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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长期波动的采矿与金属业来说，过去几年中的
挑战和不确定性尤为突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
市场长期疲弱，商品价格不断下跌，而投资者纷纷要求
企业精简运作、提高投资回报率。

此外，采矿与金属业企业的利益相关方也日益多元
化，并且各方越来越希望企业肩负起责任，以可持续的
方式开展业务。那么，到底什么是可持续发展？采矿与
金属业如何在这一问题上发挥主动作用，而不是被动应
对？我们认为，只有采取大胆行动，才能使该行业在众
多行业中脱颖而出，找到新的增长机遇，同时搭建起与
利益相关方互动的新平台。

在此背景下，世界经济论坛决定开展采矿与金属业
2050年可持续发展研究计划，而本报告是此倡议行动第
一阶段的部分内容。报告着重描述了采矿与金属业在可
持续发展过程中将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并简要介
绍了塑造可持续发展价值链的主要动因和趋势。2050倡
议旨在为金属采矿业向可持续发展转型提供意见指导、
流程建议和工作框架。

本报告是与世界各地私人部门、学术界、公民社会
以及多边机构成员进行广泛接触和对话基础上的产物。
世界经济论坛对各利益相关方的投入和支持深表感谢，
并期待继续与各方展开对话。

世界经济论坛特别感谢：

–  “2050年可持续发展展望”顾问组成员：布里特·班
克斯（Britt Banks）、史蒂芬·德波斯特（Stephen 

D’Esposito）、伊莱恩·多沃德-金（Elaine Dorward-King）、
杨凯文（Jan Klawitter）、塔拉·波尔策（Tara Polzer）、
丽莎·萨克斯（Lisa Sachs）、马尔西奥·塞尼·莫莱
斯（Marcio Senne de Moraes）和索尼娅·狄麦亚
（Sonia Thimmiah）。

–  来自采矿与金属业的行业合作伙伴，特别是曾担任
2013年世界经济论坛采矿与金属业指导委员会成员的
首席执行官们：库马尔·博拉（Kumar M. Birla）、尼
可拉斯·柯蒂斯（Nicholas A. Curtis）、加利·戈德伯
格（Gary J. Goldberg）、伊凡·格拉森伯格（Ivan Glasenberg）、
罗兰·雍克（Roland Junck）、克劳斯·柯菲德
（Klaus Kleinfeld，主席）、唐纳德·林赛（Donald 

Lindsay）和马克·卡蒂芬尼（Mark Cutifani）。

–  负责任的矿产资源管理全球议程理事会成员：安东尼·

安德鲁斯（Anthony Andrews）、布里特·班克斯
（Britt Banks）、埃德温·巴松（Edwin Basson）、比
阿特丽斯·博萨（Beatriz Boza）、戴维·克拉克
（David Clarke）、史蒂文·德波斯特（Stephen 

D’Esposito）、奥比亚加利·艾泽克维斯利（Obiageli 

Katryn Ezekwesili）、安东尼·霍奇（R. Anthony 

Hodge，主席）、焦健、孔庆影（Janet Kong）、胡格
特·拉贝勒（Huguette Labelle）、安娜·利特尔博伊
（Anna Littleboy）、布鲁斯·麦肯尼（Bruce McKenney）、
亨利·梅迪纳（Henry Medina）、利贾·诺罗尼亚
（Ligia Noronha）、安东尼奥·佩德罗（Antonio A.M. 

Pedro）、迈克尔·所罗门（Michael H. Solomon）和彭
查格·查干（Puntsag Tsagaan）。

此外，世界经济论坛还要感谢本报告的项目知识合
作伙伴埃森哲，特别是2013年担任项目经理的奥利维亚·

雷诺兹（Olivia Reynolds）。

世界经济论坛采矿与金属业团队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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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2013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采矿与金属行业负责人希望论坛能就该行业对可持续发
展的作用和贡献，准备一份行动规划报告。本报告旨在
探索该行业未来发展的潜在格局，并且凸显其中的重点
问题和发展趋势，从而帮助负责人确定世界经济论坛采
矿与金属业团队的工作任务，支持论坛2014年及未来的
行业伙伴计划。本报告并非是在描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情境或路径。

背景

本报告以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
的《2050年愿景》 框架作为全球经济、民族与人口、
环境、能源结构、建筑、交通网络和材料要求等方面重
要变化的指导。在此背景下，本报告的重点不是分析采
矿与金属业当前所面临的种种制约、问题和挑战，而是
着重预判相关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
并分析了企业当前如何为未来成功做好充分准备。

现状

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中，采矿与金属业能否采
取可靠、负责任的方式向全球经济体和社区提供材料和
产品，这一点将至关重要。人们对采矿与金属业企业的
社会预期不断变化，要求也越来越高。世界经济论坛
负责任的矿产资源管理全球议程理事会（Global Agenda 

Council on Responsible Mineral Resources Management）根
据十年来对不同企业的研究，发现了推动当前行业变化
的七项因素。

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采矿与金属业在外部可持续
发展环境下的运营方式将发生根本变化。影响采矿与金
属业企业未来发展走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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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统一的政策与监管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
并且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以及对企业的预期
和要求。

- 所有权形式更加多样（如包括租赁），涉及到一系列
利益相关方，包括采矿和金属企业、政府、服务企
业、公民社会和社区，等等。

- 利益相关方合作关系和伙伴关系建设更加重要，共同
为行业、政府和公民社会提供共享价值。

- 新客户以全新社会和环境标准对采矿和金属企业的业
务、产品和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 纳米技术、机器人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进步推动整个项
目生命周期实现充分自动化，3D打印技术作为常规
手段用于设备维护和维修。

- 新的能源储藏（如深海资源和陨石）被用于商业开
发，并成为现有采矿企业业务的一部分。

- 运营需要达到更高的环境要求，包括最小排放、废物
和耗水量标准。

- 提高项目基础设施、工具和流程适应极端天气情况的
能力。

未来启示

采矿和金属企业应对变化动因的方式将影响其在未
来可持续环境中的市场地位、信誉和价值。当前，该行
业企业应当考虑通过五类行动积极准备，为企业未来的
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 重视沟通交流：企业需要和各利益相关方（企业、公
民社会、政府）进行决定性对话，了解它们的可持
续发展愿景和要求。

- 加大研发投入：采矿和金属企业必须着手发展技术，
以便在此前被认为不可能进入的领域，以清洁、可
负担和有利环境安全的方式开展业务。

- 定义共享价值：为了做好可持续发展准备，该行业企
业需要清楚应为客户和所服务社区创造什么样的
价值。

- 重新思考多利益相关方模式：采矿与金属业企业可以
采用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加速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 培养人才：在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下，经营采矿与
金属业企业将需要不同的技能和能力，这需要企业
未雨绸缪，提前着手培养。

