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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本案例部分提供了对中国矿业企业在国内、秘鲁、老

挝和柬埔寨的四个不同采矿项目的观察和分析，案例

将作为创绿研究院报告《中国矿业投资：国内和海

外的发展、影响与监管》的研究补充。

研究选择这些项目为案例有以下原因，首先，呈现出

中国矿业企业在国内和国外包括东南亚及南美在内的

部分地区投资采用的方式。 其次，选择了国有和民

营不同背景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有两个项目处

在运营阶段，两个在前期开发阶段。每个案例分别介

绍了公司背景（包括必要的母公司背景）、该公司对

企业社会责任的和合规情况、及其矿业项目的运作，

包括实际发生和潜在的效益、影响和从中获得的经验

和教训。四个案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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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矿业集团是一家中国的上市公司，也是国内最大

的黄金生产商之一。案例介绍了紫金矿业集团的背

景，分析了近年来紫金矿业在环境、社会和信息披露

方面因表现不佳所面临的挑战。研究关注其两个项

目：国内的紫金山金铜矿和秘鲁Rio Blanco铜矿。

紫金矿业资产规模大、资源充沛，并且在国内影响力

大，是中国成熟的矿企代表，但是近年来出现了一系列

违规事件，其中包括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紫金山铜

矿污水泄露。除了环境违法，紫金矿业瞒报污染事故，

涉嫌信息披露违规。在国际层面，紫金矿业于2007年从

英国矿业公司购买的秘鲁Rio Blanco铜矿，由于长时间

受到当地居民出于环境考量的反对而被搁置。紫金在国

内产生的问题说明其信息披露不足，对法律法规履行不

到位，造成当地的环境污染，也给股东和投资人带来风

险。在秘鲁，紫金的遭遇则突显了企业在进入高风险项

目时，缺乏对当地社区和环境风险的识别、评估，以及

妥善应对和管理所产生的挑战。事实上，紫金从前开发

商手中收购Rio Blanco铜矿的同时，无形中也接过当时

存在已久的、来自社区居民对项目开发的阻力。这一例

子，不仅体现企业自身采纳高标准的环境和社会政策的

重要，也说明企业在并购时，对环境、社区等方面严格

的尽职调查也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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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G是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五矿集团在澳大利亚的全资

子公司。 五矿集团并购澳大利亚OZ矿业公司后，于

2009年成立MMG公司，老挝的Sepon金铜矿是其项目

之一。Sepon 矿自开采以来，通过税收和矿产经营特

许证向当地创造超过10亿美元，为老挝的GDP和出口

占比做出贡献，此外，项目也为周边曾经极度贫困的

地区带来经济收入。

Sepon矿因采纳高环境和社会标准著称，MMG在收购

OZ矿业公司后，依旧沿用原项目上采用的操作标准和

管理系统，并在其基础上继续发展。MMG公司还加入

了国际矿业与金属协会（ICMM），支持《采掘业透

明度行动计划》（EITI）。此并购代表了中国海外矿

业投资的一种新趋势，中国投资者采用了原有公司标

准并继续推进，而非弃用或墨守成规。当然，此案例

并非代表了“最佳实践”。判断一个项目是否是“最

佳实践”，还需要更为全面细致的调研，与项目直接

受影响者进行深入访谈，与国际最佳实践做对比等。

Sepon矿案例侧重介绍了中资企业收购原国际公司矿业

项目过程中，形成的可借鉴的经验，包括采纳原公司

相对高的环境和社会标准，努力改善和增强在劳工、

环境、社区关系等关键问题的处理等。MMG公司还将

这些政策和操作标准运用到了之后的收购项目中，例

如，2014年4月收购的秘鲁LasBambas矿项目。

中國礦業投資：國內和海外的發展、影響與監管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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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初，柬埔寨和国际媒体纷纷报道一个112亿美元

开发项目的签署，此项目包括在柬埔寨开采铁矿石，

建立钢铁厂及配套的铁路和海港运输线路。合约签署

的双方分别为柬埔寨钢铁矿业集团（CISMIG）和中国

中铁股份有限公司（CREC）的分公司。如果项目按计

划进行，这将是柬埔寨首个大规模的商业采矿项目，

也是柬埔寨历史上单笔投资数额最高的项目。本案例

选取了Rovieng铁矿和铁路项目，其主体矿山地质情况

复杂，开发会遇到各种挑战，是一个规模较大的，且

主要依靠中方投资才能展开的工程。项目开发双方的

公司背景差异非常大：CISMIG是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

柬埔寨民营企业，而另一方的母公司中国中铁，是知

名的中方国企，也是全球最大的工程公司之一。

项目启动发布时，具体工程还没正式动工，但是由于

开发商或柬埔寨政府缺乏与当地的沟通与信息披露，

工程受到了当地民间组织和潜在被影响社区的极大

关注乃至质疑。据了解，开发商对项目的潜在影响和

方案进行了可行性研究，但是相关信息并没有对外公

开，项目近期是否继续也不得而知。由于缺少项目披

露的信息，本案例采用的项目信息主要来自媒体报

道。

CISMIG公司没有网站或宣传材料，鲜为人知。相

反，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和海外工程上的

重要公司，大型国企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国机集团

Sinomach）的分公司据报道也参与了部分开发项目，

这两家中国的国有企业都对外承诺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但是，截至案例撰写完成，距离合同签署已经过

去18个月，投资方也未披露项目的详细信息。改善信

息披露和透明度对于海外项目来说至关重要，特别是

在东道国缺乏对土地和自然资源开发的法律监管以及

腐败盛行的情况下。

正在装载的中国煤船，2007
（© Rob Lof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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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紫金礦業集團
中國紫金山金銅礦和秘魯Rio Blanco銅礦

�9�2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紫金矿业”）是

一家综合性的矿山企

业，主要业务为黄金及其他金属的勘察、开采及销

售。紫金矿业是中国最大的黄金生产企业之一、第

二大矿产铜生产企业、第六大锌生产企业和重要的

钨、铁生产企业，其2011年的黄金产量约占全国总

产量的10%。��在2014年度的福布斯排行榜中，紫金

矿业在全球企业2000强榜单中位居第1389位。��

本研究首先考察紫金矿业的背景以及其在国内外的

业务概况。其次，将分析近年来紫金矿业在涉及环

境、社会和信息披露等领域遇到的挑战。最后，将

重点探讨紫金矿业的两项矿山工程，分别为中国东

南的紫金山金铜矿和秘鲁的Rio Blanco铜矿。前者在

最近几年发生了数起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后者与当

地社区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矛盾与冲突。

:I§v

紫金矿业的前身是成立于1986年的上杭县矿产公

司。1994年10月，公司更名为福建省闽西紫金矿业

集团有限公司，2004年4月，更名为福建紫金矿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6月，更名为紫金矿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

:IkxA

起初，紫金矿业只是一家位于福建省的县级国有独资

企业。1998年，紫金矿业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全部

股份均由其职工享有，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设立了董事会和监事会。2003年，公司继续改

组，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2008年回归国内A股，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截至2013年中期，紫金共有

894,919名股东，总股本达到218亿股。2013年，紫金

矿业最大股东——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

司拥有近29%的股份。在国际上，一些外国企业也持

有紫金矿业5%以上的股份，例如摩根士丹利和瑞银

集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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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紫金矿业的业务基本集

中于福建省内山区金矿的勘探与开采。九十年代初

期，紫金矿业发现了一座拥有巨额黄金储量的金

矿——紫金山金铜矿。��

2000年左右，紫金矿业开始进军中国其他地区，特

别是西北进行勘探和开采，在贵州、新疆、西藏、

内蒙古和云南等省份建立子公司并购买采矿许可特

权。截至2011年底，紫金矿业在全国20个省份开展

投资，拥有70家子公司和59项采矿特许权。��

随着地域的增加，紫金矿业的业务范围也不断扩

Adina Matiso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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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属开发从黄金拓展到铜、锌、铁等金属。另

外，紫金矿业还将冶炼环节从采矿业务中剥离，并

建立了众多独立的冶炼企业。同时，在厦门开设

了实验与设计中心，还向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拓展业

务。黄金、铜的开采与冶炼依然是紫金矿业的主业

务，2013年上半年企业利润56%来自于黄金产业，

33%来自于铜产业。�据中国黄金协会统计，截止

2008年紫金山金铜矿是中国最大的金矿。��

�Wn_

紫金矿业自2005年开始在国外寻找矿产资源。据

紫金矿业官方网站显示，截至2013年，紫金矿业

在澳大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吉

尔吉斯斯坦、蒙古、缅甸、秘鲁、俄罗斯和塔吉

克斯坦八个国家拥有矿产开发项目的股份。紫金矿

业在这些国家参与投资了数个金矿、一个铜钼矿、

一个镍矿和一个伴生矿的开发项目。紫金矿业的投

资以收购当地矿产企业的方式进行。尽管紫金矿业

对项目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其作为主要股东并

不持有项目的全部股份。此外，紫金矿业还直接对

Glencore 国际公司、Equitas资源公司和Inter-Citic

矿业公司等国外上市公司进行投资。���紫金矿业的海

外扩张速度非常快，在2012年末收购了澳大利亚黄

金生产商Norton Gold Field有限公司89%的股份，因

此在澳大利亚展开了新一轮的收购金矿的攻势。���公

司在2013年宣称，将充分利用现阶段国际金价下跌

的有利形势，收购更多的澳大利亚的资产。���

中国自2005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生产国，���但

是国内已探明的黄金储量略显不足。根据世界黄金

协会统计数据，目前中国已探明的黄金储量低于世

界探明总储量的5%，而且中国金矿的寿命也普遍较

短。�	�2012年，中国黄金消费总量超过832吨，但

生产量仅为403吨。�
�因此从长远看来，紫金矿业已

经将海外扩张作为其增加资源储备的主要途径。根

据财新网2012年底发布的新闻，紫金矿业副总裁称

在未来的三至五年内公司计划将要在海外投入50亿

美元。���

�� })��

紫金矿业的最高管理层由七名执行董事、一名非执

行董事和四名独立非执行董事组成。1999年，紫金

矿业注册为公司并成立了董事会。部门负责人和执

行人员具有地质、经济、会计、营销、法律和政府

部门的工作经验。2013年，紫金矿业聘请了一名具

备海外背景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在此之前，公司的

经理和高管都只有福建地方背景，而且没有人员擅

长于环境管理或环境保护的工作。���除此之外，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紫金矿业设

立了监事会，用于监督董事会和其他高管的商业行

为，其主要工作为监督财政状况、代表股东提出建

议和调查管理失误行为。��

:I²r

为了支持公司的业务，紫金主要通过股本及债务融资

的方式获得资金，主要包括发行股票、债券和接受金

融机构的贷款。自2003年开始，公司开始在香港和上

海的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2003年，公司在香港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了13.2亿元港币（14.1亿元人民

币）。不久后又在上海发行股票，共募集了99.8亿元

福建省上杭紫金山金铜矿区
（© 紫金网站）

福建省上杭紫金山金铜矿区
（© 紫金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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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截至2012年中期，紫金矿业共在香港发行了

