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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考试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

《关于印发<矿业权评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

定>和<助理矿业权评估师、矿业权评估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

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65 号），国家设立矿业权评

估专业技术人员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制度,规定助理矿业权

评估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考

试。为使应考人员了解助理矿业权评估师职业资格考试的内

容和要求，现对有关考试事宜说明如下： 

一、考试目的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客观评价矿业权评估专

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能力，完善矿业权评估专业技术人员水平

评价体系，加强矿业权评估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促进矿

业权评估行业健康发展。 

二、考试性质 

矿业权评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是一项适应市场

经济发展需要的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制度，面向全社会提供

矿业权评估专业技术人员能力水平评价的服务，纳入全国专

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统一规划。评价结果与经济系

列相应级别职称衔接，是用人单位使用该专业人员的依据。

凡考试成绩合格者，由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颁发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监制的职业资格证书，该证书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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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范围内有效。 

三、考试科目及方式 

助理矿业权评估师职业资格考试分为《矿业权评估经济

法律专业能力》、《矿业权评估地质与矿业工程专业能力》和

《矿业权评估实务与案例》三科。 

考试采取笔试、闭卷的方式，每科总分 150 分，答题时

间 18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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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考试内容 

一、《矿业权评估经济法律专业能力》科目 

（一）考试目的。 

考察应考人员熟悉财务会计基础知识，利用企业财务会

计报告确定矿业权评估参数，进行价值分析的初步能力。 

考察应考人员了解矿业权评估涉及的法律法规及各项规

章制度，解决矿业权评估实际问题的初步能力。 

（二）财务会计考试基本要求。 

1. 熟悉财务会计学基础知识，能够处理矿业权评估的一

般问题。 

2. 了解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相关内容，熟悉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等的分类、原值构成、折旧及摊销方法等，具备确定

相关评估参数的初步能力。  

3. 了解矿山企业成本费用构成，熟悉生产成本、折旧与

摊销费用、管理费用、营业费用、财务费用、税费等的相关

概念及内容，具备确定相关评估参数的初步能力。 

（三）法律法规考试基本要求。 

1. 了解资产评估法及矿业权评估管理相关规定，能够处

理矿业权评估业务的一般问题。 

2. 了解矿产资源法及行政法规，具备确定和披露矿业权

权属、评估对象与范围的初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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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税费法律制度中与矿业权评估有关的内容和规

定，具备矿业权评估中确定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资源税、企业所得税等相关参数的初步能力。 

二、《矿业权评估地质与矿业工程专业能力》科目 

（一）考试目的。 

考察应考人员熟悉地质学、矿床学、矿产勘查学、采矿

工程、选矿工程基本理论知识，利用地质勘查、矿山设计等

各类专业报告确定矿业权评估参数，处理、披露与矿业权评

估有关问题的初步能力。 

（二）地质勘查考试基本要求。 

1.了解地质学、矿床学基础知识，熟悉矿产勘查学基本

理论知识，具备引用和披露相关内容的初步能力。 

2.熟悉矿产地质勘查报告、矿产资源储量报告种类及基

本内容，具备利用矿产地质勘查报告、矿产资源储量报告确

定相关评估参数的初步能力。 

（三）采矿工程考试基本要求。 

1. 熟悉采矿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具备引用和披露相

关内容的初步能力。 

2. 熟悉矿业权评估利用矿山设计文件种类及基本内容，

具备利用矿山设计文件确定相关评估参数的初步能力。 

3. 熟悉开采方式、开拓方案、采矿方法和矿山开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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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指标，掌握可采储量和服务年限的相关概念和估算

方法。 

（四）选矿工程考试基本要求。 

1. 熟悉选矿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具备引用和披露相

关内容的初步能力。 

2. 了解常用选矿方法，熟悉选矿相关技术经济指标，具

备确定相关评估参数的初步能力。 

三、《矿业权评估实务与案例》科目 

（一）考试目的。 

考察应考人员运用矿业权评估基本理论、矿业权评估准

则解决矿业权评估实践中的一般性技术问题和完成一般性矿

业权评估专业技术工作的能力。 

（二）考试基本要求。 

1. 熟悉矿业权评估准则体系基本内容，具备利用矿业权

评估准则开展矿业权评估业务的初步能力。 

2. 熟悉矿业权评估程序，具备执行矿业权评估业务的初

步能力。 

3. 掌握矿业权评估报告的格式和主要内容，具备编制矿

业权评估报告的初步能力。 

4. 掌握常用矿业权评估方法的原理、应用前提条件、适

用范围及运用中需注意的问题，具备针对常见矿业权评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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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选取相应评估方法的初步能力。 