世界经济论坛未来的角色

世界经济论坛将从四个方面支持采矿与金属业实现
可持续发展转型：

1. 吸引行业利益相关方参与讨论：发起多利益相关方对
话，吸引他们共同致力于实现采矿与金属业可持续
发展的愿景。

2. 继续设计一份转型路线图：研究影响该行业发展的推
动因素和问题，找到行业现状和未来愿景之间的
差距。

3. 制定路线图：为采矿与金属业企业制定行动计划，指
导他们向可持续发展转变，包括与政府和公民社会
共同制定参与计划，以及建立进度评估指标。

4. 规划循环经济：在世界经济论坛现有研究基础上，探
究循环经济对该行业的影响。



2. 引言

世界每时每刻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未来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驱动因素也会与今天完全不同。“联合国全球
契约-埃森哲2013年可持续性CEO调查”显示，63%的首
席执行官预计未来五年内可持续性将改变自身行业。 

采矿与金属业企业在未来可持续发展环境下将大有作
为。目前，除南极洲外，每个大洲都有采矿作业，而且
几乎每项产品和服务中都包含金属。鉴于其范围之广和
地位之重要，该行业势必会在未来可持续发展转型中发
挥独特作用。

采矿与金属业作业项目生命周期通常在50年以上。
此外，运营通常比较稳定：即使工作环境变得不令人满
意，也无法简单地变更作业地点。因此，采矿与金属业
企业往往会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金制定长远的计划和预
测，有效的规划也有利它们保护资产。

未来规划并非是一门精确的学问，而要想真正把握
好合情合理、大胆果敢和异想天开之间的平衡尤其困
难。然而，过去的经验教训表明，人们往往会高估短期
可以实现的目标，而低估长期可以实现的目标。

在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年会上，采矿与金属业负责
人希望论坛就金属与采矿企业在未来可持续发展中所扮
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准备一份行动规划报告，为论坛
未来的工作方案提供信息。本报告试图制定金属与采矿
企业的可持续性战略愿景，并明确当前的首要任务。

此外，本报告还明确提出了论坛支持所能采取的
潜在行动，由此帮助采矿与金属业向可持续发展环境
转型。

3. 创设情境：可持续发展的未

来愿景

2009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制定了“愿景
2050”，该框架从九个维度勾画了2050年的可持续发展
情境，并设计出实现该愿景所需的各项活动和转型。为
了将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于2013年发起了“行动2020”，并指出了四个目标：
（1）为下一个十年制定可持续商业议程，并与全球商
界共同分享，激发联合行动；（2）帮助企业了解全球
在科学、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需求；（3）鼓励和支持
企业和行业采取可扩展的可持续发展行动；（4）成为
企业参与的优先级设置框架。 本报告利用世界可持续
发展工商理事会报告中的愿景作为指南，分析采矿和

金属企业在未来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本报告并没
有预设具体的时间表，而是分析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趋势及目标。图1显示了“愿景2050”框架。

可持续发展未来愿景

 “愿景2050”体现了当今来自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
的全球领袖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和决心。那
么，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唯一可
以确定的是，经济、社会、能源、环境、建筑、交通和
材料都将与今天大不相同。

在可持续环境中，定价、市场和商业模式之间的互
动也会不同，将创造出全新的经济形式。衡量成功的方
式也会不同，不再只关注利润得失，还会考虑到环境、
社会成本及其影响。产品价值不仅会受到这些全新测评
指标的影响，在市场上也会受到投资人的认可。经济增
长不再只关注国内生产总值（GDP）这样的传统指标，
而是从经济发展稳定性方面进行评估。

当前，全球经济竞争已变得越来越激烈、多样和包
容。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能力差距也在慢
慢缩小，市场结构为所有优化生产力的企业提供用武之
地。

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下，企业更多将提供解决方案而
非服务，与其他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也会
越来越普遍，伙伴关系将是企业合作成功的基础。消费
者有更大的发言权，企业会积极建立消费者互动渠道，
迅速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品。

不过，不仅仅只是经济领域会发生变化；社会也同
样发生了一些改变。平均寿命的延长，加上婴儿出生率
和死亡率的下降，导致了人口增加和结构的老龄化。医
疗保健、保险、银行和教育等关键基础服务的普及率已
有所提升，并且所有人都可通过某种方式来获得。贫困
问题将成为历史。所有人、特别是女性将获得更多的经
济机会，而更多的资本和更高的生活标准也将促进全球
消费。

获得可靠、负担得起的能源仍然非常关键。但是，
能源供求会越来越多样，并且会得到更有效的衡量和管
理。新技术的应用有助电网实时响应并平衡能源供求关
系。电厂在设计时就会最大程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可
再生能源将在能源结构中占相当大的比例。企业和个人
也会主动测量自身能耗情况，并尽可能实现需求最小
化。

能源领域的变化趋势一定程度上源于人们环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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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2009年。《愿景2050：商界新议程》

图1: 愿景2050框架

金属企业在未来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本报告并没
有预设具体的时间表，而是分析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趋势及目标。图1显示了“愿景2050”框架。

可持续发展未来愿景

“愿景2050”体现了当今来自政府、企业和公民社
会的全球领袖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和决心。那
么，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唯一可
以确定的是，经济、社会、能源、环境、建筑、交通和
材料都将与今天大不相同。

在可持续环境中，定价、市场和商业模式之间的互
动也会不同，将创造出全新的经济形式。衡量成功的方
式也会不同，不再只关注利润得失，还会考虑到环境、
社会成本及其影响。产品价值不仅会受到这些全新测评
指标的影响，在市场上也会受到投资人的认可。经济增
长不再只关注国内生产总值（GDP）这样的传统指标，
而是从经济发展稳定性方面进行评估。

当前，全球经济竞争已变得越来越激烈、多样和包
容。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能力差距也在慢
慢缩小，市场结构为所有优化生产力的企业提供用武
之地。

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下，企业更多将提供解决方案而
非服务，与其他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也会
越来越普遍，伙伴关系将是企业合作成功的基础。消费
者有更大的发言权，企业会积极建立消费者互动渠道，
迅速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品。

不过，不仅仅只是经济领域会发生变化；社会也同
样发生了一些改变。平均寿命的延长，加上婴儿出生率
和死亡率的下降，导致了人口增加和结构的老龄化。医
疗保健、保险、银行和教育等关键基础服务的普及率已
有所提升，并且所有人都可通过某种方式来获得。贫困
问题将成为历史。所有人、特别是女性将获得更多的经
济机会，而更多的资本和更高的生活标准也将促进全球
消费。

获得可靠、负担得起的能源仍然非常关键。但是，
能源供求会越来越多样，并且会得到更有效的衡量和管
理。新技术的应用有助电网实时响应并平衡能源供求关
系。电厂在设计时就会最大程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可
再生能源将在能源结构中占相当大的比例。企业和个人
也会主动测量自身能耗情况，并尽可能实现需求最
小化。

能源领域的变化趋势一定程度上源于人们环境意识
的提高。未来的可持续环境将更加温暖。海平面升高，
饮用水和可耕地减少，全球生态系统越来越脆弱。尽量
减少水流失和水消耗将是重要的商业推动因素。人们的
价值观和企业的要求更加协调一致，通过采用创新模式
确保土地得到有效管理，人人都有水用，动植物得到保
护。