约60亿股份，在上海证交所发行了约158亿股份。���

根据《紫金矿业2012年中期报告》，截至2012年6

月30日公司的未偿还债券共计30亿元人民币，而其

银行贷款则达到了94亿元人民币。 ���2011年6月和7

月，紫金矿业还由中国银行巴黎支行支持获得了4.8

亿美元的贷款，其将用于收购中国一家大型铜冶炼

厂以及海外收购。���此外，紫金还从中国银行，中国

工商银行，兴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国家开发银

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主要金融机构获得了大笔信

贷用于支持非特定项目，这些信贷支持共计640亿元

人民币。���

Ç©�UÊ�7L©r���ªi=

自2005年起，贵州、福建和广东三省的相关主管部

门相继发现由于紫金矿业违反了中国《环境保护法》

的规定，导致了四起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此外，中

国的NGO也公开批评了紫金矿业在河北和新疆违反

环境管理法律法规的一系列行为。���由于紫金造成的

环境污染事故导致了附近河流的严重污染，对当地渔

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并带来了严重的人员伤

亡，其主要事件包括：

2006年12月，紫金矿业在贵州省一座尾矿坝发生了

垮塌事故，20万立方米的尾矿渣倾泻而下。根据紫

金矿业自鉴事故报告，尾矿渣流入当地的两个水库

中，其中一个用于农业灌溉。��

�

2010年7月，福建省的紫金山金铜矿发生了两起化学

品泄漏事故，污染了当地的汀江（此案例将在下文中

详细讨论）。

2010年9月，广东省信宜市紫金矿业有限公司银岩锡

矿发生了尾矿坝垮塌事故，造成22人死亡。事后经

调查发现，此次垮塌事故的原因主要为“自然灾害和

违规生产”。�
�

紫金矿业由于对环境事故及其环境违法行为的信息处

理不透明而受到多次批评。对此，中国的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对紫金矿业实行了至少三次监督检查。2009

年，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发现紫金矿业未充分履行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公开不到位，会计报表有重大漏

洞，并且存在滥用募集资金的情况。���2010年3月，

紫金矿业因违反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受到中国证监

会的调查和处罚；���同年7月，中国证监会对其关于

化学品泄露事故进行了处罚。��

在上述的环境污染事故中，紫金矿业不仅受到了相关

主管部门的处罚，而且受到多次环境诉讼。���例如，

2010年9月广东信宜紫金矿业有限公司银岩锡矿发生

尾矿坝垮塌事故后，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就收到了

2499起状告该公司损害赔偿诉讼的申请，原告申请

的赔偿总额累计达到3.4亿元。���信宜紫金矿业有限

公司在事故后出售了银岩锡矿，用来向污染受害者支

紫金在塔吉克斯Zeravashan金矿投资的合资企业
（© 紫金网站）

紫金山金铜矿区
（© 紫金网站）

中國礦業投資：國內和海外的發展、影響與監管
案例一 紫金矿业集团 中国紫金山金铜矿和秘鲁Rio Blanco铜矿

紫金在塔吉克斯Zeravashan金矿投资的合资企业
（© 紫金网站）

紫金山金铜矿区
（© 紫金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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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赔偿金。在2012年紫金矿业的中期报告中，公司

认定众多的环境诉讼对运营产生了消极影响，但并未

对此做过多的说明。���

为了充分说明紫金矿业在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方面所

面临的严峻挑战，接下来重点分析关于紫金矿业国内

外两个具有争议性的案例。

+P�c�¹a¹¼È

Â�2�

紫金山金铜矿位于福建省上杭县北部的山区之中，紧

邻汀江，是一座规模巨大的金铜矿。该矿是紫金矿业

最早开发并获利最大的矿山，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金

矿。自2000年开始运营以来，该矿采用了露天和地

下开采技术，并在矿址附近配套建立了黄金与铜的冶

炼设施。2011年，紫金山金铜矿生产了超过16吨的黄

金，1409吨阴极铜和7494吨铜精矿。���

\eS��L�7�fM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紫金矿业就开始在上杭县开

始矿业勘探项目。在直接经济贡献方面，紫金矿业按

年利润的25%缴纳企业所得税，���并且提供了2100

人的就业机会。�	�2011年紫金矿业向慈善机构捐助了

2.75亿人民币，用于发展当地经济和支持开展社会公

益项目。�
�

�U��

紫金山金铜矿在冶炼黄金的过程中使用了堆浸法，即

把通过化学方法处理过的矿石堆放在封闭的尾矿池

内，并用水沉浸。堆浸法的问题在于，如果处理不

当，污水将渗透到周围的区域，最终对土地和周围环

境产生严重影响。紫金山金铜矿设立了两个部门用于

管理环境风险：安全与环境保护委员会和环境保护与

安全部。这两个管理机构制定了关于废水管理与固体

废物管理的企业环境标准。紫金矿业声称紫金山金铜

矿并未对汀江的水质造成影响，汀江水质始终符合相

关国家标准。���

尽管如此，紫金山金铜矿在2010年发生了两起严重

的有毒物质泄漏事故。经过相关管理部门的调查，

认定两起事故的原因均为紫金矿业缺乏环境管理。���

在2010年7月3日发生的第一起污染事故中，尾矿池

中的酸性物质污染了汀江，造成汀江2000吨鱼类死

亡，相当于7.2万人一年的消费量。新闻媒体将此次

污染事故定为近两年内中国矿山企业发生的最为严重

的污染事故。��根据紫金矿业发布的事故报告，造成

事故的原因则是突发的暴雨导致尾矿池内的污染物质

外泄。紫金矿业对此次事故造成的污染物外泄和对当

地渔业带来的巨大损失表示遗憾。公司发言人声称要

坚持对汀江的水体污染进行全面清理，并保证不会影

响下游水质。���

然而，经过由国家环境保护部、福建省环境保护厅、

龙岩市政府和龙岩市环保局共同组成的调查组认定，

导致此次事故的根本原因是紫金矿业人为的管理不

当。调查组报告显示发生事故的尾矿池存在构造设计

的缺陷。此外，在此次事故发生前一年，当地环境保

护管理部门就曾对紫金矿业向汀江非法排放废水的行

为给予过警告。管理部门要求紫金矿业立即纠正违法

行为，但并没有得到回应。除此之外，汀江下游的水

质监测部门没有及时向当地群众发布水质受到严重污

染的信息，这也使此次事故雪上加霜。	��

¡-�UÉs®8

事故发生后的九天中，紫金矿业不仅没有对社会公众

和股东发布有关事故的警告，而且阻止相关人员获取

有关水污染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的信息以及公司

可能因承担污染清理费用而蒙受经济损失的信息。在

公司发布事故报告后，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立即曝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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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代表曾试图贿赂记者以阻止新闻媒体报道此次事故

的消息。	��对消息的封锁引起了中国证监会的调查，

认为紫金矿业的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对自身重大事故

的信息公开义务。	��经过调查，中国证监会认定紫金

矿业的行为违反了中国《证券法》第67条的规定，

并据此对紫金矿业及其6名高管给予警告和5万至30

万元人民币不等的罚款。	��

;3�V¢)qY

鉴于2010年7月的化学物质泄漏事故，紫金矿业还

受到了福建省政府有关部门的处罚。2010年10月，

福建省环境保护厅及当地法院对紫金矿业处以共计

3000万人民币（约合450万美元）的行政罚款及罚

金。同年12月，据中国财经新闻网援引上海证交所的

消息，福建省政府对紫金矿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共处

以11.43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罚款的总额不到该公

司2010年净利润的1%。

上杭县政府要求紫金山金铜矿必须将污染物排放控制

在确保当地生态安全的水平，这也意味着紫金山金铜

矿必须压缩1吨的黄金产量。	
�与此同时，《中国日

报》援引分析者的话指出压缩产量可能会给紫金矿业

造成2亿元人民币的损失（该公司前一年的净利润为

35亿元人民币）。	��此外，紫金矿业还需要承担污染

清除，修复或重建受损生产设施的费用。最后，7月

3日的这场事故令紫金矿业丢掉了“高科技企业”的

头衔，这意味着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从15%提高到

了25%。	��

根据紫金矿业2011年的年度报告，公司董事长宣称紫

金矿业已经从2010年的环境污染事故中吸取了深刻

的教训。公司已经改进了环境保护与安全生产设施系

统；针对环境保护与安全生产观念的淡薄，公司已经

采取了相应的整改措施；另外，公司还在各部门、各

子公司中推行了标准化管理。2011年，紫金山金铜矿

的修复和重建工程完工，并已顺利地通过了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验收。	�

�Å��#"�SD�� ������ ¼ÈÂ�

Â�2�

Rio Blanco项目占地约6472公顷，位于秘鲁北部与厄

瓜多尔交界处。该铜矿以生产铜和钼为主。其探明储

量约为12.57亿吨，并且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尚未

被开发的铜矿。紫金矿业预计如果将Rio Blanco开发

成露天矿，其采矿许可权市值可以达到14亿美元。
	��据一份详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显示，在工程初期的

五年，Rio Blanco铜矿的年产量可达19.1万吨。
��按

2013年1月的市值计算，这些铜的产值每年将超过10

亿美元。该报告同时指出Rio Blanco铜矿可供开采至

少20年。2007年，紫金矿业计划从中国的银行贷款

或股权融资为铜矿的建设募集资金。
��2010年7月，

紫金矿业向中国《证券市场周刊》宣布，为了更好地

秘鲁地图，红色部分为Piura地区
(地图来源维基百科)

中國礦業投資：國內和海外的發展、影響與監管
案例一 紫金矿业集团 中国紫金山金铜矿和秘鲁Rio Blanco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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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当地的矿产资源，公司仍需要向该铜矿追加一定

数额的投资，但并没有透露具体的数字。
��到目前为

止，这笔追加投资的出处和额度仍是未解之谜。接下

来，本文将介绍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Â�§v

Rio Blanco铜矿发现于1994年，之后，来自于澳大

利亚、英国、美国和秘鲁的众多矿业公司相继参

与开发。
��该铜矿的开发方是一家英资企业——

Monterrico Metals公司。2007年，紫金矿业联合另

外两家中国矿企收购了该公司90%的股份，而后又

将10%的股权出售给一家韩国公司，现在紫金财团共

持有Monterrico Metals公司80%的股权。紫金财团的

全称为厦门紫金铜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成

员包括厦门建设发展集团公司、安徽铜陵有色金属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和紫金国际矿业有限公司（紫金的全

资子公司）。紫金矿业持有Rio Blanco铜矿45%的股

份，是该铜矿的第一大股东。
	�

Rio Blanco铜矿于2003年由Monterrico Metals公司负

责开采。根据秘鲁法律，从事矿山开发需征得当地居

民社区的许可，这是矿山开发商必须履行的义务。但

Monterrico Metals公司并没有履行该义务，所以不可

避免地产生了与当地居民的矛盾。当2007年紫金矿

业收购Rio Blanco铜矿的股份时，Monterrico Metals

公司暂停了矿山开采并开始评估矿山生产阶段的环境

与社会影响。同时，当地社区居民与铜矿之间的紧张

关系演变为激烈的暴力冲突。当地社区居民认为Rio

Blanco铜矿的生产是非法的，因此铜矿的开发将长期

面临当地社区的反对。

当紫金财团在2007年入主Rio Blanco铜矿后，公司发

言人宣称，公司在对Rio Blanco的可行性报告进行研

究以及解决环境问题后，Rio Blanco铜矿将于2011年

开始进行生产。

�但是自2009年开始铜矿的生产建

设因当地社区居民的持续抗议而不得不被搁置。紫金

财团继承了该项目早期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但对Rio

Blanco铜矿控股之后就不得不接受一些批评。

2012年7月，公司已经为继续建设Rio Blanco铜矿项

目做好了准备。这时，铜矿附近居民社区的一个领

导者告诉一家秘鲁NGO，称他们收到了一封来自Rio

Blanco铜矿的信件，信中提到Rio Blanco铜矿准备针

对生产阶段的环境影响重新开展一次环评。
��尽管如

此，社区居民仍然反对铜矿的建设，这不禁让人产生

疑虑，RioBlanco铜矿的建设工作是否可以继续推进？

\�Å�R���fM

矿业是秘鲁最为重要的经济产业，秘鲁国内生产总值

的8%
��和2011年税收的50%
�均来自矿业。政府将

一半的矿业税收分配给以矿业为主导产业的地区。但

是，滥用公共资金存在巨大的风险。根据秘鲁民间组

织——Ciudadanos al Dia在201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

示，国家分配给地区或地方政府的资金中只有59%

能够真正起到效用。
��只有当Rio Blanco铜矿开工生

产并开始销售铜之后，才能够为国家、地区和地方财

政作出贡献。尽管附近居民可能会因铜矿的开工而获

益，例如增加就业，但是在铜矿产生收益前的最长15

年，附近居民将提前承受矿山开发带来的不利影响，

并得不到任何的补偿。����

Rio Blanco铜矿所在的Huancabamba 和Ayabaca两

个省是秘鲁最为贫穷的地区。���Rio Blanco铜矿的开

发可以通过创造就业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当

地的经济的繁荣。例如根据Rio Blanco铜矿的可行性

研究报告，为了配合铜矿的生产和经营，当地需建

设配套的公路、电力传输系统以及位于太平洋沿岸

的海港。��开发铜矿将会增加就业，但是矿产开发商

没有公开表示会雇佣本地居民。另外，一些专家发

现一些外地人可能会与本地人发生冲突、甚至演变

出一些态度傲慢的精英阶层，这些都将给当地带来

弊大于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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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o Blanco铜矿位于Huancabamba群山中的森林地

