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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矿业

紫金矿业：把握好逆周期收购 最适合的就是最好创新

证券时报记者 朱中伟

站在紫金山国家矿山公园的观景

台上远眺紫金山金矿， 那是一座犹如

由层层“梯田”环筑而成的巨型深坑，

棕褐色的岩土在阳光照射下， 隐约散

射着金辉。

这座金矿被誉为 “中国第一大金

矿”，探明黄金储量近

300

吨，从

1993

年至今，已经持续开采了

25

年。

不过，随着金矿日益枯竭，它的黄

金产量也在逐步下降。 未来的紫金矿

业将如何调整金、铜、锌等矿产品的比

重，又将如何选择新的发力点？

对于这些问题， 公司董事长陈景

河心里早已有了答案。 他在接受证券

时报“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在行动”采

访团采访时说：“过去

25

年我们搭上

改革开放顺风车，金属价格年年上涨，

从一个很小的企业发展成中国控制金

属矿产资源最多的矿业公司之一。 这

里面可以总结的经验很多， 但这既是

功夫，又不是功夫。紫金矿业只有在国

际市场上能站稳脚跟，能脱颖而出，甚

至比西方矿业公司做得更好， 才算是

真正优秀的矿业公司。 ”

从“鸡肋”

到中国第一大金矿

紫金矿业发布的

2018

年半年报

显示，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销售收入

498.14

亿元， 同比增长了

32.75%

；实

现利润总额

37.81

亿元， 其中归属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

25.26

亿元， 同比增

长了

67.82%

。公司总裁蓝福生在接受

证券时报采访团采访时表示， 今年销

售收入突破

1000

亿元没有问题。

“从现有资产来看，黄金的增长比

较有限， 甘肃陇南紫金极有可能成为

未来的一个重要增长极。 如果顺利投

产，每年能增加

5

吨左右的产量。最近

黄金价格回调， 我们也在积极寻找黄

金资源的并购机会。 ”蓝福生介绍说，

“未来铜的增长会比较大， 因为刚果

（金）的项目在陆续扩产，多宝山铜矿

也在进行二期扩建， 铜板块将成为业

务第一大板块， 预计今年矿产铜可以

超过

24

万吨，贡献的利润也是最多”。

靓丽业绩的背后， 谁又能想到紫

金矿业赖以起家的紫金山金铜矿曾一

度被专家们视作不具备开采价值的

“鸡肋”金矿。 开发不了的主要问题有

两个：一是矿体品位低（按照当时的技

术条件， 金矿入选品位为

5

克

/

吨，但

紫金山金矿品位绝大多数在

1

克

/

吨

以下，基本等同于一堆“废石”），黄金

总量少（有把握的只有

5

吨），而且矿

体变化很大，矿山处于约

1000

米的高

山上，开采条件困难，投资较大；二是

早前国家对于地方开采金矿的政策尚

未放开，即使生产出金子，也必须按国

家牌价全部交由人民银行收购， 不得

进入市场流通。由于收购价格低，开发

难以产生效益。

不过，根据地方志的记载，紫金山

开采黄金的历史却可以追朔至

900

多

年前的北宋年间。 证券时报采访团一

行在紫金山金铜矿于

2011

年在矿山

上建成的国家矿山公园看到， 在公园

入口主碑的人字塔第一版浮雕墙和出

口处的大型铜浮雕上， 分别叙述了北

宋盐铁官郭福安“福安开采”、“康定献

金”的历史故事场景。

此外， 坐落于上杭的福州大学紫

金学院地质博物馆内也作了介绍：北

宋年间， 朝廷派盐铁官郭福安到紫金

山开采冶炼金铜，进贡朝廷，留下了无

数的老矿硐。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上杭县还

属于国家级贫困县，人口

40

多万，县

里每年财政收入仅

5000

万元， 一度

靠借钱发工资，是典型的以种植业为

主的农业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再也不想

“守着金山没饭吃” 的地方政府找到

了在福建省闽西地质大队工作的陈

景河。

1982

年，陈景河从福州大学地

质专业毕业后就分配在上杭开展金

矿普查工作，没有人比他对紫金山更

加了解。

1984

年，陈景河写了一篇论文，

认为紫金山存在“上金下铜”的矿化

垂直分带，后来钻探时第一个孔就发

现了下部的铜矿体。 矿产勘查从原来

的以金为主，到金铜并举，最后以铜

为主。

“下部铜矿是通过成矿预测发现

的，不是凭运气瞎猫碰到死老鼠。 ”陈

景河说，“那时紫金山矿提交的金矿

资源储量为

5.45

吨， 铜资源储量达

129

万吨，达到大型规模，是我国东南

沿海火山岩地区铜矿地质找矿和研

究的重大突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 ”