在可持续环境下，城市布局将体现出人口的社会和
环境需求。建筑“智能化”，提供实时的资源消耗和效率
信息，便于居住者加强资源管理。居住者将为增能建筑
支付额外费用，对现有建筑加装更强大、更灵活和更轻
便的材料，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社会、建筑和能源共同促进了交通领域的变化。虽
然人们的交通需求增加了，但交通的环境影响却降低
了，因为在可持续环境下，系统整合将进一步加强，低
成本城市交通系统和技术进步也越来越普及，因此交通
效率更高。尽管替代燃料如电能、水力和混合动力已很
普遍，但交通效率最大的进步还是来自信息技术。消费
者可以获得准确的实时数据，帮助他们选择交通工具，
减少出行时间、环境影响和经济成本，同时实现速度、
安全性和舒适度最大化。汽车制造商改善了流程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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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价值观 人类发展 经济 农业 森林 能源和电力 建筑 交通运输 材料

将可持续性
融入所有产品、
服务和生活方
式当中

使所有人的基
本需求都能得
到满足

通过一场新的
绿色革命获得
充足的粮食和
生物燃料

恢复和再生 安全、充足的
低碳能源供应

推动建筑的净
能耗趋向于零

安全、低碳的
交通运输

不再产生废弃物

将资源与材料的
生态效率从2000
年基础上提升4
至10倍

采用闭环式设计

更少投入，更多
产出

逐步停止垃圾填埋

闭环设计

价值链创新

提高生产领域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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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可靠、低
碳的交通服务 、
基础设施和信
息

使交通运输更
加智能

通过全面的办
法改善整体交
通运输

制定生物燃料
标准

打造综合运输
解决方案

建立更高效、
可替代的运输
系统

使所有新建筑
的净能耗为零

建筑更智能，
用户更明智

推动市场向提高
能效方向发展

制定严格的能效
规则

通过商业模式团
结所有参与方

全球二氧化碳
排放量（在2005
年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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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
量达到峰值，
并开始下降

调整、创造公平
的能源竞争环境

制定全球碳价格

商定如何管理温
室气体

降低可再生能源
成本

停止砍伐森林，
使重新种植森
林的碳汇量从
2010年基础上
翻一番

不断促进森林
保护和高效生
产

通过碳激励机
制推动进步

致力于减少碳
排放

提高产量

提高土地和水
的生产效率，
使农业产出增
加一倍

提升全球贸易、
农作物产量和碳
管理水平

发展知识密集
型农业

培训农业生产者

使贸易更自由、
更公平

提高单位产量

提高用水效率

进一步开展农业研发

开发新的农作物品种

展示真实价值、
真实成本和真
实利润

利用真正的价值
帮助市场提升包
容性

重新定义进步

建立全球、地区
及企业的领导力

努力实现基于真
实价值的定价

建立长期融资模式

传播各种技术

取消补贴

使碳、水资源，
及其他生态系统
服务的成本观念
深入人心

使数十亿人脱
离贫困

利用生态系统
和企业帮助创
造价值

建立信任、企
业家精神和包
容性

使可持续的
生活方式成为
主流

通过合作促
进对变革的理解
和支持

更深入的本
地和环境理解力

保证基本服
务的获得

把握人口老
龄化的机遇

实现城市综
合管理

通过激励措
施促进行为改变

树立衡量成功的新标准

帮助女性获得经济实力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提升需求端能效

建立节能意识

投资于基础设施

与消费者共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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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领域的变化趋势一定程度上源于人们环境意识
的提高。未来的可持续环境将更加温暖。海平面升高，
饮用水和可耕地减少，全球生态系统越来越脆弱。尽量
减少水流失和水消耗将是重要的商业推动因素。人们的
价值观和企业的要求更加协调一致，通过采用创新模式
确保土地得到有效管理，人人都有水用，动植物得到
保护。

在可持续环境下，城市布局将体现出人口的社会和
环境需求。建筑“智能化”，提供实时的资源消耗和效
率信息，便于居住者加强资源管理。居住者将为增能建
筑支付额外费用，对现有建筑加装更强大、更灵活和更
轻便的材料，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社会、建筑和能源共同促进了交通领域的变化。虽
然人们的交通需求增加了，但交通的环境影响却降低
了，因为在可持续环境下，系统整合将进一步加强，低
成本城市交通系统和技术进步也越来越普及，因此交通
效率更高。尽管替代燃料如电能、水力和混合动力已很
普遍，但交通效率最大的进步还是来自信息技术。消费
者可以获得准确的实时数据，帮助他们选择交通工具，
减少出行时间、环境影响和经济成本，同时实现速度、
安全性和舒适度最大化。汽车制造商改善了流程和材
料，更加低碳环保，几乎没有颗粒物排放。闭合式设计
减少了废弃物，同时提高了材料再利用率。

在未来可持续环境下，消费会越来越高，因为人口
越来越多，但人均消费会越来越少，因为资源效率、循
环经济和共享等模式会确保材料的使用不会超过现有资
源。稳健的生命周期评估促成了材料企业（如钢、铝）
的商业战略。人们希望通过成熟的渠道，使生命周期末
期的产品可以在原来的领域或其他行业得到再利用。价
值链上的企业通力合作，努力提高材料效率。在竞争的
废弃物市场上，行业、城市和消费者有更多的废物管理
机会。改良产品设计和改进废物管理，意味着人均原材
料需求会降低，能源和水资源供应更加平衡，并且温室
气体排放量得到有效控制。

与采矿与金属业最息息相关的趋势体现在能源、材
料、交通和建筑方面。该行业有机会从战略高度思考这
些趋势如何影响产品的需求以及保障供应的方式。采矿
与金属业企业的项目规划周期很长，他们现在有充足的
时间思考如何适应可持续发展趋势。特别是，社区、公
民社会、投资者或政府都不会容忍不可持续的采矿与金
属业企业，因此主动出击至关重要。鉴于此，本报告接
下来将深入探讨采矿与金属业企业在未来可持续发展中
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4. 可持续环境中的采矿与金属业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

图2：在可持续的环境中发展采矿与金属业

图2描述了采矿与金属业在未来可持续环境中的角
色和贡献。

5. 在可持续的环境中，需求对

采矿与金属企业的影响

未来，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下，人们对金属和矿产资
源的需求将非常强劲，对全球90亿人口中满足数量众
多、经济富裕人口的能源、社会和城市需求来说，这些
材料尤为重要。届时，人均需求将低于二十一世纪初。
消费不再是财富的象征，在尽可能减少消费的同时享受
尽可能高的生活水准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重点。而且，
“循环”共享经济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本节内容将
进一步探讨市场发展趋势，以及循环经济对未来采矿与
金属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市场趋势

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下，投资者基于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共同理解和承诺，进行金属和矿物资源估值和交易。
采矿与金属业市场将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拉
美和非洲的交易所将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对所
有投资者来说，曾经不予考虑的因素，例如环境效率和
社会影响等，将成为商品价值的一部分，构成“真实成
本”。生命周期评估也将成为决定价值的一个有机构
成，金属和矿产资源的可持续管理被视为是重要的投资
机会。

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对某些具体材料的需求，但是可
以对未来能源、建筑和交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趋势进行
简要介绍：