区，该地区是一个脆弱的生态走廊，很多濒危野生物

种的栖息地，如貘和熊。此外，该地区还是众多主要

河流的发源地，这些河流流向太平洋或汇聚至亚马孙

河。当地居民们担心开采铜矿附带的化学品会污染河

流和农田。

Monterrico Metals公司早期设计的方案是要建设一个干

燥的储存池用来存放铜矿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尾矿渣。公

司宣称此方案在环保方面优于将尾矿渣存储在水中的

方案，并且此方案有利于节约水资源，可能产生污染

影响的区域也相对较小。2006年，Monterrico Metals公

司邀请一个英国NGO——秘鲁支持小组（Peru Support

Group）对RioBlanco铜矿进行了考察。他们发现当地居

民可能高估了铜矿生产可能影响的区域范围，但是却忽

视了铜矿对河流下游产生的危害。�	�秘鲁支持小组的专

家警告铜矿生产可能产生的最大环境危险是尾矿堆中的

酸性物质会随雨水进入到周围土壤和地下水中。根据专

家的报告，一般情况下，酸性尾矿渣的泄漏是可以被限

定在固定范围之内的，但是如果有暴雨降临，将极大地

增加污染的可能性。在Piura北部地区，年降雨量超过

180厘米，并且大多集中在11月份。秘鲁支持小组的专

家写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酸性矿山废水将成

为一个持续百年的“礼物”。�
�

Monterrico Metals公司制定的环境评估研究报告于2003

年通过了秘鲁政府的审批。而紫金财团收购Rio Blanco

铜矿的股份之后仍有义务遵守环评报告。但是在2008

年2月，由于铜矿开发商未遵守上述环评报告的相关要

求，秘鲁政府对开发商处以了10万元美金的罚款。秘

鲁政府详细列举了铜矿开发商的违法行为：���

进行了129项钻井作业活动，超过了环境影响

报告规定的上限60项；

未根据秘鲁能源与矿产资源部的要求进行环

境评估，擅自修改开采作业；

在勘探过程中超量排放液体冶金废水；

非法处置废弃物；

未采取足够减缓环境影响的措施，包括对侵

蚀性物质的控制措施和对附近废弃道路的关

闭措施。

\eS1���fM

当地居民依靠畜牧业以及出口有机咖啡、芒果、鳄

梨和香蕉等农作物维持生计。很多农民同时依靠种

植玉米和其它农作物自给自足或进行贸易。秘鲁农

业部正在帮助该地区的农民扩大农田面积并增加农

作物产量。2005年，该地区的有机香蕉产量增加了

40%。��一旦Rio Blanco铜矿投入建设，越来越多的

Piura地区将变为矿山，届时整个地区将面临从农业

到矿业的转型。

ZR.¬�QS{@

在紫金矿业介入Rio Blanco项目事务之前，开发商与

当地居民之间的争议就已经存在，尤其是关于土地表

层所有权的争议。根据秘鲁的法律，农村社区拥有其

居住的地表土地所有权，而国家则享有对地下自然资

源的开发利用权。关于如何使用社区土地的决议，需

要在全体社区居民大会上获得2/3多数票才可以通过。

因此对于矿业公司来说，这意味着必须首先在全体社

区居民大会上获得2/3多数人的支持，否则就没有在该

地区从事勘探活动的权利。��Monterrico Metals公司

声称，在其勘探土地之前就已经获得了当地社区几位

领导人的许可。但这一说法得到了社区居民的否认，

理由是社区领导人没有权利代表社区居民做出决定。

此外，在2007年当地几个社区举行了一次关于是否同

意在其社区土地上开发矿产资源的公民投票时，超过

90%的居民投了反对票。���

为了证明开发行为的合法性，Monterrico Metals公司

在2007年1月发表声明，称其在从该铜矿的前任开发

中國礦業投資：國內和海外的發展、影響與監管
案例一 紫金矿业集团 中国紫金山金铜矿和秘鲁Rio Blanco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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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Minera Coripacha公司购买Rio Blanco铜矿的资

产时，就已经继受取得了必要的开发利用社区土地的

合法权利。根据一份公开的声明，“在1997年10月，

全体社区居民大会以全票通过了准许矿产资源开发

的决定”。Monterrico Metals公司的说法得到了秘鲁

能源与矿产资源部的支持，该部认为在2002年虽然

Monterrico Metals公司没有获得足够数量社区居民的赞

成票，但当买卖双方从Rio Blanco铜矿的开采权交易完

成时，对社区土地的开发利用权就随之发生了转移。���

然而秘鲁代表监察员办公室——负责监督政府行为以

确保政府执法合法性的独立机构——却对此持否定看

法。监察员办公室认为1997年协议的有效性只局限

于签订协议双方，不能拓展到后续的英国和中国开发

商。���据此，当地社区坚持认为Monterrico Metals公

司和中国公司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不具有在社区

土地上从事矿产资源的开发权。

在这起纠纷中，Rio Blanco铜矿的开发商与当地社区

组织对秘鲁有关土地权利的法律持有不同的解释和观

点，而争议双方又都获得了来自不同的秘鲁政府部门

的支持，这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缺乏统一的监管

体系和有效的冲突解决方案之下，双方的争议不时升

级为暴力冲突。

wB<�

自2004年起，Rio Blanco铜矿发生了多起暴力事件，

5名社区领导人和3名公司职员被杀。这些案件大部

分发生在紫金矿业正式介入Rio Blanco铜矿之前。例

如2005年8月，28名在铜矿前抗议示威的居民被Rio

Blanco铜矿的保安人员扣留并拷打，并造成1名居民

死亡。���根据秘鲁国家人权协调员和秘鲁人权组织

FEDEPAZ的资料，事件牵涉了铜矿的保安人员、承

包商的私人保安以及秘鲁警察。���绑架与酷刑违反了

秘鲁的国内法，同时也违反了《联合国人权宣言》

与《联合国反酷刑公约》，而秘鲁是这两项国际公

约的缔约国并且批准了这两项公约。2009年初，这

起案件的受害者向英国高等法院提起了对Monterrico

Metals公司诉讼。最后通过庭外和解的方式解决，

Monterrico Metals公司承诺向原告支付总计约4576万

元人民币的赔偿金。由于紫金财团持有该公司80%的

股份，这意味着紫金财团因此赔偿案件损失了3440

万元人民币。�	�

尽管紫金未被卷入发生在2004年的几起纷争之中，

但自从紫金财团控股后，一系列问题如瘟疫一般不断

困扰着Rio Blanco铜矿，暴力案件持续升级。2009年

11月，不明袭击者在铜矿的施工场地杀死了3名公司

秘鲁皮乌拉地区Huancabamba市，2013年7月
（© Adina Matisoff）

Rio Blanco矿业开产基地
（© 紫金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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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同年12月，在警察试图逮捕嫌疑犯时，与当地

人发生了冲突，导致2人死亡、8人受伤。�
�

¶y·_

在秘鲁，Rio Blanco铜矿的争议并不是一个特例。近

些年来，南美国家的招商引资政策吸引了一大批国外

矿业投资者。但是正如一些研究所示，秘鲁政府缺

乏资源和管理能力去化解矿业发展给当地带来的不

良影响。同时，随着矿业投资的增多，冲突也不断

增加。���2011年9月，秘鲁矿产、石油与能源协会预

测，由于全国范围内持续不断的反矿业游行、示威，

到2013年秘鲁矿产采掘业的国外投资比例将会下降

33%。���

2009年以来，Rio Blanco铜矿的建设被搁置，当地社

区居民与Monterrico Metals公司之间冲突平息。在冲

突达到高潮后，紫金财团聘请了一家国际社会责任

咨询公司制定战略以化解与当地居民的冲突。2010

年，咨询公司的专家认为，除非能够重启对话机制，

在社区中建立信任，解决核心的环境、社会问题，否

则Rio Blanco铜矿的建设将很难继续推进。��

2011年3月，秘鲁的两家民间组织——CooperAccion

和FEDEPAZ联合美国的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US）、比利时的 CATAPA 共同向香港联合交

易所提出申请信息公开，以确认紫金矿业已经公开了

有关Rio Blanco铜矿化学物质危险性的所有信息。���国

际媒体报道了大量关于紫金财团在秘鲁与当地社区存

在争议的报道，其中也包括香港的《南华早报》。��

�U)�7©,�K�

为了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黄金、铜和其他金属制造商之

一，紫金矿业在在中国和海外进行了快速的扩张。通过

投资获得利润，紫金矿业为增加国家税收、促进社会发

展，创造就业机会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公司还面临

未有效解决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挑战重重。在紫金矿业

的发展历程中，既存在环境污染事故和违反环境法律法

规及信息公开规定的行为，也有由于未与当地社区进行

良好沟通而带来的惨痛后果。这些问题带来了负面的环

境和社会效应，包括公司股东、社区居民及政府官员之

间蔓延的不信任危机，以及大规模的环境污染、生存环

境恶化和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的暴力冲突。

紫金矿业已经采取措施弥补自身在处理环境保护和公

司治理方面存在的不足。如上文所述，紫金矿业的董

事长表示，“公司已经在2010年环境污染事故的痛

苦经历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为了应对紫金山金

铜矿的污染事故和其他事故，紫金矿业改善了环境保

护与安全生产的基础设施，缴纳了政府的罚款并且着

手处理因矿业开采损害当地人生活的赔偿案件。��

但是由于紫金矿业在遵守政府有关环境及信息公开的

规章制度方面有着不光彩的过去，因此大家始终对其

在环境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工作存在疑虑。值得注意的

是，在7月3日化学泄漏事故发生的一年前，福建省

环保部门对其非法处置废弃尾矿渣提出警告，但公司

忽略了此警告。��在2009年12月紫金矿业发布的报

告中显示，针对中国证监会福建省监管局提出的其在

上市公司信息公开及其他公司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

公司已经采取了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但是，在此报

告发布六个月后，紫金矿业就试图掩盖有关紫金山金

铜矿化学物质泄漏事故的信息。这些事件都充分说明

了，在未发生事故或未出现丑闻的情况下，紫金矿业

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也没有完全尊守相关法律与规

章制度以保护环境和社会。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紫金矿业有义务向股东和投资

者发布有关公司的各种非金融风险信息。
�但是公司

延迟公开有关紫金山金铜矿污染事故的信息，也未

公开紫金财团在秘鲁Rio Blanco铜矿开发中陷入与当

地人的冲突的信息。此类事件不仅至关重要而且不

断地对公司的运营进行挑战。对于投资者而言，如

中國礦業投資：國內和海外的發展、影響與監管
案例一 紫金矿业集团 中国紫金山金铜矿和秘鲁Rio Blanco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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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及时、有效地了解到这些信息，将很难准确评