5. 掌握矿业权评估相关参数构成及选取途径，具备确定

相关评估参数的初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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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考试样题 

一、单选题（每题 1 分） 

每题的备选答案中只有一个最符合题意，不答或答错不

得分。  

例题：根据岩石类型分类，水泥用石灰岩的岩石类型应当为（ ）。 

A 岩浆岩     B 沉积岩      C 变质岩      D 伟晶岩 

（答案：B） 

二、多选题（每题 2 分） 

每题的备选答案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项符合题意的

答案，错选或多选的不得分；少选，每个选对项得 0.5 分。 

例题：勘查的目标矿种不同，设计采用的勘查技术手段也不尽相

同。在对水泥用石灰岩进行地质勘查时，一般应采用的勘查技术手段

有（ ）。 

A 地质测量      B 化学测量     C 重砂测量       

D 槽探工程      E 钻探工程 

（答案：ADE） 

三、综合分析题（每题 20 分） 

根据背景材料，按要求解答、计算有关问题。有计算过

程的要求列出计算过程，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例题：某铁矿截止 2014 年底保有资源储量（122b）矿石量 100

万吨，2015 年矿山通过生产探矿新增资源储量（122b）矿石量 6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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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矿山设计生产能力为 20 万吨/年，采矿回采率为 80%，矿石贫化

率为 10%。2015 年矿山实际生产矿石 20 万吨，实际采矿回采率为 90%，

矿石贫化率为 10%。 

不考虑设计损失，矿石贫化率等于废石混入率。 

请计算该铁矿 2015 年末保有的资源储量，分别按设计指标和实际

生产指标计算矿山剩余服务年限。根据题意，提出延长矿山生产服务

年限的技术措施。 

答案： 

1.2015 年末保有资源储量 

2015 年已动用资源储量=矿山实际生产矿石量×（1-矿石贫化率）÷实际采矿回采率 

                     =20×（1-10%）÷90% 

                     =20.00（万吨） 

2015 年末保有资源储量=2014 年末保有资源储量+新增资源储量-2015 年已动用资源储量 

          =100+60-20 

          =140.00（万吨） 

2.服务年限计算公式为：  


1A
QT  

按设计指标计算的服务年限: 

可采储量 Q=140×80%=112（万吨）； 

服务年限 T=  %10-120
112


=6.22（年） 

按实际指标计算的服务年限： 

可采储量 Q=140×90%=126（万吨）； 

服务年限 T=  %10-120
126


=7.00（年） 

3.根据题意，延长矿山生产服务年限的技术措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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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矿山生产探矿工作，增加保有资源储量； 

（2）提高矿体实际回采率，增加采出矿石量。 

四、案例分析题（每题 40 分） 

根据评估报告案例材料，按要求回答或计算有关问题。

有计算过程的要求列出计算过程，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例题： 

背景资料 

2012 年 6 月，东北某省国土资源厅通过公开摇号的方式选择中矿

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对东北某省南县南木源铅锌银多金属矿普查探矿

权进行评估。评估目的为，为东北某省国土资源厅出让南木源铅锌银

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提供价款参考意见。 

评估报告 

东北某省南县南木源铅锌银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评估报告 

中矿矿权评报字﹝2012﹞075 号 

中矿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接受东北某省国土资源厅的委托，根据

国家有关矿业权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

按照公认的评估方法，对东北某省南县南木源铅锌银多金属矿普查探

矿权进行了价值评估。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

估的探矿权进行了实地调研、收集资料和评定估算，对委托评估的探

矿权在 2012 年 5 月 31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做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评

估情况报告如下： 

1．矿业权评估机构（略） 

2．评估委托方（略） 

3．探矿权人（略） 

4．评估目的 

因探矿权人拟转让其持有的东北某省南县南木源铅锌银多金属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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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探矿权，该探矿权勘查工作涉及国家出资，根据国家现行法律法

规及东北某省有关规定，需对该探矿权进行价值评估，为东北某省国

土资源厅出让该探矿权、处置该探矿权价款提供价值参考意见。 

5．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东北某省南县南木源铅锌银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 

根据东北某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本勘查

项目名称为东北某省南县南木源铅锌银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人为东

北某省地质矿业公司，勘查区面积 9.67km
2
，勘查区范围由 6 个拐点圈

定（拐点坐标略），有效期限自 2011 年 3 月 15 日至 2013 年 3 月 25 日。 

本次评估范围为上述《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载明的勘查区范围。

截止评估基准日，上述范围内未设置其他矿业权，无矿业权权属争议。 

6．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 2012 年 5 月 31 日。 

7．评估依据（略） 

8．探矿权概况（略） 

8.1 位置交通及自然经济地理概况（略） 

8.2 地质工作概况 

1957-1958 年，东北某省区测队开展过 1/20 万区域地质调查。 

1984～1985 年，东北某省地质局物探大队开展过 1/100 万区域重

力调查，圈出 3 个重力异常。 

2006～2007 年，东北某省地质调查院开展了 1/20 万水系沉积物测

量，发现多处综合化探异常，为后续勘查工作选区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2008 年 6 月～2009 年 10 月，东北某省地质矿业公司（具有固体