-能源：未来，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下，能源结构将
与过去完全不同，特别是燃料更加多样化，因此产生能
源的原材料也有很大不同。大部分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
和替代燃料，对煤炭的需求显著减少，但不会完全消
失，因为清洁技术（如碳捕获和封存）有助煤炭继续用
作燃料来源。未来，可再生能源将在能源结构中扮演重
要角色，同时也会对金属和其他材料的使用产生相应影
响。例如，相比其他能源资源，风能和太阳能技术需要
更多钢铁。氢电池和核能的大量使用将增加对金属催化
剂（如锌和铂）的需求。稀土金属在清洁技术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未来其需求很可能大幅上升，但相比核心金
属和商品涨幅仍然较小。

-建筑：在未来可持续环境中，建筑材料将更加结
实、灵活和轻便。这虽然使钢铁行业面临一定威胁，但
同时也带来了良好发展契机，因为人们已经开发出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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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未来，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下，能源结构将与过
去完全不同，特别是燃料更加多样化，因此产生能
源的原材料也有很大不同。大部分能源来自可再生
能源和替代燃料，对煤炭的需求显著减少，但不会
完全消失，因为清洁技术（如碳捕获和封存）有助
煤炭继续用作燃料来源。未来，可再生能源将在能
源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也会对金属和其他材
料的使用产生相应影响。例如，相比其他能源资
源，风能和太阳能技术需要更多钢铁。氢电池和核
能的大量使用将增加对金属催化剂（如锌和铂）的
需求。稀土金属在清洁技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未
来其需求很可能大幅上升，但相比核心金属和商品
涨幅仍然较小。

- 建筑：在未来可持续环境中，建筑材料将更加结实、
灵活和轻便。这虽然使钢铁行业面临一定威胁，但
同时也带来了良好发展契机，因为人们已经开发出
了合成材料，以及其他更加物美价廉的替代材料。

- 交通：未来，交通行业会继续对采矿与金属行业提出
更高的要求，只不过所需产品和相关原材料的类型
发生了变化。比如，轮船和汽车用钢将更加结实轻
便。而合成材料和铝等材料的广泛使用（特别是在
航空航天领域）将成为钢铁业的有益补充和竞争趋
势。人均汽车需求减少，越来越多城市人口选择可
靠的、低成本公共交通系统出行，或者必要时选择
采取短期拼车。消费者更加青睐电动和节能型汽
车，因此对制造电池所用材料（如稀土氧化物、钴
和锂）的需求将保持稳定。

这种例子可谓数不胜数。未来，可持续发展环境对
每种金属和材料的要求各不相同。因此需要开展进一步
研究，预测并了解这些发展趋势，但可以肯定的是，采
矿和金属业企业将迎来巨大机遇。

循环经济

未来，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下，全球市场已实现循环
经济转型，从而激发了各种预期的发展趋势，包括中产
阶级队伍日益壮大（预计到2030年，将增加20亿中产阶
级消费者），商品价格波动常态化，废弃物不断增加，
环境监管日趋严格等。循环经济指的是从线性商业模式
（即利用原材料制造产品、然后废弃）转变成循环商业
模式（即产品或零部件不断修理、重新利用、回收和再
利用）。循环经济孕育着巨大商机：预计到2025年，欧
盟制造业的一个子部门每年将实现高达6300亿美元的净
材料成本节约，极大刺激产品开发、再制造和翻新等经
济活动。5

客户和供应商也会要求采矿和金属业企业的发展与
循环经济保持一致。下游企业将通过改良产品设计、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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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

未来，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下，全球市场已实现循环
经济转型，从而激发了各种预期的发展趋势，包括中产
阶级队伍日益壮大（预计到2030年，将增加20亿中产阶
级消费者），商品价格波动常态化，废弃物不断增加，
环境监管日趋严格等。循环经济指的是从线性商业模式
（即利用原材料制造产品、然后废弃）转变成循环商业
模式（即产品或零部件不断修理、重新利用、回收和再
利用）。循环经济孕育着巨大商机：预计到2025年，欧
盟制造业的一个子部门每年将实现高达6300亿美元的净
材料成本节约，极大刺激产品开发、再制造和翻新等经
济活动。

客户和供应商也会要求采矿和金属业企业的发展与
循环经济保持一致。下游企业将通过改良产品设计、延
长资产寿命、重复使用和再利用“封闭式”供应链，切
实实现商业和环境收益。闭环供应链系统将减少提炼和
加工新资源的需求，为此，采矿和金属业企业将出现下
列三种趋势：

- 减少：限制自然材料的使用，加强供求协调；通过机
械化、自动化和优化提高资源开发效率（即产
量）；改善材料加工和锻造过程中的恢复率；限制
污染物排放（如尾矿、矸石和采矿废水等）；发展
低品位铁矿石的应用。

- 再利用：通过预测和规划未来的使用情况，延长资
源、材料、产品或服务的寿命；安装废水、废物和
尾矿循环系统，改良矿物加工技术；充分利用废弃
物和副产品；与下游企业共同设计可适应、易修复
的产品；标记材料和合金，协助识别材料生命周
期，并加速后续应用。

- 回收：通过资源加工和金属制品，使其成为可资利用
的新资源，从而减少废弃物；进行排放前废水处
理；提升加工能力，应对更高的报废率。

向循环经济过渡将有助降低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环
境影响。为了在可持续循环经济中有效运营，采矿和金
属业企业将需要应对三个主要方面的问题：发展具有所
需技能和能力的人才队伍；加强与废品市场的接触；专
注客户和消费者关系。

循环经济的采矿和金属业人才需要新的技能。采矿
和金属业企业一直在寻找创新手段，以减轻对其业务的
影响，这就需要新的技术和商业流程。此外，研发技能
也很重要。这些人才具有企业内部的生命周期评估能
力，能够收集、管理和应用强大的数据集，基于行业标
准对产品性能进行衡量。评估和数据有助企业建立对材
料质量的信心，设计团队可利用这种材料与客户共同致
力于有效减少、再利用和回收材料。

然而，最重要的技能或许是在整个产品价值链上有
效打造并管理与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的关系，这将推
动产品创新，提高生产效率。

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下，废品市场更加全面，采矿和
金属业企业也积极参与其中。随着材料再利用成为企业
的重点工作，废品也越来越宝贵。一些材料和产品的市
场相对更加活跃，如钢铁、铝、黄铜和锌。除废品收购
商以外，采用更先进的方法从事废品收集和处理系统的
企业也增强了循环经济的效力。整个行业就质量标准和
追踪机制达成共识，尽可能减少用来核实再使用材料构
成和质量的高成本检测。

最后，未来客户和消费者会对采矿和金属业企业提
出更高要求。在循环经济中，这些企业与消费者紧密相
联，其客户关系也对整个价值链上的价值创造活动至关
重要。通过密切的合作关系，采矿和金属业企业能够改
变生产流程，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采用消费者期待的
更高环境和社会标准。

循环经济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元素。因
此，采矿和金属业企业需要打造全新技能、建立新型关
系，强化废品市场中的活动，以减少、再利用和回收各
种材料。

10

5

6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会



然而，最重要的技能或许是在整个产品价值链上有
效打造并管理与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的关系，这将推
动产品创新，提高生产效率。