估投资风险。

�Wm´�Ä¿

自2005年起，紫金矿业开始寻求海外投资，并将全球

扩张作为公司发展的核心策略。但是，在海外投资的

过程中，紫金矿业低估了一些项目的环境、社会和政

治风险，而且公司缺乏内部措施和机制以减缓风险。

在海外，为了确保获得充足的矿产资源，紫金矿业会

对一些存在风险的工程项目进行投资，但事实说明紫

金矿业在投资决策时未对项目可能存在的环境和社会

风险进行充分的调查和评估。紫金矿业国际事务部的

负责人在接受中国财新网的采访时表示：“在欠发达

国家，紫金矿业用低价换取了丰富的矿产资源，但这

一行为本身也具有高风险性。”��然而，在过去紫金

矿业并未意识到海外投资的风险竟如此之大。例如，

2009年紫金矿业的监事会曾经发现，公司对一些海

外投资项目的价值做出了过高的估计，未考虑到“海

外投资项目经常会引发当地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此外

还需要承担来自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

风险。”��在秘鲁Rio Blanco铜矿项目中，紫金矿业

与当地社区之间的冲突强调了海外投资项目具有较高

的非金融性风险。

针对紫金矿业的海外扩张，采取各种措施规避非金融

风险刻不容缓，这也是紫金矿业面临的一项巨大挑

战。对此，紫金矿业的监事会曾提出公司需要制定和

实施一些内部措施与机制来化解各种非金融风险，公

司的高管应当谨慎地进行投资决策，采取风险规避措

施，为将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然而，紫金矿

业在改善与Rio Blanco铜矿周边社区居民关系的问题

上却始终进展缓慢。根据紫金社会责任顾问分析，关

键步骤是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例如土地权纠纷。在

当地社区，土地所有权的争议激发了周边民众对公司

投资铜矿项目非法性的猜忌、怨恨和怀疑。未来，紫

金矿业如果继续忽视解决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争议问题

并引发冲突，将会造成更多投资项目的高风险。

h )g¤

紫金矿业因违反环境法律和证券交易规则并且缺乏应

对非金融风险的内部措施而受到各种不利影响。从本

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些不利影响包括：因环境违

法行为而受到的主管机关的罚款、清理污染的费用支

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金、工程延迟和社会名誉损

失。在国际上，紫金矿业在海外投资领域面临很高的

环境和社会风险，例如Rio Blanco铜矿使公司的尽职

调查实践受到质疑。

从另一个角度看，紫金矿业的教训也成为促使政府在

企业环境问题监管方面加快改革和促进公众参与的催

化剂。2010年9月，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了《上市公

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对上市公司

的环境保护义务和环境信息公开义务做出了更加明

确、具体的规定。��此外，中国的新闻媒体和民间社

会也经常以紫金矿业为例说明，企业所造成的环境污

染应当受到重视，对违反环境法律的企业应当施以

更加严厉的处罚。���对于紫金矿业来说，想要准确定

位，实现良好的投资，遵守环境法律法规和有关信

息公开的证券交易规则，完善资产并购前期的尽职调

查，更加重视项目产生的影响是必不可少的。

紫金山金铜矿区
（© 紫金网站）
紫金山金铜矿区
（© 紫金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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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作为一家国有矿企，五矿集团轰轰烈烈地

开展了海外投资项目。2009年，集团收购了澳大利

亚的OZ 矿业公司的大部分资产，其中包括本案例的

研究对象——老挝的Sepon铜金矿项目。Sepon铜金

矿在老挝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且发

展形成了较高的环境和社会标准。本案例将首先简

要介绍老挝矿业投资的现状，其次对中国在老挝投

资的概况进行梳理，最后，将考察五矿资源有限公

司（MMG）和Sepon铜金矿以及母公司——中国五

矿集团的背景。

本案例的研究成果基于文案梳理和在老挝的实地

考察，创绿研究院拜访了一些国际和老挝本土的非

政府组织，MMG公司的雇员或之前的顾问、员工以

及就职于老挝开发部门的国际顾问。��需要说明的

是，创绿研究院不能到项目的施工地点去调查，也

不能从项目收益者和被矿业影响的民众手中取得一

手资料。��本案例不应该被视为对五矿和其项目的支

持，而应该解读成中国向国际矿业公司汲取经验，并

后续采纳其系统管理和保障措施的例子。

£p�¸È*

老挝是一个贫困但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拥有

包括木材、农产品、水资源以及金、铜、锌、锡和

铅等矿业资源。然而其基础设施建设不够为资源开

发提供有力支持。国有自然资源被视为的增加国民

创绿研究院

案例二 五礦資源有限公司（MMG）
老撾Sepon銅金礦

Sepon矿区位置
（地图取自五矿集团2011年年报）

收入和消除贫困的引擎，政府将水电、矿业、旅游

业、林业与农产品加工业作为投资和发展的重点领

域。��老挝政府支持境外直接投资以减少对国际援助

的依赖。

2011年，国际采矿与金属协会（ICMM）在报告中指

出，2003年以来，矿业在境外直接投资中占80%，

占政府收入的12%和国民收入的10%。	�除了中国之

外，澳大利亚、越南、泰国和其他国家也参与投资老

挝矿业
�。目前，老挝境内共发现超过570处矿藏，

并且对矿业的投资很可能将继续增长。��老挝的采矿

项目规模不一，包括小规模的手工开采，中小规模

的商业开采，还有两处大型采矿点，Sepon铜金矿

和Phu Kham铜金矿（属澳大利亚PanAust公司）。

中國礦業投資：國內和海外的發展、影響與監管
案例二 五矿资源有限公司（MMG）老挝Sepon铜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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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Sepon和Phu Kham铜金矿的产值大于全国

矿业总产值的90%。��

一些报告指出，中小型采矿项目设备老化，疏于管

理，而且负责这些项目的公司经常因缺乏环境责任受

到指责。�根据ICMM的报告，政府很难对这类公司

进行监管，“因为他们拥有巨大的资源，并且可以轻

而易举的获得矿藏”。此外，他们缺乏处理有毒化

学排放物的专业方法，并且很少交税或者根本不交

税。��此观点也体现在创绿研究院在老挝的调查访问

之中。一些中小型采矿企业，特别是来自中国和越南

的企业，被认为缺乏环境标准和与当地社区的沟通。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成为老挝的重要投资方。2013年

1月，中国驻老挝大使宣布，中国在老挝的投资额同

比增长了40亿美元，成为老挝三大投资国之一。���据

老挝地质与矿业部介绍，在2010年3月，全国各类采

矿项目一共有269个，在186个外国投资的项目中，

其中 102个项目属于59家中国公司。���老挝也请中国

政府帮助勘探矿山资源。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作

为这份援助的交换条件，老挝在批准采矿申请时给

予中国大陆公司以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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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矿集团是国内最大金属交

易商和最大矿业公司之一。中国

五矿成立于1950年，目前已发展

成为一家信誉良好的公司，根据

官方网站所示，公司通过富有成效的国内外重组并

购和业务整合，已从过去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传统

国有企业转变为自主经营、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

化企业。���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和金属需求的动荡之

后，公司2010年的收益仍同比增长123%，2011年收

益同比增长98%，创下了20.3亿美元新高。�	�由于全

球商品价格的下跌和经济放缓，五矿2012年收益降

至13亿美元。�
�尽管收益有所下降，但是五矿仍然在

全球采矿业担当重要角色，并在2013年全球500强企

业排行榜中位列192名。���作为一家国有企业，国资

委代表国家作为投资方，公司设立了董事会和监事

会来管理和监督公司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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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的官网显示，五矿是中国最大的钢材交易

商，主要的焦煤、煤矿和铁合金出口商以及最大的

铁矿石进口商。��五矿参与各种有色金属的开采和冶

炼，包括铜、铝、钨、锡和稀土，也是中国最大的铜

进口商。���

五矿的项目遍布全球，根据官网所述，集团公司在英

国、德国、意大利、瑞典、俄罗斯、香港、日本、韩

国、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巴西、南非等

1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4家海外企业。���在五矿的海

外项目中，有位于印度的钢铁联合企业，���以及联合

开发智利铜矿、牙买加铝土矿和秘鲁金铜矿的合资企

业。���2012年3月，五矿旗下子公司MMG以12.8亿美

元收购了加拿大的Anvil矿业公司，并接管了Anvil公

司在刚果（金）的铜矿。���五矿公开发表声明，公司

将接下来几年要继续增强海外投资。2011年，五矿的

执行董事提出，“我们计划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将黑

色金属资产扩大十倍，其中海外矿业资产要为此贡献

50%”。�	�MMG是海外矿产的重要抓手，2014年4

月，子公司带领一家中国企业以超过60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了Glencore Xstrata公司位于秘鲁的Las Bambas

Rǃȕļ�ȳ±ɷZĊǌŧȭƔɄƷûɰƪ�ȰɀZÌǌʣƺƼ�ɜ±ɷ�ȰɀS

ȌŁĄǸʦx����

五矿公司的经营理念
（© 五矿集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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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矿。�
�从海外的投资、资产和盈利来看，五矿一直

都在中国海外投资企业中名列前茅。上表呈现了五

矿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海外证券，资产和盈利的排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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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公开发布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并尽职尽

责做好联合国全球契约的一份子。联合国全球契约

根据自愿自主原则，成员企业承诺遵守十大准则包

括人权、劳务、环境和反腐败等。五矿加入了于

2011年设立的全球契约领跑者的项目，该项目旨在

让高度参与联合国全球契约的企业做到更好，进行

更多尝试和创新，并且分享经验。���2010年，五矿

总裁在全球契约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讲，“实现可

持续发展，既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需要，更是自

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五矿自2008年以来，每

年都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报告以全球报告倡议组

织（GRI）的采矿业条款为框架，从各个方面讨论了

公司的发展，包括矿业安全、环境保护、员工和客

户关系和社区发展等。在2010年的报告中，五矿总

裁表示，五矿听取各利益相关者关于企业管理的建

五矿集团在中国顶级公司海外投资的排名

年份 海外证券 海外资产 海外盈利

2006 20th 23rd 13th 

2007 20th 25th 12th 

2008 14th 26th 10th 

2009 14th 18th 11th 

2010 12th 17th 12th 

2011 - - -

2012 12th 17th 17th 

议，并寻求和谐与双赢⋯⋯坚持在全球范围内负责

任的经营企业，携手创造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五

矿承诺在中国、澳洲、老挝、秘鲁、智利等国家，

为福利事业和保护文化遗产出一份力，并且营造和

谐的社区关系。���五矿官网上显示，2006到2010

年，公司上交税收总额为233亿人民币，其中将1亿

捐赠给教育、灾区重建和扶贫等公共福利事业。���

0È´�x¾: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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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集团宣布以13.9亿美元收

购澳大利亚OZ矿业公司，成立

全资子公司五矿资源有限公司

（MMG）。���MMG公司的总部

位于澳大利亚，并于2010年在香港证交所上市。���

2013年6月，中国五矿集团持有MMG的74%股份，

其余26%为流通股股东包括全球资源和投资基金。���

公司由9个董事会成员管理，负责规划公司的总体策

略和政策。董事会代表首席执行官和执委会负责日常

管理和经营。�	�除此之外，公司还设立了众多委员会

中國礦業投資：國內和海外的發展、影響與監管
案例二 五矿资源有限公司（MMG）老挝Sepon铜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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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确保MMG的经营活动始终处于高标准。这些委员

会包括审计委员会，安全、健康、环境和社区委员

会，以及监管委员会。�
�

目前，MMG的资产包括澳大利亚的Century矿、

Golden Grove矿和Rosebery矿，老挝的Sepon铜

矿，以及刚果(金)的Kinsevere铜矿。公司是全球最

大的锌生产商之一，同时也生产铜、铅、金和银。��

2009年，中国五矿的总裁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说，

全球经济放缓导致很多国际公司股价下跌，这就为中

国企业提供了低价收购的良机。���这很好的说明了对

OZ公司的收购，在此之前，OZ公司据报道有严重的

资金问题，并且负债累累。��他还表示，MMG将会

为五矿提供国际投资的平台，使五矿可以进行更多的

海外收购与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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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G重视展现良好的企业形象，包括在公司经营范

