坑探单位价格 1268 元/m。 

钻探：《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仅仅有地表钻定额标准，无坑内钻定额。故本

次评估坑内钻依据矿山与钻探公司签订的实际勘查合同所约定的标准确定。依据矿山

与珲春市北方地质勘查有限公司签订的《龙井市天宝山矿区立山矿床钻探工程委托施

工合同(2018 年度)》，坑内钻合同约定单价(0～600m)为 320 元/m，该价格为不含其它

调整系数的最终价。故本次评估坑内钻按 320 元/m 计算。 

13、探矿权价值计算 

13.1  基础成本(Pc)计算 

基础成本是指经效用系数修正后的重置成本。 

13.1.1  效用系数的确定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导意见》，效用系数是反映成本对价值贡献程度而设

定的对重置成本进行溢价或折价的修正系数，为勘查工作加权平均质量系数(f1)和勘

查工作布置合理性系数(f2)的乘积。 

勘查工作质量系数，是为反映有关、有效各类勘查工作的质量而设定的系数。各

类勘查工作质量系数与各类勘查工作的重置成本的加权平均值，定义为勘查工作加权

平均质量系数(f1)。评判标准见下表： 

档次 评判标志 修正系数建议范围 

1 
施工质量好，达到地质目的，获得的地质、矿产信息多，
资料数据可靠，对后续勘查工作的指导意义大。 2.00～3.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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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意义。 1.0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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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工质量一般，基本达到地质目的，获得的地质、矿产信
息较少，对后续勘查工作指导意义不大。 0.50～0.99 

4 
施工质量较差，没有达到地质目的，获得的地质、矿产信
息很少，资料数据老化，对后续勘查工作指导意义不大。 0.01～0.49 

勘查工作布置合理性系数(f2)，是为反映有关、有效勘查工作布置的合理性、必

要性和使用效果而设定的系数。评判标准见下表： 

档次 评判标志 修正系数建议范围 

1 
符合现行有关勘查规范要求，勘查技术方法对目标矿种必
要性强，使用效果好，工程布置合理。 1.01～2.00 

2 
基本符合现行有关勘查规范要求，勘查技术方法对目标矿
种必要性一般，使用效果一般，工程布置基本合理。 1.00 

3 
不符合现行有关勘查规范要求，勘查技术方法对目标矿种
必要性欠强，使用效果差，工程布置重复或重复工作量较
多。

0.01～0.99 

13.1.1.1 勘查工作质量系数 

地质测量：地质测量采用 1:5 万地形地质图做底图，在以往区域地质工作的基础

上进行修编，对主要地质界线和矿化蚀变带均大致进行了有效控制和圈连，大致划分

了地层、构造、侵入岩填图单位。基本达到有关测量规范的要求。上述工作符合规范

要求，获得较多地质信息，对后续地质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根据以上效用评

判，综合确定测量工作实物工作量的质量系数为 1.15。 

坑探：本次勘查施工坑道工程间距达到Ⅱ勘查类型的工程间距要求，足以控制矿

体的规模、形态。穿脉及沿脉坑道工程的面规格多为 2×2～2×2.5m2，竖井断面规格

为 4.9×2.5m2，坑道坡角小于 3‰，满足了深部探矿及矿山生产的需要，工程质量合

格。获得的地质信息较多，对今后的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根据以上效用评判，综

合确定坑探工作实物工作量的质量系数为 1.30。 

钻探：矿区内共施工了 12 个钻孔(坑内钻探)，有 11 个孔为 80°～81.25°斜孔，1

个为 70.5°斜孔。完成钻探工作量：3611.9m。钻机型号 XY-4，钻孔结构开孔直径为

Ф110，正常钻进 Ф75，终孔直径为 75mm。岩芯采取率平均达 99.75%，矿芯采取率平

均达 100%。每钻进 50 米测斜一次，终孔后加测一次，测量所有的钻孔的顶角及方位

角，测量结果为每百米顶角偏斜均小于 3°。钻进中各班均有专人在现场及时填写班报

表和岩心牌，班报表填写真实，内容齐全、整洁，现场检查记录内容准确。对岩心长

度大于 10cm 和矿心长度大于 5cm 的，均用油漆笔编号，并注明回次及块数。采用泵

柱法用 425#水泥封孔，钻孔在终孔后按《地质岩芯钻探规程》中封孔规定虽然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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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孔封孔，但未作透孔检查，参加资源量估算的全部钻孔岩、矿芯采取率较高，符