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下，废品市场更加全面，采矿和
金属业企业也积极参与其中。随着材料再利用成为企业
的重点工作，废品也越来越宝贵。一些材料和产品的市
场相对更加活跃，如钢铁、铝、黄铜和锌。除废品收购
商以外，采用更先进的方法从事废品收集和处理系统的
企业也增强了循环经济的效力。整个行业就质量标准和
追踪机制达成共识，尽可能减少用来核实再使用材料构
成和质量的高成本检测。

最后，未来客户和消费者会对采矿和金属业企业提
出更高要求。在循环经济中，这些企业与消费者紧密相
联，其客户关系也对整个价值链上的价值创造活动至关
重要。通过密切的合作关系，采矿和金属业企业能够改
变生产流程，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采用消费者期待的
更高环境和社会标准。

循环经济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元素。因
此，采矿和金属业企业需要打造全新技能、建立新型关
系，强化废品市场中的活动，以减少、再利用和回收各
种材料。

6. 可持续发展对采矿和金属业

企业未来供应的影响

未来，采矿和金属业企业不会受到现有材料流程和
来源的制约，并将通过技术进步获益，例如自动化会取
代很多人工、重复的流程。此外，业务将拓展到新的前
沿领域，如深海勘探和陨石勘探等。经营活动采取多样
化的所有权模式，并对顶尖设备进行整合，实现能源和
水资源效率最大化，同时减少废弃物。第六部分主要阐
述了采矿和金属业企业在供应方面受到的影响。

现有资源

传统的矿产资源和商品资源将继续满足未来可持续
发展的众多需求。自动化开采过程和新技术（如3D打印
等）的应用，将提高矿产与金属开采和制造的效率。

虽然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下，人口增长和富裕程度的
提高会增加人们对材料的整体需求，但随着人均需求的
下降，矿产资源不太可能出现稀缺问题。采矿企业将成
为有效资源供应商。技术进步有助企业开采出比几十年
前所开采品位还要低的铁矿石（即黄铜品位从1900的
4%下降到2010年的1.07%）。

在未来可持续发展环境下，成功的采矿作业将在整
个采矿生命周期中最大程度采用自动化技术，提高安全
性、生产效率并降低成本。虽然一些企业早在二十一世
纪初就开始推出自动化采矿计划，但实际却必须在开放
式行业标准制定之后，随着技术和商业模式的不断完
善，这类计划才能逐步在全行业中得到实施。开采过程
中，企业能够通过感应和熔合技术对某个区域的几何与
地球物理数据进行综合考虑。规划过程中也可以利用自
动机器人来帮助设计最安全、最经济高效的铁矿石开采
流程。应用自动化系统有助显著改善钻井作业，减少波
动风险，提高质量，并降低维护成本。最后，利用无人
驾驶车辆或轨道作业系统将铁矿石从开采地运输出来，
采用可以避开障碍物的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和无线技
术，创造一个安全的操作环境。借助自动化技术，企业
可以获得大量实时数据，帮助他们提升决策能力，主动
进行现场作业管理，提高矿产产量，优化能源使用并降
低损耗。

3D打印技术的发展对采矿和金属业作业产生了深远
影响。它有助大大缩短设备维修时间，因为3D打印不仅
可以现场直接制造零部件，而且也是偏远地区节约时间
的好方法。它能够有效节约成本并实现环境效益。3D打
印技术的运用不仅有助设计工作更轻便、规模更小和更
高效，也可以延长矿产开采作业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并减少作业的环境影响。可将损坏或冗余的设备进行回
收作为新的零部件。就陆地矿藏开采来说，相比传统制
造方法，3D打印能够降低50-80%的成本。8在金属行
业，也有企业专门应用3D打印技术生产可在室温下打印
的导电液态金属。9自二十一世纪初该项技术出现以
来，随着最初的应用障碍得到消除，未来3D打印技术将
在采矿和金属业企业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在推出空前
的安全和质量标准以后，该技术将在全球都得到广泛应
用，并配以相关技能提供支持；使用3D打印的生产成本
比依赖外部供应链低很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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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可持续发展环境下，成功的采矿作业将在整
个采矿生命周期中最大程度采用自动化技术，提高安全
性、生产效率并降低成本。虽然一些企业早在二十一世
纪初就开始推出自动化采矿计划，但实际却必须在开放
式行业标准制定之后，随着技术和商业模式的不断完
善，这类计划才能逐步在全行业中得到实施。开采过程
中，企业能够通过感应和熔合技术对某个区域的几何与
地球物理数据进行综合考虑。规划过程中也可以利用自
动机器人来帮助设计最安全、最经济高效的铁矿石开采
流程。应用自动化系统有助显著改善钻井作业，减少波
动风险，提高质量，并降低维护成本。最后，利用无人
驾驶车辆或轨道作业系统将铁矿石从开采地运输出来，
采用可以避开障碍物的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和无线技
术，创造一个安全的操作环境。借助自动化技术，企业
可以获得大量实时数据，帮助他们提升决策能力，主动
进行现场作业管理，提高矿产产量，优化能源使用并降
低损耗。

3D打印技术的发展对采矿和金属业作业产生了深远
影响。它有助大大缩短设备维修时间，因为3D打印不仅
可以现场直接制造零部件，而且也是偏远地区节约时间
的好方法。它能够有效节约成本并实现环境效益。3D打
印技术的运用不仅有助设计工作更轻便、规模更小和更
高效，也可以延长矿产开采作业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并减少作业的环境影响。可将损坏或冗余的设备进行回

收作为新的零部件。就陆地矿藏开采来说，相比传统制
造方法，3D打印能够降低50-80%的成本。 在金属行
业，也有企业专门应用3D打印技术生产可在室温下打印
的导电液态金属。  自二十一世纪初该项技术出现以
来，随着最初的应用障碍得到消除，未来3D打印技术将
在采矿和金属业企业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在推出空前
的安全和质量标准以后，该技术将在全球都得到广泛应
用，并配以相关技能提供支持；使用3D打印的生产成本
比依赖外部供应链低很多。

由于技术变革，预计未来可持续发展将出现以下趋
势：

- 就业形势：体力工作大幅减少，并且主要集中在城市
地区，以专业化、多元化的员工队伍为主导。

- 知识与技能：需要数据管理、通信技术和机电等领域
的专门技能。越来越多职位将需要接受高等教育的
员工。

- 多元化社群：传统的“采矿业圈子”将转变成多元经
济共同体，涵盖多种服务领域和行业。

为了在未来可持续发展中取得成功，占据有利地
位，采矿和金属业企业需要发展新的技能，并进行研发
投资，将新技术有效运用于自身业务中。

所有权模式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前，关于矿产权、所有权，特
别是资源国有化和资源收益的合理分配，必将处于采矿
和金属业议程商讨的核心位置。在向可持续环境过渡过
程中，这种讨论会变得更加富有建设性，采矿和金属业
企业也将承诺创造共享价值，而不是只关注自身的循环
获利。

未来，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下，尚不存在一个完美的
所有权模式或资金安排，但应充分考虑以下七个因素：

-项目开发：采矿和金属业企业担当项目开发者，
而非矿产权所有人。这种管理上的变化有助企业专注于
自己的强项，例如创建和运营项目，同时赋予政府和社
区矿产资产所有权，并利用资源收益实现该地区的社会
和经济目标。12