围内的对环境和社区的承诺。据公司2011年度报告显

示，对人、环境和利益相关方的关怀，在我们的企业

管理里面是最重要的。	��公司认为在关键领域推广负

责任的文化和树立典范可以帮助企业在全球矿产工业

成为领军者。	��

除了一些关于健康与安全、环境和社区沟通的内部

政策和管理系统之外，公司承诺要在可持续发展方

面遵循国际上最佳范例。其中一个做法就是加入

ICMM(国际采矿及金属协会)。MMG采用ICMM可持

续发展框架的准则作为企业经营的基准。	��框架包含

了十条关于企业政策的准则，包括商业道德准则、

人权、可持续发展、健康与安全和环境绩效等。公

司计划在2014年达成框架的准则。	��

MMG还是《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ITI)的支持

者，并通过作为ICMM的一员为计划提供资金支持。

公司也积极参与刚果（金）“采矿透明计划”的选

举以及开展澳大利亚EITI的试点工作。		�

£p��! �¼¹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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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Sepon矿山成为了老挝第一个重要的私营

矿山。	
�90年代，矿业巨头力拓矿业集团在Sepon

进行勘探，并获得了开发该项目的权利。在2000

年初，该项目被澳大利亚Oxiana矿业公司收购。

2008年，Oxiana跟澳洲公司Zinifex合并，成立新

公司命名为OZ矿业公司。公司在合并后不就陷入

了财政危机，OZ矿业的大部分资产于2009年被五

矿收购。	��

Sepon矿山是一个露天矿，位于Savannakhet省的

Vilabouly地区。矿区由一家当地注册的子公司——

Lane Xang矿业有限公司（五矿LXML）经营管理。

五矿LXML公司90%的股份属于MMG， 10%的股份

由老挝政府持有。	��最初，同时开采金矿和铜矿。

金矿生产始于2002年，并于2013年停止开采。根据

MMG官网所述，Sepon矿山自商业开采至今，金矿

总产值达到一百万盎司。黄金从矿山被运往澳大利

亚提炼成金条。近年来由于储量降低和国际金价影

响，在2013年年末，公司宣布将停止开采金矿，转

而开采铜矿。	�铜矿开采始于2005年，项目于2011

年完成了升级改造，铜的年产量从年产6.5万吨增至

年产8万吨。	��铜矿被开采出来之后通过硫酸法碾

碎，然后余下的铜矿在经过酸浸。
��Sepon的铜矿

质量很高，被伦敦金属交易誉为A级铜矿，并销往东

南亚市场。
��目前预计铜矿储备将在2020年面临枯

竭，公司正努力在周边区域进行勘探，希望可以延

长该矿区的寿命。
��2013年，Sepon铜金矿的收益

达到7.462亿美元（比2012年下降了7%），税前利

润达到3.965亿美元（比2012年下降了19%）。尽管

铜矿开采达到了9万吨的新高，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

格的持续低迷，矿业利润有所下降。
��

RȉŲȚȫZȉŲzŁZØíƩŋ±ɷPȉŲƶʨǨƩȋ³Ɣą�ŝɝ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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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Sepon铜金矿在2002年开始产矿以来，它成为了

老挝政府主要的资金来源，并为Vilabouly地区的就业

和基础建设注入积极的因素。

直接经济贡献

Sepon铜金矿是老挝重要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收

益、工资、燃油税和金矿铜矿生产的特许权费用。

2010年，据一家澳大利亚矿业咨询公司的经济分

析显示，Sepon矿山为老挝GDP的直接贡献率为

5.67%，间接贡献率达2.56%。分析还指出，大约

有25%的矿区收益以税收或特许权费的形式上交政

府。
	�在2013年四月，报道称Sepon铜金矿2012年

共上交了1.2亿美元的税。另外，由于老挝政府拥有

矿区10%的股权，因此获得2850万美元的分红。

�

从商业开采到2013年9月，政府从矿区获得的直接

受益达到了大约10亿美元。
��根据ICMM2011年的报

告，矿业占老挝出口总量的45%。
��来自国际经济

中心的分析显示，2010年Sepon矿山的出口量占老

挝总出口量的三分之一
�。

2011年，矿区共有约2800雇员，超过90%的为老挝

籍，近一半的老挝员工是Vilabouly本地人。
��除了

五矿LXML公司直接聘用的员工外，承包商的员工还

有2654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当地服务业的需

求，都带动了下游产业的就业。

根据五矿LXML公司的2011年调查报告显示，在2001

到2009年，离矿区最近村庄的收入迅猛增长。2001

年，当地的Phu Tai族居民年平均收入为80美金，而

湄公河地区和三角洲族群的平均收入只有33美金。

这两个数据已经分别上升至480和300美金。而在

离矿区更远一些的地区，平均年收入在2009年只有

250美金。���ICMM2011年的研究表明，自从矿区开

始商业开采以来，地区收入增长了7倍。���这类显示

平均数据的报告不能体现本地居民分配收益是否均

等，但由五矿LXML公司发起的调查显示，从2001到

2009年，矿区周围的各村庄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有

所下降。���

间接助力发展

该项目通过改善当地道路、电信设施和电力设配，完

善了当地基础设施。�	�这些改善大多是为了项目而服

务，而当地居民也可以从基础设施的提升中受益。

并且MMG公司计划将矿区收益投入Vilabouly地区和

Savannakhet省用以帮助地区发展。

老挝是世界上人均遭受轰炸最多的国家，在越战期

间，超过两百万吨炸弹倾斜在这个国家。共有30%

的炸弹没有爆炸，并且超过25%的老挝村庄依然面

临未爆炸弹的威胁。�
�Sepon深受未爆炸弹的困扰，

公司雇佣本地的排爆团队清除开发区域的未爆炸

弹。2011年，排爆团队共有400名员工，每年可以清

特许开产矿区地图，取自老挝地质矿产部网站。
Sepon矿区标记数字“4”

中國礦業投資：國內和海外的發展、影響與監管
案例二 五矿资源有限公司（MMG）老挝Sepon铜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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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500公顷的土地。同年，公司宣布已销毁2952枚炸

弹，已清除炸弹总数自90年代以来达到8万枚。���同

样，清除炸弹的工作是为了项目发展的需要，当地

居民也间接受益。

�R�Ä¿ÊojLfM

大规模的投入自然资源的开采会带来潜在的经济、环

境和社会风险。这种影响在法律和政府薄弱的发展中

国家更为明显。很多受访者表达了相同的顾虑，老挝

政府政策不透明，而且历史上就跟开采项目地区缺乏

有效交流。

本地政府削减开销

老挝中央政府经常会要求收到大量矿产和水电投资

的省市削减每年的财政开支。ICMM的2011年报告证

实这一点，并称与这些地区在一个省份但相距比较

远的地方也深受该政策的影响。该政策对远离矿区

的相同省份区域的影响会成倍增加，因为这些区域

没有在就业、基础设施和社区发展资金方面受益于

矿业公司，然而，他们却和矿区一样，收到更少的

中央政府拨款���。

市场风险和发展瓶颈：

特别是在最近几年经济危机的冲击之下，矿产市场

并不稳定。起初Sepon矿对于OZ公司来说是可以获

利的，公司官网把该项目誉为Oxiana公司的“缔造

者”。��然而在本世纪初，铜价崩溃，公司陷入了严

重的债务危机。生产停滞，利润下跌，严峻的经济形

势导致公司最终被五矿收购。

如上文所述，Sepon矿山为老挝和当地政府贡献了

大量的资金，同时矿区的产品是国家主要的出口商

品。矿石价格和矿业生产的波动，会对老挝的经济

带来严重和深远的影响。ICMM对此表示关切，如果

商品价格再次下跌（如2008年一样），对矿业收入

的过分依赖，会导致因矿业收入枯竭而造成的严重

宏观经济震荡。���

在矿业发展的之前，该地区极度贫困，收入的增加和

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但是，由于

收入过于依赖矿业生产，造成后矿山时代Vilabouly的

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的严峻挑战，同时也凸显了矿区

关闭后当地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

对当地社区的影响：

2013年，采矿和勘探作业影响着矿区周边27个村

落，共计1.3万名居民。其中13个村落，7000名居民

受到公司称为“直接的影响”。���起初只有六个村落

直接被影响，但在2010年后，铜矿矿区范围的扩大

影响了更多的村庄。���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首选的矿区工作人员是因矿区开

采而失去土地的人，其次是受采矿影响和Vilabouly本

地区的人们。���主体员工的招募基本在矿区商业化之

后进行，但是项目未来的发展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明显

减弱。总体而言，现代矿业是资本集约型而不是劳动

力集约型产业，虽然Sepon矿和Phu Kam矿为国家

GDP的贡献很大，并且矿区产品的出口量也占全国

总量绝大部分，但是两个项目在2011年只解决了全国

1%的就业。�	�2011年公司发布报告称，未来靠近矿

区的地区将会“对我们越发刁难，因为矿区可以给

这些地区带来的最大利益也不过如此”。�
�ICMM在

2011年度报告指出，随着矿区的发展，土地将不能正

常使用，但是矿区不能提供相应数量的工作。在补偿

金已经到位的情况下，工作岗位在这些贫困地区更显

珍贵。���

矿区居民分属不同的民族，包括说老挝语的Phou Tai

族，还有说Mon Khmer语的Mahkrong和Tri族。���矿

业还吸引了大量移民，老挝语系的移民进入以前讲

Mon Khmer语的村落。在2001到2009年之间，最初

受矿区影响的地区的人口从1083增长到2245，约两

倍之多，Vilabouly地区的人口已经增长了四倍。移民

���ƂZ,9DCBǲĤŁȠʂ¼ĞžǘĤ
�Ɍű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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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事实上根本无法阻止那些想来矿区寻找就业的

人潮。��非老挝族的居民一般经济拮据，他们的生

活区绝大部分为老挝的贫困区。根据移民部国际工

作组的报告，非老挝民族面临着各类生存挑战，并

且他们的土地和资源面临政府发展规划和商业自然

资源开发的双重压力。���据一份报告，在2009年，

对工作选择过少而不满的村民堵塞了通往矿区的道

路，切断矿区的物资供应。��该消息的真实性无法

证实，一位公司代表在接受采访时称根本不知道这

件事。然而，在矿区向Mon Khmer族地区扩张的同

时，为了防止跟受影响的群众发生矛盾，公司应该

采取更多相应措施。��

对土地的影响：

Sepon矿区特许经营的土地面积为1247平方公里，现

在矿区和勘探区域加起来才将近360平方公里。��采

矿导致了大面积的土地兼并，这使得两个村庄在项目

首次被批准后整体搬迁（在MMG参与之前）。随着

项目的发展，也没有再次搬迁的需要，项目所需的土

地也被公司买下。该项目对本地居民获取非木材类林

业产品造成损失。��但MMG对于土地问题也采取了

解决方案，在后文将详细讨论。

环境影响：

如上文所述，Sepon矿山涵盖了大片土地，包括对环

境具有重大意义的区域。Nam Kok河流经矿区，矿

区的边缘跟Laving Lavern, Xieng Toob 和 Konexe-

Nongma省级保护区相互重叠，但五矿LXML公司还

没在这些区域开采挖矿石。	�ICMM在2011年可持续

发展报告中称，矿区内包含亚洲象保护区，
�而且很

多生物多样性研究显示该地区有很多国际自然保护联

盟列出的濒危动物。��

在Oxiana公司首次计划开发该地区的时候，很多环

保组织就提出这个项目会对当地环境带来重大影响的

担忧。其中一个顾虑是担心项目要使用的堆浸氰化

法，会污染当地环境。��然而，根据本研究采访的公

司代表称，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公司从来没有在

Sepon项目上使用过堆浸法。开采金矿需要使用氰化

物，但是该程序在沥滤过程结束后，而且会用去毒电

路来处理氰化物。根据国际氰化物管理规定所做的要

求，经独立的第三方的鉴定，公司符合氰化物的使用

规定。�

��! �È��UL�7r�

在五矿收购了OZ公司后，管理团队依然使用了原班

人马。��此外，为管理健康和安全、环境与社会影响

建立的政策和系统也保留并发展。MMG的统一可持

续发展准则同样适用于Sepon矿山，并覆盖了矿业项

目周期的不同阶段。

关于社区和环境问题的政策由公司的社会和环境可

持续性发展部制定实施。同时公司宣称力争成为老

中國礦業投資：國內和海外的發展、影響與監管
案例二 五矿资源有限公司（MMG）老挝Sepon铜金矿

Khammuane省的稻田
（©Michael Dw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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挝环境治理的领导者。���此外，MMG在处理如利益