矿产勘查甲级资质）利用省地质勘查资金在勘查区内进行了地质普查，

本次完成的勘查工作量见下表。2009 年 10 月，东北某省地质矿业公司

编制了《东北某省南县南木源铅锌银多金属矿普查报告》，该报告通过

了省地质勘查资金管理中心组织的验收，是本次评估的主要地质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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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区 2008 年—2009 年完成的主要实物工作量表 

项目 单位 工作量 工作时间 

1:10000 地质测量(草测) km
2
 11.40 2008 年 

1:10000 化探土壤测量 km
2
 7.66 2008 年 

1:2000 地质剖面测量(实测剖面) km 1.13 2008 年 

机械岩芯钻探 m 1325.90 2009 年 

槽探 m
3
 340.00 2008 年 

勘查区主要勘查工作成果：通过地质草测工作，初步确定了勘查

区内的区域地质背景、时代背景和岩性组合特征，大致控制了闪锌矿

的矿化范围；根据钻探结果，初步确定的闪锌矿化蚀变带的大致产状

及矿化强度，为下一步钻探工作布设提供了依据，确定了勘查工作靶

区。 

8.3 地质概况 

8.3.1 区域地质（略） 

8.3.2 勘查区地质概况 

8.3.2.1 地层 

勘查区内出露地层有中奥陶统大宝山组，分布在勘查区中部，主

要岩性为绢云绿泥长英片岩、阳起斜长片岩、绿泥片岩、变粉砂细砂

岩；上侏罗统克头博组，主要分布在勘查区北部和南部，岩性为凝灰

质砾岩、酸—中酸性熔岩夹细火山碎屑岩、熔结凝灰岩及角砾岩等；

第四系，主要分布在区内的沟谷及伊尔河岸两侧，岩性为亚砂土、砂

砾石层、淤积黑土层及其它冲洪积物。 

8.3.2.2 构造 

勘查区位于绰乌河大断裂西侧，断裂构造以北西为主，由于地表

覆盖较严重，次一级构造有待进一步查明，仅在实测剖面上见一条构

造破碎带，产状 285°∠62°，破碎带宽 0.40 米，延长不清。 

8.3.2.3 岩浆岩 

填图过程中，在区内 32 乙 3 异常区南部见有花岗岩体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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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4 勘查区化探异常特征 

在勘查区内开展了 1/1 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获取了测区系统的

地球化学资料，通过对 10 种元素的迁移、富集、共生组合及时空分布

特征的分析与研究，对表生地球化学环境进行了初步评价与探讨。圈

定出综合异常 2 处，并对重要异常进行了解释评价，预测了异常的找

矿前景，为在本区寻找多金属矿提供了找矿靶区。 

8.3.3 勘查区矿产地质概况 

勘查工作选择在 33 乙 3 区内开展钻探工程，施工 4 个钻孔，所见

岩芯主要岩性为英安质凝灰岩、岩屑、岩屑晶屑凝灰岩等。岩石普遍

具有黄铁矿化，局部地段黄铁矿呈网脉状、星点状分布；总体上岩石

的硅化亦较强。在岩芯中见到闪锌矿赋存在孔洞中，闪锌矿多呈自形

晶，晶粒大小一般在 1～2 毫米以下，呈黑褐色，分布不均匀，其周围

多充填高岭土化物质和钙质物质呈白色～黄色。3 个钻孔中均见到闪锌

矿，但只有 ZK3 号孔最为富集，经化学分析，少部分样品显示已达工

业品位。对钻孔资料进行总体分析，含孔洞凝灰岩中闪锌矿化强烈，

分布不均，但有向北西方向增厚和变富的趋势，需进一步通过钻探验

证。 

本次勘查还在 2 处异常区内矿化强度高的地段进行了探槽揭露，

在英安质凝灰岩中亦见到星点状黄铁矿化。 

9．评估实施过程 

本评估实施过程自 2012 年 6 月 12 日至 2012 年 7 月 3 日。 

2012 年 6 月 12～13 日，经东北某省国土资源厅以公开方式选择本

公司为承担本项目评估机构，项目接洽，与评估委托人明确此次评估

业务基本事项，签订评估合同，收集与评估有关的资料。 

6 月 14～18 日，我公司评估人员王生（矿业权评估师、地质高级

工程师）等在委托方吴奇等的引领下对委托评估的探矿权进行了现场

勘查，了解了勘查区以往勘查工作情况及勘查区现状等。 

6 月 19～25 日，评估小组制定评估工作方案，分析有关地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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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行勘查规范，确定勘查程度，对勘查工作手段及工作量等进行