-长期价值：所有权模式旨在降低商品价格波动的
风险，支持企业和经济多样化。通过对资源收益的有效
管理，有效平衡目前和未来投资要求，并推动地区的经
济多样化。环境和社会管理是决定整体价值主张的重要
因素。

-公平的利润分配：根据事先一致认可的合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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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模式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前，关于矿产权、所有权，特
别是资源国有化和资源收益的合理分配，必将处于采矿
和金属业议程商讨的核心位置。在向可持续环境过渡过
程中，这种讨论会变得更加富有建设性，采矿和金属业
企业也将承诺创造共享价值，而不是只关注自身的循环
获利。

未来，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下，尚不存在一个完美的
所有权模式或资金安排，但应充分考虑以下七个因素：

- 项目开发：采矿和金属业企业担当项目开发者，而非
矿产权所有人。这种管理上的变化有助企业专注于
自己的强项，例如创建和运营项目，同时赋予政府
和社区矿产资产所有权，并利用资源收益实现该地
区的社会和经济目标。

- 长期价值：所有权模式旨在降低商品价格波动的风
险，支持企业和经济多样化。通过对资源收益的有
效管理，有效平衡目前和未来投资要求，并推动地
区的经济多样化。环境和社会管理是决定整体价值
主张的重要因素。

- 公平的利润分配：根据事先一致认可的合理水平在各
利益相关方之间分配利润，涉及政府、社区和投资
者。可以在开采/生产时支付商品价值，或者商品所
有者可以选择获得部分商品的自由使用或出售。该
方法最关键的一点是，将所有利益相关方平等置于
运营绩效和商品价格波动风险之下。 

- 包容性：所有参与者，包括手工小规模采矿（ASM）
在内的矿主、新加入企业和跨国公司，都有责任执
行相同的标准和政策，为该行业构建统一、公平的
竞争平台。这有助推动不同参与企业的融合，并提
高协作程度，在此情境下，手工小规模采矿矿主将
得到大型采矿企业的帮助。

- 知识共享：通过创建公私联合体增强地质知识，促进
金属和采矿项目的勘探和运营。采矿和金属业企业
通过共享地质数据，支持更广泛的矿产开发活动，
并创造有效合作机会，迅速实现价值。

- 矿产租赁：虽然企业面临着诸多挑战，但一些企业和
政府还是实施各种模型，追踪矿物商品在整个价值
链过程的使用情况，并将材料出租而非出售给客
户。这要求有非常完善的追踪机制。例如：企业拿
到未来能购买被循环使用的某矿物商品的贷方凭
证。在这种机制下，客户会补偿企业绩效，而非商
品所有权。

- 承包采矿：商品所有者将生产责任承包给最有效率且
高效的服务提供商，即使该服务提供商不是传统意
义的采矿企业。事实上，从矿主向服务提供商的承
包过渡鼓励竞争，提高了成本效率，并对实施最高
绩效标准的企业予以奖励。

在未来可持续发展环境下，所有权模式原则上具有
充分的灵活性，支持采矿和金属业企业与政府和公民社
会通力合作，制定互利互惠的所有权协议。显而易见，
所有权模式不应是一种投机行为，而是帮助政府、企业
和公民社会实现共享价值。

影响企业运营的环境条件

未来，可持续环境条件将从两方面对采矿和金属业
企业产生影响。首先，企业需要考虑如何适应不断变化
的环境条件，如气温升高、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事件
等。其次，它们需要调整业务流程，最大限度降低对环
境的影响，如废气、废水、废物的排放以及生物多样性
等。这些原则适用于整个项目生命周期中的以下各个阶
段：

-运营许可：资源的获取是有限的，特别是水、能
源和耕地，而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末出现的“真实成本
内部化”，也使资源变得越来越昂贵。采矿和金属业企
业为了获得并保持开采经营权，将与当地政府和社区积
极合作，制定并管理互惠互利的适应战略和运营标准。

-资源勘探：具有高度生物多样性的地区严格禁止
新的勘探作业，但北极地区将新出现一些勘探机会。

-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的设计将更
加经久耐用，可以抵抗越来越频繁和剧烈的天气变化。
多雨地区的作业活动，也会投入更加强大的暴风雨控制
系统，最大程度降低净水和脏水混杂的可能性。作业期
间，将提高水资源重复利用和废水处理的要求。此外，
拥有最强大能效技术的企业将获得竞争优势，并且在某
些情况下，通过向同行企业出售技术许可，获得新的收
入来源。

-生产活动：环境友好型运营的价值将更容易获得
市场认可。运营需要达到更高的环境要求，如降低排放
和能耗、减少废弃物和水资源利用等。企业将通过调整
流程，最大程度确保非峰值的能源供应，并大量吸收可
再生能源。替代燃料得到广泛采用，并通过水资源管理
技术，确保水域平衡维持在可以接受的程度。

-流通环节：由于海平面升高，港口基础设施将得
到改造，同时还会出台有关高效运输能力的新规定。

-生产结束/结束后：提高生态恢复标准，增加成本
投入，延长管理责任期限。

在未来可持续发展环境下，采矿和金属业企业以及
价值链上的所有参与企业都必须遵守严格的环境标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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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包采矿：商品所有者将生产责任承包给最有效率且
高效的服务提供商，即使该服务提供商不是传统意
义的采矿企业。事实上，从矿主向服务提供商的承
包过渡鼓励竞争，提高了成本效率，并对实施最高
绩效标准的企业予以奖励。

在未来可持续发展环境下，所有权模式原则上具有
充分的灵活性，支持采矿和金属业企业与政府和公民社
会通力合作，制定互利互惠的所有权协议。显而易见，
所有权模式不应是一种投机行为，而是帮助政府、企业
和公民社会实现共享价值。

影响企业运营的环境条件

未来，可持续环境条件将从两方面对采矿和金属业
企业产生影响。首先，企业需要考虑如何适应不断变化
的环境条件，如气温升高、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事件
等。其次，它们需要调整业务流程，最大限度降低对环
境的影响，如废气、废水、废物的排放以及生物多样性
等。这些原则适用于整个项目生命周期中的以下各个
阶段：

- 运营许可：资源的获取是有限的，特别是水、能源和
耕地，而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末出现的“真实成本
内部化”，也使资源变得越来越昂贵。采矿和金属
业企业为了获得并保持开采经营权，将与当地政府
和社区积极合作，制定并管理互惠互利的适应战略
和运营标准。

- 资源勘探：具有高度生物多样性的地区严格禁止新的
勘探作业，但北极地区将新出现一些勘探机会。

- 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的设计将更加经
久耐用，可以抵抗越来越频繁和剧烈的天气变化。
多雨地区的作业活动，也会投入更加强大的暴风雨
控制系统，最大程度降低净水和脏水混杂的可能
性。作业期间，将提高水资源重复利用和废水处理
的要求。此外，拥有最强大能效技术的企业将获得
竞争优势，并且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向同行企业出
售技术许可，获得新的收入来源。