冲突、法律问题、礼品管理、娱乐活动和感谢活动

等事务时，有一套相应的行为准则。���MMG将此套

标准应用于新的兼并中，根据公司官方网站介绍，

公司最新收购的秘鲁Las Bambas铜矿将采用五矿的

标准、程序和系统。���MMG于2010年开始发布《可

持续发展年报》，并遵寻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指南

制定方针。����

Sepon矿区的环境问题治理

MMG有一套内部环境管理标准，并为矿区经营设立

了最低标准，主要关注点包括：环境管理和执行，土

地和生物多样性管理，能源、温室气体排放及气候变

化，水资源管理，矿区关闭计划。���MMG的环境管

理系统在2008年获得了ISO 14001证书。�	�

Oxiana公司于2001年在Sepon开展了第一次环境影

响评估。随着项目在各个层面工作的展开各种评估

也随之而来。五矿LXML公司一直采用初期的环境

评估，同时也在2009年为铜矿项目开展了评估，未

来将有可能对氧化金矿进行评估。2001到2009年之

间，共计开展了6次环境评估，并在2011年进行了一

次环境影响检查。�
�Oxiana公司曾计划获得国际金

融公司（IFC）对矿业的金融支持。Oxiana公司前雇

员在一篇文章写到，国际金融公司对金矿环境影响

评估的标准影响显著，Oxiana公司通常在进行铜矿

评估时采用国际金融公司的标准（尽管最终公司没

有获得IFC的资金）。���

Sepon矿项目在Nam Kok河取水用于采矿作业。矿

区现场设置了一套污水处理设备，并有专门的人员

负责监管污水排放。当污染物超过公司的限值，污

水会被再次处理。当地用水紧张，大量的采矿用水

在排放前都会循环利用很多次。���据2011年公司年度

回顾介绍，在34200例污水水体样本的检测中，99%

符合公司规定。��而固体废弃物会经过检测，分为酸

性或非酸性物品。酸性矿石如果暴露在空气中会影

响附近区域，所以在采掘现场酸性矿石就放置到矿

坑中并用水浸没。���当铜矿经过淋溶过程之后，剩下

的泥浆会跟石灰石混合中和酸性，然后排放到尾矿

坑中。����尽管废弃物经过复杂程序处理，但剩下的

残留物在未来依然会对环境产生负作用。在铜矿关

停，公司撤离之后，本地政府将继续负责残留废弃

物的管理和维护。

目前没有关于Sepon矿区发生重大环境事故的报道，

也没有重大泄露和致鱼群死亡的消息。����对一些老

挝比较活跃的NGO进行的采访中，受访人也表示对

此类事故的发生并不知情。Sepon矿山的环境影响评

估包括矿区停产后对当地的复原工作。2012年11月，

一共有97公顷的土地被复原，还有1570公顷的土地

需要复原。����目前为止，因为采矿和勘探还在很多

地方还在继续，而且未来很可能会扩大矿区，所以目

前还没有大片土地复原计划。����

员工和作业安全

MMG针对员工有一套标准，包括承诺在合法的情况

下雇佣员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以及提供公

平非歧视的环境。��	�

五矿LXML公司希望尽量雇佣本地劳动力，并且公司

在增加本地员工的比例。员工享有培训和参加技能

提升项目的机会，包括技能培训课程，专业发展，

英语和电脑技能。��
�公司还设立了海外培训，2011

年，37位Sepon矿的员工获得了墨尔本大学的职业

资格证书。����

MMG的愿景是致力于打造“零伤亡”的工作环境，

公司称保证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是公司重要工作。����

该项目开展了一系列安全培训和活动，但是依然面临

巨大的挑战，因为“现代工业安全意识对老挝人来说

还很陌生⋯⋯特别是在承包商层面推广安全生产是

一项长期挑战”。���公司的发生工伤发生的比率在

澳大利亚处于良好水平。����但是不幸的是，2012年2

ɭ���Ƃ�����ƂʆđZǑŁƢɓȞ�Ʃľ����ɲ�ʍ����P/=@56CI@M�Ƣ�ƩľăɲŚǞ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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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一个承包商在Sepon矿的一次交通事故中身亡。
����所有全职员工每年都要进行体健康检，����同时，

公司经常关注员工的健康，还会检测员工血液中铅等

重金属的含量。����

助力社区发展

MMG希望跟项目附近的社区保持良好关系，公司坦

言要咨询、考虑和回应社区相关人士的诉求。����公司

同时也在项目附近社区进行投资和贡献。根据公司可

持续发展报告，MMG“通过有效的社会投资和为每

个社区量身定做的方案，努力让社区得到发展”。��	�

2011年集团在当地社区投资了1130万美元，占当年的

净收入接近2%，��
�这个数字在2012年达到1850万美

元。����

设立发展基金：在商业活动初期，五矿LMXL公司

设立了Sepon发展信托基金，每年投入75万美元在

Vilabouly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2011年基金的开销

为四百万美元。����该区域、省政府和公司代表组成

一个委员会，管理基金的使用。基金可以在Vilabouly

地区任何地方进行投资，���目前已完成的项目包括

提供电力、修缮教学楼和提供医疗设备。����

ICMM称，尽管社区发展基金为在Sepon和Phu Bia矿

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巨大，但是选择的项目并不一

定是本地人最想要的项目。“在社区发展资金（在资

源匮乏地区投入大量资金）的规定下，两个矿区在需

求和要求之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例如当地社区急需

教育设备的投入，而地区发展计划却要求首先发展基

础设施。”����

公司同时设立了乡村发展基金，在2012年末已经涵

盖了Vilabouly的29个村庄。通过这个计划，当地社区

就可以自己选择发展项目。基金为社区项目提供的资

金相对较少，每个项目最多1.5万美元。基金所投入

的项目包括投建新厕所、鱼塘、乡村会议厅和一条无

机动车的儿童上学专路。公司官网显示，矿区社区发

展团队为如何实施计划提供帮助，但是每个村落都为

自己的项目负责。����到2013年为止，该基金的总额

达到2500万美元。����

提升社区健康：五矿LXML公司支持附近社区的健康

项目。公司与一家澳大利亚公共健康研究机构和当

地卫生部门合作，在Vilabouly地区推广母婴健康项

目，����还为矿区员工和Vilabouly的年轻人提供艾滋

病预防计划。��	�自2011年起，公司与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进行合作，以获得资金支持和宣传微量营养物

（例如锌）的重要性。通过三年的项目，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和老挝卫生部决定在包括Sepon矿区附近

Saravan、Phongsaly和Savannakhet省社区发放

微量元素营养袋。���

历史上，Sepon矿区附近缺少干净可靠的水源。公司

实施了社区基础供水项目，投入110万美元为矿区附

近村落提供钻井。公司还向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提

供21万美元的资金，支持Vilabouly地区首府自来水的

项目。����根据MMG2011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公

司的清洁水计划已经为3400名社区居民提供了可持

续、干净的饮用水。����

增加当地收入：Sepon矿区开设了一个小型技能培训

中心，为矿区附近社区提供技能培训。中心提供的培

训活动主要有编织、裁缝、养蚕和农业培训等。���

当地商业团体为Sepon金铜矿提供物资供给和服务，

包括食物、工服、家务和洗衣服务。����2011年，矿

区给Vilabouly的当地商业团体带来了了220万美元的

收入。����根据公司2012年11月的一篇简讯，200名当

地社区居民从事商业团体服务，他们的总收入达到

1200万美元。 ����

五矿LXML公司与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IZ签订协议，

在公司周边70个社区开设农村银行服务。团体成员

存入少量现金即可享受低息借款。����截至2011年，

中國礦業投資：國內和海外的發展、影響與監管
案例二 五矿资源有限公司（MMG）老挝Sepon铜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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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已经开设了28个农村银行，业务涵盖了1500

名客户。����

文化保护：

矿山所在区域拥有悠久的历史，项目实施时发掘出

古代的遗物，例如一个拥有2000年历史的一口铜鼓如

今陈列在老挝的国家博物馆。据一份五矿LXML公司

2011年委托的研究表明，一片叫做“龙地”的区域埋

着很多历史文物，公司决定不会进入那片区域。��	�矿

区共有12个文化遗址，公司设立一项文化遗产管理计

划，处理在勘探或采矿期间发现的历史文物。��
�五矿

LXML公司还设立了一个文化遗产部门，为Vilabouly

地区文化遗产中心的建设提供支持。����

QS½Ã�V�

尽管Sepon铜金矿位于比较偏僻的区域，但是项目已

经对一定数量该地区的居民产生影响。因此，管理土

地问题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因此发展

出从当地村民手中购买农业地产和从当地政府手中收

购公共土地的机制。

起初因为项目只有两个地方需要搬迁。根据一份公司

的报告，搬迁的都是其他村落的分支，一共有二十多

户人家。报告还称，搬迁按照世界银行的指南执行，

而且自从2002年至今就没有搬迁过。����然而，老挝

政府在Vilabouly正在实施村落合并的国策。这项政策

旨在促进位居偏僻的村庄，移居到更集中的区域，以

便更好更有效为大多数人提供便利服务。这项政策引

来了诸多非议和严重的批评。���根据MMG的报告，

自2002年以来，五矿LMXL公司从来没有因为矿区经

营搬迁过任何村落。但是，在Vilabouly地区，老挝政

府曾经鼓励一部分村庄搬迁，并作为国际政策实施。

报告还称这将给公司带来麻烦，公司在处理矿区附近

村民问题的时候将要更为谨慎。����

如果采矿影响到私人用地，五矿LXML公司试图直接

购买当地居民的土地。土地拥有者将会收到相应的补

偿金，公共土地的补偿则通过实施社区发展项目来进

行。�	��公司一名前顾问称，在初期，补偿金的支付

是不透明的，而且价格也不统一，因此时常会因此与

当地居民发生矛盾。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现在采取

的方法是对不同种类土地，采取一套系统过程实行固

定的补偿金率。�	��土地可以暂时用于钻孔而借用，

也可以在决定开矿后永久性购买。�	��作者没能采访

到受影响的民众，无法评估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一机制

的，因此无法判定民众是否乐于接受此程序和补偿金

率，也不能评估民众是否有能力拒绝土地购买提议，

以及他们是否不得不选择出售自己的土地。

JHzS^���¯

Sepon矿山一直遵循ICMM规定的申诉机制。Sepon

矿山是该申诉机制选定的九家试点矿业公司之一，其

测试的结果用于修订指南，协会的所有成员都要遵

循。据公司所说，这个申诉程序是一个为社区居民提

供信息或解决问题的透明机制，同时如果他们觉得矿

区经营的任何方面对他们有不利影响，他们也可以进

行投诉。本地居民可以通过联系矿区内的社区关系办

公室或直接给区政府写信参与该机制。�	��

大部分投诉因财物纠纷而起，根据本报告对五矿

LXML公司员工的采访得知，尽管还需继续提高社区

对机制的认识，但是该试点的评估已经完成并结果

良好。公司已经张贴了社区海报，教导居民如何提

出申诉。�		�申述一般在协商和调解下解决。如果有

必要，会根据当地政府认可的标准给予补偿金或维

修。2012年，登记在册的申述有52个，主要都是破

坏个人财产的申述。2012年解决申述的平均时间是

22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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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中国五矿集团明确了加速海外矿业投资