核实、计算。 

6 月 26 日～7 月 2 日，评估小组正式确定评估参数进行具体的评

定估算，撰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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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7 月 3 日，完成评估报告，出具评估报告。 

10.评估方法（略） 

11.评估参数确定 

11.1 有关、有效勘查工作量确定的原则 

根据本区地质工作所完成的实物工作量，结合本项目勘查区勘查

矿种和勘查工作的实际情况，凡符合下述确定原则的，均确定为有关、

有效勘查工作量： 

①评估范围内，以往公益性地质工作量不作为有关、有效勘查工

作量。 

②评估范围内，凡与目标矿种有关即能为目标矿种（铅锌银矿）

及其共、伴生有用组分勘查利用的所有勘查工作量，均为有关勘查工

作量；超出评估范围的所有勘查工作量不作为有关的勘查工作量。 

凡属于评估范围内的面积性地质测量、地球化学等勘查工作量，

均为有关勘查工作量；但同一种勘查方法手段相同比例尺或规格勘查

工作前后重复的，其重复部分的勘查工作量，以及超出评估范围的勘

查工作量，均为无关工作量。 

③申报的勘查工作量与地质资料中的勘查工作量不符时，经核实

后的勘查工作量为有关勘查工作量。 

④符合勘查工作时的勘查方法手段规范规程要求的所有勘查工作

量，均为有效勘查工作量；在地质报告或有关正式资料中，由于质量

等问题已被确定为报废工作量或不予利用的工作量，或者缺失可以说

明勘查方法手段及其质量状况的原始资料的工作量，不作为有效工作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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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凡属于勘探基线剖面线工程点测量、地质编录、采样、岩矿测

试、勘查设计论证编写、综合研究及报告编写、工地建筑等工作量，

已计入间接费用，计算直接勘查工作重置成本时，不另行计算。 

11.2 有关、有效勘查工作量的确定(略) 

11.3 直接勘查工作现行价格及重置成本 

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及东北某省国土资源厅探矿权

价款评估有关要求，本次评估取费标准按照 2007 年 3 月由财政部、国

土资源部发布的《国土资源调查预算标准（地质调查部分）》；地区调

整系数按照与其配套的《地区调整系数图册》相应选取，该勘查区地

区调整系数为 1.5。 

（…略） 

11.4 间接勘查工作重置成本（略） 

11.5 勘查工作重置成本 （略） 

11.6 效用系数的确定（略） 

11.7 探矿权价值估算（略） 

12.评估假设（略） 

13．评估结论（略） 

14．特别事项说明（略） 

15．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5.1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略） 

15.2 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本评估报告只能服务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 

本评估报告仅供评估委托人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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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征得探矿权人同意，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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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 

16．评估机构和矿业权评估师（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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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评估报告日 

本项目评估报告日为 2012 年 7 月 3 日。 

 

根据上述评估报告材料，计算、回答下列问题 

1. 请确定本次评估委托方。 

答案：本次评估委托方为东北某省国土资源厅 

2. 请简述勘查成本效用法的一般原理和适用范围。 

答案：勘查成本效用法一般原理：采用效用系数对地质勘查重置成本进行修正，估算探

矿权价值的方法。其适用范围：投入少量地表或浅部地质工作的预查阶段的探矿权评估，

或者经一定勘查工作后找矿前景仍不明朗的普查探矿权评估。 

3. 请简答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答案：本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5 月 31 日起一年。 

4. 请根据以下材料，统计计算钻探工程、槽探工程的实物工作量。 

勘查区 2008年—2009 年完成的主要实物工作量表 

序号 项目名称 编号 单位 工作量 规格 工作时间 备注 

1 

钻探 

ZK001 M 79.60 开孔倾角 80° 2009 年 
报废孔 

岩石级别Ⅵ级 

2 ZK002 M 410.1 开孔倾角 80° 2009 年 岩石级别Ⅵ级 

3 ZK003 M 415.6 开孔倾角 80° 2009 年 岩石级别Ⅵ级 

4 ZK004 M 420.6 开孔倾角 80° 2009 年 岩石级别Ⅵ级 

5 

槽探 

TC1 M
3
 200 深度 0-3 米 2008 年  

6 TC2 M
3
 400 深度 0-1.5 米 2009 年  

答案： 

钻探工程量：1325.9-79.60=1246.30(m) 

槽探工程量：200+400=600.00(m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