合规范要求。钻孔施工质量好，施工结果达到地质目的，获得的地质、矿产信息多，

对后续勘查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根据以上效用评判，确定钻探工程质量系数取

1.40。 

间接费用：地质报告的编制符合规范要求。样品测试齐全，符合要求，对评估对

象范围内的地质信息表述较为甚充分。报告中存在些许错漏。部分资料缺失，总体基

本满足现勘查阶段要求。为此确定间接费用质量系数为 1.0。 

13.1.1.2加权平均质量系数 

根据以上各工程效用情况，确定有效工程的加权平均质量系数 f1为 1.27。 

13.1.1.3 勘查工作布置合理性系数 

勘查工作勘查区主要采用勘探线法布设探矿工程，使用坑探、钻探等技术手段揭

露和圈定矿体，技术手段经济合理，必要性强，符合有关勘查规范要求，确定勘查工

作布置合理性系数为 1.10。 

13.1.1.4效用系数评判 

根据上述说明和实地调查资料分析，确定效用系数为 1.40。见下表： 

序号 工程类别 重置成本(元) 系数值 

质量 

系数
(f2) 

测量           8，8060.99   
060.99 

1.15 

坑探 2，114，261.11 1.30 

钻探 1，736，789.11 1.40 

间接费用 1，157，733.36 1.00 

合    计  5，016，844.57 

加权平均质量系数 1.27 

工程布置合理性系数(f1) 1.10 

效用系数(F) F=f1×f2 1.40 

13.1.2 重置成本 

根据确定的实物工作量及实物工作量现行价格，本次评估的重置直接成本为： 

重置直接成本= 8060.99+2114261.11+1736789.11+1157733.36  

=5016844.57(元) 

13.1.4 基础成本(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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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成本=重置成本×效用系数 

  =5016844.57÷10000×1.40 

=702.35(万元) 

基础成本的计算过程及计算结果详见附表 1。 

13.2、 价值指数(a1……a7)的确定 

价值指数采取专家评判的方法确定。评估小组聘请具有评估对象的目标矿种的勘

查工作经历、熟悉相关矿种勘查技术规范、实践经验丰富的 5 位高级工程师作为专家

参与本次评估的价值指数评判工作，在专业技术结构上，根据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

选聘地质矿产专业 5 名；在隶属关系上，没有本评估机构和委托单位的人员。专家们

的简历和专业技术职称已作为本评估报告的附件。 

价值指数评判工作按照《矿业权评估指南》的规定进行。首先，由评估人员向专

家们介绍评估对象的情况、评估方法的基本原理和思路、地质要素价值指数评判规则

和方法，并向每位专家各提供一份地质要素分类及价值指数表，作为对照使用。专家

们听取情况介绍后分别、独立地对评估对象的 7 个地质要素价值指能性数进行评判。

评估小组未对专家就地质要素价值指数的评判和赋值做任何暗示和导向性介绍。评估

小组当场对专家的评判值进行了审核，5 位专家填写的评判表均符合评估方法的要

求，确定为有效。5位专家对该评估对象地质要素价值指数的评判平均值如下表： 

地质要素价值指数专家评判综合表 

序号 地质要素 价值指数平均值 

Ⅰ 区域成矿地质条件 1.14 

Ⅱ 找矿标志异常显示 1.11 

Ⅲ 矿化强度及蕴藏规模显示 2.28 

Ⅳ 矿石质量及选矿或加工性能显示 1.10 

Ⅴ 开采技术条件显示 1.0 

Ⅵ 矿产品及矿业权市场条件显示 1.0 

Ⅶ 基础设施条件显示 1.0 

专家们的评判表和评判结果表详见附件 9。 

13.3 调整系数(a)的确定 

13.3.1  评估小组对评估对象 7个地质要素价值指数的分析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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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区域成矿地质条件：勘查区位于滨太平洋成矿域(Ⅰ级)吉黑成矿省(Ⅱ级)张