中國礦業投資：國內和海外的發展、影響與監管
案例二 五矿资源有限公司（MMG）老挝Sepon铜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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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类型 事件数量

损害私有财产 28

补偿金纠纷 7

安全关注 6

上年度未解决争端 4

环境关注 2

雇佣/工作机会投诉 2

文化认知问题 1

损害公共财产 1

其他 1

共计 52

的目标，为此集团开始寻求收购成熟矿业公司的资

产。2009年，集团收购OZ公司并成立了他的子公

司——MMG，也就是如今经营老挝Sepon矿的公

司。Sepon矿项目是老挝规模最大、产量最大的矿

山，并且为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收支持，几千名当地

居民被雇佣，并为出口总额贡献良多。Sepon矿项

目运行初期，很多国际组织都担心项目会对环境和

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而且很多组织都游说IFC、

欧洲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要给该项目提供资金。

然而，自矿区开展商业经营以来，没有出现关于重

大的环境或社会事故的报道，而且，每当提起老挝

的自然资源开发的时候，该矿都会作为正面例子呈

现。可见在处理此问题上，从Oxiana公司、OZ公司

到MMG，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让公司在社会和环

境问题上负起责任。在五矿获得项目之前，环境和

社会管理标准已经被采纳，MMG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来兑现它遵从这些高标准的承诺。在对国际和本国

在老挝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员工的采访中，他们对公

司管理的总体评价都是积极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项目是完美无缺的，本文选择

Sepon矿山作为案例研究的对象，是因为它作为一家

国际矿业公司并成功收购了矿产资本，采纳和继续发

展了公司之前完善的政策和管理体系。

然而老挝当地NGO、专业人士在采访中反馈，并且

网络媒体也有所报道，中国在老挝总体的投资存在问

题。一些其他的中国中小型企业受到很多非议。同时

相似的泰国和越南公司也受到批评。这由于公司的经

营不善，又涉及当地管理和监督方面的漏洞。

很多受访者表示，MMG公司的经营模式不能简单地

在其他在老挝或他国的中国海外公司全盘复制。在本

案例中，五矿获得项目时，先前的澳大利亚公司已经

建立了适当的系统和政策。然而，中国企业正在越来

越多的与国外公司成立合资企业，或者收购对国际标

准和行业准则经验更加丰富的外国公司资产。这些经

验是否可以提高中国母公司的经营水平并且帮助中国

国内矿业的标准提高，值得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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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柬埔寨鋼鐵礦業集團&
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
柬埔寨Rovieng鐵礦和鐵路工程

�9�2

2013年初，一份价值112亿美元的合同引发了柬埔寨

和国际媒体的关注，根据这份合同，投资方将在柬埔

寨国内建设铁矿、炼钢厂、铁路和海港项目。签署合

同的双方分别是：一家名声相对较小的柬埔寨钢铁矿

业集团（CISMIG）和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国中

铁）的下属子公司。该公司承认将一部分的工程项目

分包给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国机集团Sinomach）。

创绿研究院

程的先河。可以促进采矿业的发展，扩大出口、增加

就业。到目前为止，柬埔寨还没有现代化的工业设

施，采矿企业也仅限于为数不多的几家采石厂、宝石

矿和小金矿。

然而，铁矿、炼钢厂、铁路和海港项目涉及柬埔寨的

五个省，因而会对成千上万柬埔寨人民的生计和土地

利用产生影响。2013年1月，投资方宣布该项目将于

2013年7月开工建设，但是此时投资方并未与本地居

民进行协商，也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在撰写本文

时，据官方说法由于资金短缺该项目仍未开工。� 2013

年1月投资方宣布相关消息时，引发了柬埔寨国内民间

社会组织以及被牵涉的广大民众的强烈关注。2013年

7月，柬埔寨经历了由大选引发的一段时期内的政治动

荡，这也暂缓了投资者进一步推进项目的尝试。�

本案例的研究成果基于文案梳理和柬埔寨的实地

考察，创绿研究院在金边走访了一些国际和本土

的非政府组织，一家专注于监测矿产开发对柬埔

寨的影响的当地组织，以及Preah Vihear省

Rovieing区的社区成员。�

本案例首先具体阐述该工程的详细情况，其次分析投

资方意图将Rovieng铁矿发展成为柬埔寨未来钢铁工

业中心的计划，最后总结和概括该项目可能产生的积

极和消极影响。

两家公司计划在柬埔寨北部的Preah Vihear省建设一

座铁矿，并将开采出来的铁矿石在一家新建的炼钢厂

进行冶炼，然后通过一条新建的长400公里的铁路运

输到柬埔寨西南海岸的一座计划建设的港口。这项工

程如果完成，那么这座柬埔寨最大的矿山将成为历史

上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从而开启柬埔寨的现代化进

柬埔寨金边皇宫，2014
（©Depika Sher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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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采矿业的发展相对落后，该国为数不多的

采矿企业仍然停留在早期的勘探阶段。这些企业

开采的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包括：矾土、黄金、

铜、煤炭和铁矿石。	�根据柬埔寨工业、矿产和能

源部（Cambodia’s Ministry of Industry, Mines and

Energy，MIME）矿产资源综合部部长的介绍，2013

年3月，柬埔寨共有91家企业享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许

可权，其中包括139项探矿许可和13项采矿许可。
�但

是，现在绝大多数采矿企业正在从事小规模的手工

开采活动，或者仅是开采诸如红土、大理石、花岗

岩、石灰石、砾石和沙子等建筑材料。柬埔寨的采

矿业受制于关键领域的基础设施，例如该国电力供

应不足，缺乏水资源以及交通设施的不够完善。柬

埔寨政府优先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并鼓励外商在

发电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开展直接投资。��如果基础

设施建设得到改善，那么柬埔寨的采矿业将迎来快

速的发展。

目前，柬埔寨官方并没有公开持有柬埔寨采矿特许权

的企业的信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柬埔寨的国

有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均参与柬埔寨的矿产开发。这些

海外投资者来自于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中国和

越南，� 其中大部分采矿特许权的持有者来自柬埔寨

国内、中国及越南的企业。	 根据MIME的数据，在

2011年，共有23家中国企业参与投资柬埔寨的矿产

开发项目。


许多年来，中国企业持续关注柬埔寨的铁矿产开采，

除了Rovieng铁矿，一些其他的中国企业均对在柬埔

寨开发铁矿资源以及建设冶炼设施表现出浓厚的兴

趣。例如，在2007年，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上海宝

钢集团公司、鞍山钢铁集团和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

司宣布要组成合资公司在柬埔寨Preah Vihear省开采

铁矿石。����� 国有企业广西有色金属集团也对柬埔

寨的铁矿石开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于2009年在

柬埔寨建立了一家子公司以获得柬埔寨金矿和铁矿

石的开采权。�� 广西有色的开采范围也位于Rovieng

地区。�� 2012年，柬埔寨首相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

问，回国后他宣布已经就在柬埔寨国内建设一座投资

额达到20亿美元的工业园区与投资方达成了意向，

这其中包括一家中国企业——德龙控股集团投资的一

家炼钢厂。尽管上述所有的项目已经出现在媒体和公

司的新闻中，但是均止步于初步阶段。

Â�m´¥

Rovieng铁矿及相关铁路项目的投资方分别是柬埔

寨钢铁矿业集团（Cambodia Iron and Steel Mining

Industry Group，CISMIG）和中铁大桥局集团

（China Railway Major Bridge Engineering Group，

MEBC）。中铁大桥局集团是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另外，中海工程建设总局（China

Ocea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General Bureau，

COEC）负责配套海港项目的建设。

柬埔寨西北SiemReap省的Bayon寺
（©Mark Grimsd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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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MIG是在一家在柬埔寨注册的企业，但是根据

媒体报道该公司由中国的三家公司投资设立。�	�

CISMIG在柬埔寨并不知名，在互联网上无论是用英

文还是中文搜索，也很难获得有关该公司的相关信

息。根据该集团董事长的介绍，CISMIG的背后是四

家中国大型钢铁企业，�
�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这四家企

业的具体名称。

+»X�]ÀO%����&

2013年1月，媒体报道中铁大桥局集团

是该项目的另外一家主要合资方。���

中铁大桥局集团是中国中铁的全资子

公司，也是中国国内最著名的桥梁、

铁路和道路建设企业。该公司已在上海和香港上市，

根据官网显示，公司在国内外共建造了1500多座桥

梁，对中国的海外投资政策产生了促进作用。另外，

公司在越南、缅甸、孟加拉国、南非、巴基斯坦和澳

大利亚承接了多项工程的建设。���

中铁大桥局集团的母公司中国中铁是一家国资委管

理下的股份有限公司，共有46家附属子公司，在国

内建设了超过4230公里的桥梁，3900公里的隧道，

3400公里的高速公路和566公里的铁路。从20世纪

70年代开始，中铁先后在55个国家承接了超过230项

铁路、高速公路、桥梁和隧道施工工程。��

建筑工业网站“工程新闻纪录”（Engineering News

Record）把中国中铁评为2013年全球最强的建筑工

程企业，���同年，该公司在全球财富500强中名列第

102位���。该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均已上市。2004年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而

后因沟通问题于2010年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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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官方网站显示，中海工程总局负责海港项目

的设计建设。���中海工程建设总局是国机集团旗下的

全资子公司，���国机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机械制造商，

同时也是世界500强之一。�	�2011年，国机集团加入

“联合国全球契约”。�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大桥局集团母公司

中铁大桥局集团
项目开发商

中海工程建设总局
海港项目建设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
中海工程建设总局母公司

柬埔寨钢铁矿业集团
项目开发商

中國礦業投資：國內和海外的發展、影響與監管
案例三 柬埔寨钢铁矿业集团（CISMIG）&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柬埔寨Rovieng铁矿和铁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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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MIG没有对外发布其社会或环境政策。中铁和国

机集团在官方网上公布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

但是两家子公司（中国大桥局集团和中海工程建设总

局）的官方网站未有相关信息说明。

中国中铁建立了一套综合管理体系，

把公司的科学发展、安全管理、环境

保护、员工发展和企业公益等职能进

行整合。中铁还称在项目开工之前，

公司会组织专家来主导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开展环

境保护项目的实施，并且会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制定一

个详细的方案。���国机集团表示，作为全球机械制造

行业的领军者，公司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以回

馈社会。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国机集团致力于保护环

境，用“以绿色技术、绿色产品、绿色设计、绿色工

程，为自然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如

上文所述，在“联合国全球契约”的框架下，国机集

团作为成员之一，自愿承诺调整包括人权、劳工、环

境和反腐等十项原则的运营和战略。

关于Rovieng项目融资渠道的公开信息很难获得。

CISMIG的董事长在2013年2月接受《人民日报》专访

称，公司已经从香港银行处获得了贷款和担保支持，

但他没有谈及更具体的信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开发商一直以来没有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项目运行。

然而，如果资金得以保障，CISMIG有可能投入额外的

社会和环境保障资金，但这要取决于资助者的政策。

� $����»ÈL»µ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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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31日，CISMIG与中铁大桥局集团签署了一

份关于Rovieng铁矿和铁路项目的谅解备忘录。�
该项

目的总价值高达112亿美元。�� 随后，国内和国际媒

体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本文以此为基础进行研

究。此外，柬埔寨NGOEquitable Cambodia和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出版了一本手册，对本研究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来自柬埔寨发展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ambodia，CDC）官员表明