- 生产活动：环境友好型运营的价值将更容易获得市场
认可。运营需要达到更高的环境要求，如降低排放
和能耗、减少废弃物和水资源利用等。企业将通过
调整流程，最大程度确保非峰值的能源供应，并大
量吸收可再生能源。替代燃料得到广泛采用，并通
过水资源管理技术，确保水域平衡维持在可以接受
的程度。

- 流通环节：由于海平面升高，港口基础设施将得到改
造，同时还会出台有关高效运输能力的新规定。

- 生产结束/结束后：提高生态恢复标准，增加成本投
入，延长管理责任期限。

在未来可持续发展环境下，采矿和金属业企业以及
价值链上的所有参与企业都必须遵守严格的环境标准。
因此企业需要积极规划，努力降低自身作业的环境影
响，确保未来继续获得采矿许可。

新资源：开辟新的前沿领域

未来，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下，金属和采矿作业将进
入新的前沿领域。海底丰富的黄金、黄铜、锌和稀土储
备令深海采矿变得极富吸引力，而且自2015年以来，技
术上已经具备了可行性。先进的机器人技术有助海底勘
探，同时某些检测表明，海底沉积物可能含有比陆地沉
积物浓度高10倍的矿物质。13不过，商业价值的判断往
往受到金属价格和资本要求的影响，一次深海采矿作业
需要的初期资本投入为19.5亿美元，运营则需要90亿美
元。14幸运的是，这些成本将逐渐降低。最初，由于人
们了解不足，担心海上采矿作业的环境影响，因此尚未
迅速开展这类项目。但是，由于2010年到2013年勘探许
可证的发放增加了一倍多（由8个增至17个），15人们
认识到，勘探开采将与应对这些挑战同时进行，而不是
等找到解决方法以后才开始勘探，这和发展海上油气钻
探的过程相类似。

在未来可持续发展环境下，小行星采矿也是行业探
索的一个领域。小行星上丰富且高质量的矿物质，结合
大量技术进步和强大的资本投入，意味着小行星采矿将
成为现实，事实上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这类活动。二十
一世纪初对陨石的检测表明，在小行星特别适合开采铂
族金属、镍和铁。某些估测显示，一个直径500米的小
行星所含有的铂是全球年产量的174倍，是已知世界铂
族金属储量的1.5倍。16然而，这不只是量的问题。小
行星上资源的质量也是不可比拟的，例如，小行星上铁
矿石、镍和钴的品级远远高于地球上所含品级。

小行星矿物质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巨大潜力，使小行
星采矿变得极富吸引力。此外，小行星上具有的非矿石
商品（如水资源），也进一步显示出其商业价值。在地
表采矿过程中，事实上只有千分之一的四级成矿可以进
行开采，而小行星的比例可能更高些，因为有一半的小
行星都含有水分，并且比登月球容易10%。17

太空采矿并不能取代地表采矿，只能作为补充。在
地球和行星之间运输矿物质的成本将是主要障碍，至少
目前如此，因为发射成本约在每公斤1万美元到4万美元
不等。18相比从地球升至外太空的开支，从太阳系内部
直达其它地方的太空旅行更具成本效益。尽管如此，有
估测显示，近地轨道发射成本需要降低到每公斤200美
元，才能使太空原材料的发掘具备可行竞争力。192012

年，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预计政府机构将花费26

亿美元捕捉一个直径7米的小行星，并将它带到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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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通环节：由于海平面升高，港口基础设施将得到改
造，同时还会出台有关高效运输能力的新规定。

- 生产结束/结束后：提高生态恢复标准，增加成本投
入，延长管理责任期限。

在未来可持续发展环境下，采矿和金属业企业以及
价值链上的所有参与企业都必须遵守严格的环境标准。
因此企业需要积极规划，努力降低自身作业的环境影
响，确保未来继续获得采矿许可。

新资源：开辟新的前沿领域

未来，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下，金属和采矿作业将进
入新的前沿领域。海底丰富的黄金、黄铜、锌和稀土储
备令深海采矿变得极富吸引力，而且自2015年以来，技
术上已经具备了可行性。先进的机器人技术有助海底勘
探，同时某些检测表明，海底沉积物可能含有比陆地沉
积物浓度高10倍的矿物质。 不过，商业价值的判断往
往受到金属价格和资本要求的影响，一次深海采矿作业
需要的初期资本投入为19.5亿美元，运营则需要90亿美
元。 幸运的是，这些成本将逐渐降低。最初，由于人
们了解不足，担心海上采矿作业的环境影响，因此尚未
迅速开展这类项目。但是，由于2010年到2013年勘探许
可证的发放增加了一倍多（由8个增至17个）， 人们认
识到，勘探开采将与应对这些挑战同时进行，而不是等
找到解决方法以后才开始勘探，这和发展海上油气钻探
的过程相类似。

在未来可持续发展环境下，小行星采矿也是行业探
索的一个领域。小行星上丰富且高质量的矿物质，结合
大量技术进步和强大的资本投入，意味着小行星采矿将
成为现实，事实上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这类活动。二十
一世纪初对陨石的检测表明，在小行星特别适合开采铂
族金属、镍和铁。某些估测显示，一个直径500米的小
行星所含有的铂是全球年产量的174倍，是已知世界铂
族金属储量的1.5倍。 然而，这不只是量的问题。小行
星上资源的质量也是不可比拟的，例如，小行星上铁矿
石、镍和钴的品级远远高于地球上所含品级。

小行星矿物质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巨大潜力，使小行
星采矿变得极富吸引力。此外，小行星上具有的非矿石
商品（如水资源），也进一步显示出其商业价值。在地
表采矿过程中，事实上只有千分之一的四级成矿可以进
行开采，而小行星的比例可能更高些，因为有一半的小
行星都含有水分，并且比登月球容易10%。

太空采矿并不能取代地表采矿，只能作为补充。在
地球和行星之间运输矿物质的成本将是主要障碍，至少
目前如此，因为发射成本约在每公斤1万美元到4万美元
不等。18相比从地球升至外太空的开支，从太阳系内部
直达其它地方的太空旅行更具成本效益。尽管如此，有
估测显示，近地轨道发射成本需要降低到每公斤200美
元，才能使太空原材料的发掘具备可行竞争力。192012

年，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预计政府机构将花费26

亿美元捕捉一个直径7米的小行星，并将它带到轨道上
进行开采。20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估算，商业机构开
发此类项目的成本将是政府的十分之一。但仍然需要投
入数十亿美元来开采这些矿物质。控制运营成本的一个
关键方法是3D打印，也就是说，并不需要将矿物质运回
地球，可以直接在太空装备和运营矿站。因此，太空采
矿很大程度上可以在太空中满足对材料的需求。小行星
和地球采矿之间的知识共享，有助打造双方在运营方面
的竞争优势，特别是通过技术手段促进运营。

虽然小型颠覆性企业曾认为小行星和深海采矿难以
实现，但大型金属和采矿企业可以抓住机会实现价值；
因为这些企业已经自行培养或从外部获得了相应的技能
和能力，完全可以经营好自己的“新前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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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采矿并不能取代地表采矿，只能作为补充。在
地球和行星之间运输矿物质的成本将是主要障碍，至少
目前如此，因为发射成本约在每公斤1万美元到4万美元
不等。 相比从地球升至外太空的开支，从太阳系内部
直达其它地方的太空旅行更具成本效益。尽管如此，有
估测显示，近地轨道发射成本需要降低到每公斤200美
元，才能使太空原材料的发掘具备可行竞争力。 2012