广才岭太古代-晚古生代-中生代铜铅锌银石墨成矿带(Ⅲ级)江源-开山屯多金属成矿带

(Ⅳ级)，天宝山铅锌钼铜找矿远景区(Ⅴ级)。区域上矿产有铅、锌、铜、钼矿等有色

金属矿床，其中主要为天宝山铅锌矿、新星铅锌矿等。，矿产较为丰富。成矿地质条

件较好。专家对该价值指数取 3 级，平均赋值 1.14，评估人员认为专家赋值比较切合

实际，本项目取值 1.14。 

Ⅱ、找矿标志异常显示：根据地质资料，勘查区内地质活动强烈，符合钼矿成矿

条件，且蚀变带露头较多，在评估对象范围内，找矿标志显示较明显，有关异常较为

吻合，显示为矿致异常。专家对该价值指数取 3 级，平均赋值 1.11，评估人员认为专

家赋值比较切合实际，本项目取值 1.11。 

Ⅲ、矿化强度及蕴藏规模显示：通过地质工作圈定矿体 11 条，估算推断的内蕴经

济资源量(333)矿石量为 9867.02kt，钼金属量为 12936.68t，低品位资源量(333)矿石量

为 9252.72kt，钼金属量为 3518.45t。经见矿工程验证的预测级以上的资源量估计达到

中型矿床规模标准。各专家均对该价值指数取 4 级，平均赋值 2.28，评估人员认为专

家赋值比较切合实际，本项目取值 2.28。 

Ⅳ、矿石质量及选矿或加工性能显示：普查工作未对矿石样品进行选矿加工试

验。根据同东风矿区矿石质量及选矿性能进行类比，勘查区钼矿石加工性能较好，各专

家对该价值指数取 3级，平均赋值 1.10，专家赋值比较切合实际，本项目取值 1.10。 

Ⅴ、开采技术条件显示：勘查区内已圈定矿体埋藏中深，区内水文地质条件中

等、工程地质条件中等、环境地质条件中等，开采技术条件属中等。各专家对该价值指

数取 2级，平均赋值 1.0，评估人员认为专家赋值比较切合实际，本项目取值 1.0。 

Ⅵ、矿产品及矿业权市场条件显示：目标矿种矿产品市场供略小于求，受矿政管

理政策变动影响，待评估探矿权所在地矿业权市场活动近期不太活跃、矿业权交易活

动平淡。专家对该价值指数取 2 级，平均赋值 1.0，评估人员认为专家赋值比较切合

实际，本项目取值 1.0。 

Ⅶ、基础设施条件显示：勘查区地处低山丘陵区。区内交通较为不便。水、电力

及劳动力能保障供给。目标矿种要求的基础设施条件一般。专家对该价值指数取 2

级，平均赋值 1.0，评估人员认为专家赋值比较切合实际，本项目取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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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评估有关问题的说明 

16.1 评估结果有效期 

本评估报告书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使用本评估结论的时间超过本评

估结论有效期，本公司对应用此评估结论而对有关方面造成的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16.2 特别事项说明 

(1)本次评估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公司及参加本次评估

的工作人员与委托方及探矿权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2)评估工作中评估委托人及矿权人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包括产权证明、地质报

告等)由提供方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3)本次评估报告依据的地质资料主要是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

《吉林省龙井市天宝山铅锌矿区东风钼矿深部 (250 米标高以下)普查报告》。 

(4)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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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机构和注册矿业权评估师不承担相关责

任。 

(5)本评估报告书含有附表、附件，附表及附件构成本评估报告书的重要组成部

分，与本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6)本评估报告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评估项目负责人和矿业权评估师签名，并加

盖本公司公章后生效。 

16.3 其他责任划分 

本评估公司只对本项目的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执业规范要求负责，不对资产定价决

策负责。本评估报告书中的分析、评价和结论是为支持评估结论而做出的，不对日后

实际勘查工作和勘查结果负责。 

16.4 评估报告的使用限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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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评估报告只能服务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 

(3)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归评估委托人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