该工程项目已获得了政府审批的声明被媒体广泛引

用。�� 此外，CISMIG的官员也告诉媒体该工程项目

获得了柬埔寨首相的支持。��

此项目的主体是一座铁矿和一座炼钢厂，铁矿位于柬

埔寨北部Preah Vihear省的Rovieng地区，占地1306平

方公里。�� 下图表明了整个勘探区域的范围，基本上

覆盖了Preah Vihear省10%的土地。炼钢厂占地为10

平方公里，�� 2013年1月，CISMIG公司董事长接受媒

体采访时曾表示炼钢厂将在2013年7月动工�� ，施工

期为两年半�� 。但截至目前该项目已经被推迟施工。

此外在柬埔寨南部Koh Kong省的海岛上还将建设一

座港口。铁矿、钢厂与港口之间将通过一条长400

公里的铁路及3公里的跨海大桥进行连接。铁路范

围从Preah Vihear省起，途经Kampong Thom省、

Kampong Chhnang省和Kampong Speu省，最后到达

CISMIG特许开发矿区地图
(© Equitable Cambodia &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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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h Kong省。��中国中铁于2011年主持编制了铁路项

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但铁路最终的路线方案没有公

开。 �	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在起点Preah Vihear省和

终点Hok Kong省之间将修建11座铁路车站。�
 2013年

1月，CISMIG董事长称在这个月底将要举行铁路铺设

工程的奠基仪式��，计划于2017年完工��。目前铁路

建设尚未开工。港口的设计与施工由中海工程建设总

局负责，规划吞吐能力为每年5000万吨货物��。中海

工程发布新闻称，该项目将包括建设私人码头、一处

私人货运码头以及装运和贮存货物的设施。��

CISMIG公司董事长曾公开表示，勘探表明该区域拥

有大量的铁矿石。��在过去，这个地方只进行过有限

的矿产资源勘查，因此有关Preah Vihear省矿产资源

的分布和储量的信息不全。CISMIG公司计划每年生

产100万吨钢铁，�� 一名公司的现场经理还称他所管

理站点出产的铁矿石品质非常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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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如果该项目投入建设和运营，将解决超过20,000

名柬埔寨人和3000名中国工人的就业问题	��，据Preah

Vihear省的官员称，铁矿工程将有利于提高当地民众的

生活水平和消除贫困。	�在没有看到具体的项目计划的

情况下，这些似乎很高的数字无法得到证实。

当地发展：CISMIG已经在铁矿地区开展经济社会发

展支持行动，其中最主要的是在Rovieng地区建立

了一所小学，同时计划在该地区兴建一批公寓楼、

医院、商店和更多的学校。	��CISMIG的董事长还称

Rovieng地区在不久后变成一座“钢城”。
��Preah

Vihear省省长认为Rovieng地区的矿产资源开采将成

为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
��

国家收入：如果项目可以顺利运营，将给柬埔寨的国

家财政带来丰厚的收入，包括利税、所得税、矿产资

源使用费和土地租用费。

柬埔寨采矿业的发展：这笔潜在的巨额投资将吸引更

多的国内外企业进行投资，同时铁路的修建将会改善

交通。除此之外，媒体普遍报道了该项目将从柬埔寨

Preah Vihear省、Rattanakkiri省、 Kampong Thom

省和Stung Treng省采购铁矿石等原材料。
��虽然目

前这些区域还未发现铁矿，但是冶炼设施的改善将会

刺激铁矿开采业的发展。右图显示的是一些拥有在柬

埔寨勘探的许可权的公司分布。

其他产业的发展：尽管铁路的主要功能设计是服务于

炼钢厂的钢材运输，但根据公共工程与运输大臣的提

议，该铁路还可以用于运送农业产品、工业制成品和

旅客。
��铁路途经五个省，沿途有很多农作物的种植

园。这些种植园的货物运输非常依赖交通设施，因而

改善交通运输状况将有利于这些产业的发展。此外，

铁路的建设也会促进制造业的发展，通过铁路运输制

造业产品可以直接到达西南海岸的港口，并出口至海

外市场。

提高自给自足和对外出口的能力：项目开发商认为

该项目的投产运营将能够满足柬埔寨国内对钢材的需

求，同时减少柬埔寨进口国外价格昂贵的钢材产品。
	�

除了满足内需之外，该项目还可以实现柬埔寨对外出

口钢材产品。

�目前服装和纺织品是柬埔寨主要的出

口商品，政府非常希望可以扩大出口产品的种类。最

后关于新建的港口，除了便于出口以外，有关报道还

称港口每年可以处理5000万的货物，这说明该港口

还可以被用来进出口其他工业产品。

�R�±ÁfMÊÄ¿Loj

缺乏环境影响评价：柬埔寨《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

管理法》
��与《矿产资源管理与开采法》明确要求铁

矿、铁路和港口项目等所有工程项目需在开工之前提

交一份环境影响评价（EIA）。
��尽管公司一再声称

项目已经完成了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
�但在2013

年1月，柬埔寨环境大臣否认收到项目单位提交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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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评价。
��这严重影响了铁路开工仪式的顺利举

行，甚至关系着项目能否在7月开工建设。虽然项目

已经被推迟，但开发商并没有计划提交长期的环境影

响评价。

透明度有待改善：Rovieng铁矿及配套的铁路工程一

旦建立将成为柬埔寨历史上最大的单项工程。然而有

关该项目的信息却非常匮乏，相关企业和政府部门都

没有公开任何官方文件。本案例研究中参考的大部分

数信息均来自新闻报道。

柬埔寨官方似乎也对该项目一无所知。有当地媒体采

访地方官员，想要获取有关该工程项目的一些信息，

大多数地方官员表示毫不知情。2013年1月，记者采

访了Koh Kong省、Kampong Speu省和Kampong

Thom省的省长，他们均表示没有收到任何关于项目

的信息，甚至都没有接受到官方通报。���甚至，公共

工程与交通大臣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在面对记者

们的提问时他表示自己对这项工程也知情不多。���

公众参与有待提高：该项目的建设将对五个省的土地

甚至更大的范围带来影响，但是依然没有公众参与到

项目的建设中来。由于缺乏公众参与，导致民众对项

目相关信息的认识非常有限，引起了一些民众的警觉

和忧虑，担心项目建设可能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不确

定性的影响。���

环境与社会影响：铁矿、炼钢厂、港口和铁路建设均

柬埔寨Rovieng地区北部及西南地区海港地图，潜在受影响的省份已标明
(© Equitable Cambodia &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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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土地，这将会影响居民和耕地。最近的经验表

明，严重冲突原因是柬埔寨的土地获取和重新分配。

在亚洲开发银行和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的援助之下，

柬埔寨实施了另外一项铁路建设工程，将对旧有铁

路进行了重建，把Phnom Penh省、海岸线和柬埔寨

西部连接在一起。但是，相关的补偿及移民迁居工

作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受影响的民众抱怨补偿标准过

低和移民新址条件太差。���尽管亚洲开发银行专门制

定了移民迁居指南和程序，但工程的实施仍然遇到了

严重的问题。与亚洲开发银行不同，中国公司参与到

Rovieng铁矿及铁路建设时没有提前准备任何完备的

保障机制。如果中国公司不采取措施开展公众参与，

不对居民进行充分补偿或者未采取充分的移民迁居措

施，那么将很有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该项目还需要

获得森林许可，从下面这幅地图中可以看到，铁路将

有可能穿过众多的柬埔寨保护区域以及森林和野生动

物保护区。

经济合理性不够清晰：该项目的建设将可能增加国

家的收入，促进采矿业的发展，以及通过基础设施建

设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目前，考虑到项目的各个方

面，还未公开讨论这些经济合理性。尽管开发商声称

项目建设将对Rovieng和铁路沿线省份的经济发展产生

推动作用，但这一结论没有建立在对相关的成本和收

益进行分解计算的基础上，观察者也没有办法独立地

对项目的经济合理性进行评估或质疑。

可能被工程影响的受保护区域及森林地图
(© Equitable Cambodia &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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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工业化的挑战：如上文所述，该项目有利于促

进其他产业部门的工业化发展，也能带动其他地区采

矿业的兴起。但柬埔寨目前在政府管理及法治社会建

设方面还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与挑战，快速工业化将

给柬埔寨带来很多风险。柬埔寨的矿产资源法较为落

后，缺乏具体操作措施，环境保护立法非常简单且经

常难以付诸实施，因土地而爆发的冲突此起彼伏。在

这种背景下，不断增长的工业化及对土地和自然资源

的大规模投资将给社会和环境带来更多的损害。

脆弱的财政监管系统：柬埔寨缺乏对如此大的资

源收入进行透明化管理的能力。在“透明国际”

（Transparence International）列出的2013全球清廉指

数中，柬埔寨在175个国家中排名第160。�	�如果在没

有建立反腐败的制度的情况下，涌入的巨额资金将很

有可能面临被吞噬的危险，柬埔寨人民将无法享有项

目所带来的收益。

h )g¤

本文选取Rovieng铁矿和铁路建设项目作为研究的对

象在于，该案例显示了一个尚未开发、潜力巨大,并

且面临众多特殊复杂挑战的采矿业项目。而且，项目

开发商的背景悬殊，CISMIG是一家不为人知的民营

企业，而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则是一家中国国有大

型企业和全球最大的建筑企业之一。

尽管该工程的发展将经历数年之久，但是一旦完成将

获益巨大，它能够以政府税收和矿产资源使用费的形

式为政府带来大笔的收入。此外，这一投资项目将带

动采矿业和其他工业的发展。尽管工程投产运营后对

劳动力的需求将显著减少，但在建设过程中仍将需要

大量的劳动力。工程单位的代表和Preah Vihear省的

官员都认为该工程将成为促进当地甚至整个国家经济

发展的巨大引擎。

但是对于缺乏公开的信息以及发展计划的担忧依然存

在。该项目既没有开展公众参与，也没有进行环境影

响评价，向公众公开的有关该项目信息也屈指可数，

甚至当柬埔寨的政府官员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也声

称自己对掌该项目的信息一无所知。时至今日，一些

关键信息仍然讳莫如深，例如项目各组成部分的具体

选址，项目经济合理性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以及开放

商是否或如何开展一个完整的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

较低的透明度以及缺乏信息公开引起了公众对该项目

的关注。在柬埔寨腐败频发、有关土地利用与自然资

源投资管理的法制落后的情况下，这种关注就更为显

著。由于在土地权利和资源开发权利上与当地民众存

在争议，各国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都陷入困境。如果

没有充分的公众参与，以及没有恰当地处理不同人群

对土地权利的竞争性要求，公司将面临长期并持续卷

入混乱的风险。这再一次强调了公开、透明及与潜在

受影响公众进行协商的必要性。

对于像CISMIG和中国中铁来说，当投资环境充满了

如此复杂的来自法律、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不确定性

时，投资者需保持谨慎，不仅要熟知当地的社会环

境，确保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开展生产经营，并且

要严格地遵守当地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此案例的影响范围不仅局限于柬埔寨，为了支持几

家主要的铁路建设公司走出去，中国领导人前往世

界各地推动高铁发展。�
�由于国内市场的竞争加剧，

中国建设公司在多元化领域实施走出去战略。在

2012年财政报告中，中国中铁声明，“矿业收入在

未来将成为公司经济的新增长点。”���近些年。中国

中铁在海外开展了一些投资项目。在于柬埔寨签订

协议之前，公司于2009年8月在委内瑞拉签订了75亿

美元的铁路和矿业项目，由于委内瑞拉无法支付项

目费用导致停工。���中国铁路建设集团，作为中国中

铁的竞争者同样致力于矿业开发，并于2012年批准

在厄瓜多尔进行大规模投资。对于主要的铁路公司

走出去的多元化发展矿业而言，采用和履行国际标

准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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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五礦資源有限公司（MMG） 
老撾Sepon铜金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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