如今的紫金山国家矿山公园内树

立着“中国第一大金矿”的石碑。 因单

体矿山达到

17.5

吨的黄金年产量，

紫金山金矿在

2008

年

3

月被中国黄

金协会评选为中国第一大金矿。

2009

年， 紫金山金矿更创出

18.06

吨的历

史纪录。

创新是第一驱动力

陈景河董事长在回顾紫金发展时

说：“我在上杭县矿产公司任总经理的

时候，企业缺资金，

5

万元贷款都要跑

三趟银行才能批下来。 那时候也不懂

黄金和矿业开发， 完全是凭着年轻人

的热情，边学边干边探索。 ”

短短

25

年时间，从几乎一无所有

到资产近千亿， 究竟是什么因素造就

了矿业界的“紫金速度”？ 几乎每一位

受访人都提到了“创新”二字。

在紫金山开发初期， 金矿开发经

验是一张白纸， 创业者们通过学习和

借鉴，选择了堆浸工艺技术路线，开创

了南方多雨坡地大规模堆浸成功工业

生产的先例。

针对矿石含泥渗透性差， 单一堆

浸粗粒金无法有效回收， 紫金人又创

造了重选

-

炭浆

-

堆浸组合工艺，回收

率提高

14%

，经济价值达数十亿元。

再后来， 应用经济地质理论重新

确定了紫金山金铜矿可利用边界品

位，可利用金资源储量从

5.45

吨扩大

到近

300

吨， 矿山开采也从地下小规

模转为露天大规模， 低品位资源产生

了巨大经济效益，一跃成为“中国第一

大金矿”。

“过去没有那么大的金矿，紫金山

金矿很大一部分装备是企业自主研发

的，经历了四期的技术改造。 ”陈景河

说。 紫金山的实践培养出一大批人才

团队， 特别是形成了紫金矿业的创新

理念，成为了“走出去”的第一驱动力。

例如新疆阿舍勒铜矿建设， 在规

划建设和技术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创

新， 在矿山生产规模扩大

33%

条件

下，只用

85%

的预算投资完成了项目

建设，而且工期缩短一年。

例如贵州紫金，其在

2017

年自主

研发并建成投产的“加压预氧化”难选

冶金矿处理技术， 盘活黄金资源

50

吨，填补了国内空白。

例如刚果（金）科卢韦齐铜矿，通

过系列技术创新和优化， 仅以大约一

半的设计投资就完成了工程建设，投

产后运营状况良好， 开创了中国公司

海外成功创新的新案例。

例如刚果（金）卡莫阿铜矿，并购

不到两年时间，通过找矿理论创新，地

勘增储两度实现重大突破， 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高品位、未开发铜矿之一。

纵观紫金矿业

25

年发展进程，所获

得的资源大部分是低品位、难选冶，也正

因为别人不想做、或是做不成，紫金才得

以以较低代价入主开发，实现了少投入、

低成本、高效益，为我国低品位、难处理

金铜矿资源的综合利用和产业升级做出

了重大贡献。

关于紫金矿业的创新， 陈景河自己

总结了三句话： 普遍的科学原理与客观

实际的良好结合； 最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创新； 创新就是不断否定自我的过程。

“如果我们天天沉醉于过往的丰功伟绩，

这个企业就差不多了。 这一点上我还很

清醒， 经常会否定我们过去所谓的成功

经验。 ”他说。

近年环保投入

累计超30亿元

2010

年

7

月

3

日紫金矿业总部所

在地的紫金山金铜矿， 发生了铜酸水渗

漏造成环境污染的事故， 受到有关方面

严肃处理，紫金山铜矿一度停产整顿，企

业直接经济损失数亿元， 更重要的是企

业品牌受到重创，教训极为深刻。

陈景河说：“‘

7

·

3

’环保事故发生后，

重启新一轮创业的号召，保持创新激情、

保持发展激情， 通过近几年的整顿与提

升，应该说在管理上还是充满着信心。 ”

“

7

·

3

”事件后紫金山金铜矿在开发

建设过程中，采取“开发一片、稳定一片、

治理一片、成效一片的原则，采用“分层

治水、截短边坡、土壤改良、植物选择”工

程与生物措施并举的植被恢复技术，因

地制宜地对堆场、 废渣尾矿边坡等进行

综合治理， 其生态恢复技术成果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截至目前，紫金山金铜矿累

计投入水保与生态恢复资金

6.8

亿元，

其中植被恢复资金超出

1

亿元， 实施绿

化作业面积近

1.7

万亩，植树

365

万株，

矿区绿化覆盖率达到可绿化区域面积的

97.9%

，形成了“矿在林中、林在矿中”的

生态景象。

经过统计，

2010

年以来紫金矿业累

计投入的环保资金已超

30

亿元， 高标

准构建了环保生态系统。 到目前为止，

公司下属权属企业共有国家级绿色矿

山（试点单位）

8

家，省（自治区）级绿色

矿山单位

2

家， 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

2

个，国家矿山公园

1

座，全国科普教育

基地

1

个， 绿色制造示范企业

2

个，国

家工业产品生态设计试点企业

1

家，国

家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工程

1

项。

2017

年，公司凭借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出色成

绩，获评“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绿色发展

领军企业”。

紫金矿业副总裁谢雄辉也告诉证券

时报采访团记者， 安全环保问题中有

70%

是因为安全生产引发的， 所以应该

更多地注重源头控制。 只有把风险源头

管住了，危险才会降下来。

根据谢雄辉的介绍， 日常安全生产

事故中

88%

的比例都是属于人的不安

全行为产生的。简单说就是“三违”，违章

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 通过分

析， 归根到底在于人们在意识中对于安

全第一的认识严重不够， 一方面是没有

真正认识到安全第一的重要性， 二是即

使认识到也很难严格做到。

“因此从去年开始，紫金矿业开始推

行安全生产准军事化管理， 我认为军事

化体系是塑造安全习惯非常好的一套系

统，也比较容易便捷借鉴。 这种系统首先

通过必要的强制让人熟知熟记安全操作

规程， 接着不断重复， 再发展到入脑入

心，最终形成良好的安全生产习惯，从根

本上解决安全生产问题。 ”谢雄辉说，紫

金矿业的准军事化管理包含了员工准入

把关、严格培训、过程约束和爱兵如子四

个维度。

把握好逆周期收购

紫金矿业的视野日益转向海外。

2017

年， 公司海外黄金资源储量在集团

中的占比已经超过

52%

， 海外铜资源储

量在集团中的占比则已经接近

70%

。

特别是

2015

年，紫金矿业抓住矿产

资源价值被严重低估的机会， 果断入手

卡莫阿

-

卡库拉铜矿

49.5%

的股权。 此

后，通过后续的补充勘探，其铜资源量整

体从收购时的

2400

万吨， 增加到

4249

万吨，平均品位为

2.56%

，增长近一倍。

该矿由此进入全球第四大铜矿之列，仅

次于必和必拓的埃斯康迪达铜矿、 智利

铜业公司的丘基卡马塔铜矿和自由港公

司的格拉斯伯格铜矿， 并且是世界上最

大的高品位、未开发铜矿。

2017

年，刚果（金）科卢韦齐铜矿浮

选系统投料试车， 也在较短时间内成为

了集团铜板块的重要生产基地和新的利

润增长点。

蓝福生总裁表达了自己对铜市的看

好。 他说：“研究机构的市场分析显示，若

不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未来几年铜的

需求比较平稳，每年约有刚需

2%

左右的

增长。 但是供给不足，上一轮

2011

年铜

价特别好的时候，有一波大的资本投资，

现在新增产能大部分释放出来了。 从中

长期看，铜将供不应求。 ”

对于海外扩张，陈景河认为，首先对

资源的增值性、可靠性、可利用性要有客

观准确的判断。 “紫金矿业这些年的海外

扩张不能说没有任何失败， 但总体是成

功的。 因为我自己是学地质的，管理层里

学地质的人才也比较多， 大家对于资源

的判断比较准确，这是最重要的前提。 ”

其次是时机的把握。 中国公司过去

出现并购方面的失败， 很重要一点是在

高峰时期去抢筹码， 即使西方大型矿业

公司也会出现类似问题， 在高峰期买了

一堆超贵的资源。

“贵的东西我们基本不干，就是在市

场比较低迷的时侯进入， 这样逆周期收

购不会犯大错。 ”陈景河说，“但前提是你

逆周期收购的时候要有充足的资金，因

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困难。 从这方面讲，紫

金矿业做得不错， 近些年经营净现金流

量都是利润的三倍以上， 矿产品毛利率

最低也有

34%

， 所以在行业低迷的背景

下还是有资金做一些并购。 ”

在陈景河看来， 矿业是一个艰苦行

业，所有的矿山都在非常落后非常偏远

的地区，中国人则吃苦耐劳，是最适合

从事矿业。 如果中国矿业公司拥有西方

矿业公司的优质资源，通过一段时间努

力， 完全有可能做得比西方公司更好。

这就是紫金矿业坚持走国际化道路的

基本思考。

� � � � 过去 25 年， 紫金矿业搭上改革开放

顺风车，从一个很小的企业发展成中国控

制金属矿产资源最多的矿业公司之一。

公司董事长陈景河说：“紫金矿业只

有在国际市场上能站稳脚跟， 能脱颖而

出，甚至比西方矿业公司做得更好，才算

是真正优秀的矿业公司。 ”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 本版制图：翟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