年，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预计政府机构将花费26

亿美元捕捉一个直径7米的小行星，并将它带到轨道上
进行开采。 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估算，商业机构开
发此类项目的成本将是政府的十分之一。但仍然需要投
入数十亿美元来开采这些矿物质。控制运营成本的一个
关键方法是3D打印，也就是说，并不需要将矿物质运回
地球，可以直接在太空装备和运营矿站。因此，太空采
矿很大程度上可以在太空中满足对材料的需求。小行星
和地球采矿之间的知识共享，有助打造双方在运营方面
的竞争优势，特别是通过技术手段促进运营。

虽然小型颠覆性企业曾认为小行星和深海采矿难以
实现，但大型金属和采矿企业可以抓住机会实现价值；
因为这些企业已经自行培养或从外部获得了相应的技能
和能力，完全可以经营好自己的“新前沿”部门。

7. 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下改变游

戏规则

实现可持续发展并非乌托邦，而是现实，但会面
临诸多挑战和多种互相冲突的利益格局。然而，当今
已是一个互动频繁、信息膨胀的世界。全球化趋势没
有停止，采矿和金属业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仍将密
切合作。为了更好地理解采矿和金属业企业在这种环
境中的作用和责任，并与政府和公民社会的作用和责
任保持一致，本节将重点讨论政策与监管，以及伙伴
关系问题。

政策与监管

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下，采矿和金属业企业在地
方、国家和全球层面上都面临一系列共同的政策与监
管问题。

这些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促进行业、政府和公民社
会的共同价值。该行业采取了可以预见的、统一的全
球总体框架。地区和地方政策与全球框架相一致，但
同时还考虑了地方文化和社会政治环境的特殊性。每
个框架都包含一系列标准，具体规范采矿和金属业企
业的责任。这些标准是评价企业和政府绩效的基准，
从而形成了稳健的政策，包含各种指导原则，涉及社
区关系、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气候变化、税收规避、
转移定价和资源收益分配等一系列问题。

在可持续环境下，监管尚未正式建立起来。传统
的监管框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已逐渐淡出，因
为行业和政府达成共识，认为这些框架过于繁琐，无
法充分应对迅速变化的全球一体化市场。相反，只是
对安全、环境绩效、人权保护和金融行为道德提出了
某些最低要求。除此之外，市场主要根据真实价值进
行自我监管，而每家企业的市场价值都是综合考量的
结果。

社交媒体降低了协作的成本和难度，这有助管理
机构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要求迅速做出回应。消费
者在社交媒体的帮助下，成为新的公民监管者。因
此，企业将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督。社交媒体和其他信
息通信新技术扩大了整个价值链上的互动和协作范
围，确保政策和监管能够体现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关注
要素。改进沟通渠道，以及真实价值所强调的透明度
承诺，确保采矿和金属业企业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开展经营活动。

任何一个政府、国家、企业或国有机构都无法控
制全球资源。多利益相关方网络（包括政府、公民社
会、行业、客户和金融机构）共同管理着全球资源。
政府不再进行简单的监管，而是通过提高透明度和鼓
励公民参与，改进行业行为。这种基于信任的协作式
治理模式催生出合理的、具有包容性的、基于共识的
利益相关方决策。

未来，政策与监管将更明显地体现广大利益相关
方群体的利益，而采矿和金属业企业必须做好充分准
备，应对灵活而不断变化的政策与监管。

伙伴关系

采矿和金属业企业必需依靠伙伴关系，才能在未
来可持续发展环境下开展运营活动。所有成功的企业
都与政府、投资者、社区、公民社会、学术机构和其
他利益相关方建立了强大的伙伴关系。政府和公民社
会对采矿和金属行业的机遇和挑战有着深入了解，这
有助政府和企业对可持续商业模式的相应角色和责任
达成一致。

伙伴关系呈现出多样化态势，但都需要建立在信
任基础上，得益于所有伙伴的强大领导力，而且协作
也会得到丰厚回报。每种伙伴关系都具有独特性，因
为各个伙伴的目标和背景各不相同。保持伙伴关系的
简单结构和凝聚力有助企业获得成功。因此，对多个
伙伴保持开放而非结成排他性的唯一伙伴关系模式非
常重要。伙伴关系支持政府、企业、投资者和公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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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政府、国家、企业或国有机构都无法控
制全球资源。多利益相关方网络（包括政府、公民社
会、行业、客户和金融机构）共同管理着全球资源。
政府不再进行简单的监管，而是通过提高透明度和鼓
励公民参与，改进行业行为。这种基于信任的协作式
治理模式催生出合理的、具有包容性的、基于共识的
利益相关方决策。

未来，政策与监管将更明显地体现广大利益相关
方群体的利益，而采矿和金属业企业必须做好充分准
备，应对灵活而不断变化的政策与监管。

伙伴关系

采矿和金属业企业必需依靠伙伴关系，才能在未
来可持续发展环境下开展运营活动。所有成功的企业
都与政府、投资者、社区、公民社会、学术机构和其
他利益相关方建立了强大的伙伴关系。政府和公民社
会对采矿和金属行业的机遇和挑战有着深入了解，这
有助政府和企业对可持续商业模式的相应角色和责任
达成一致。

伙伴关系呈现出多样化态势，但都需要建立在信
任基础上，得益于所有伙伴的强大领导力，而且协作
也会得到丰厚回报。每种伙伴关系都具有独特性，因
为各个伙伴的目标和背景各不相同。保持伙伴关系的
简单结构和凝聚力有助企业获得成功。因此，对多个
伙伴保持开放而非结成排他性的唯一伙伴关系模式非
常重要。伙伴关系支持政府、企业、投资者和公民社
会集中各自所长，并依靠改进协作网络和知识共享设

施弥合差距。在未来可持续发展环境下，伙伴关系的
主要作用是妥善保持和管理价值共享机遇，而非只专
注于发展。

采矿和金属部门往往利用协作式互动平台来识
别、维系和改善伙伴关系。该平台具有以下四个主要
特点：

- 伙伴定义：记录利益相关方的情况，识别潜在的伙伴
关系，列出现有伙伴并强调伙伴关系的潜在角色和
责任，进而建立该部门参与和相关机构战略对话的
基础。

- 共同价值：定义共同价值，确保伙伴关系互利互惠，
极具吸引力。

- 绩效目录：编制一个含有过去和当前参与过程（如怀
特霍斯采矿倡议协定、德文郡行动、采掘业透明度
行动计划）以及联盟成员（如巴里克黄金、亚姆黄
金、蒂凡尼等）的数据库；识别并记录每项行动的
关键成功因素，用以指导未来的项目和伙伴关系。

- 数字化互动：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实现低成本、
灵活且反应迅速的互动式伙伴关系模式。

成功的伙伴关系有助采矿和金属业企业与投资
者、供应商、客户、政府和公民社会建立稳定的合作
关系，并因此超越商品提供商的传统角色，将自身定
位为具有共同价值的利益相关方。只有实现共同价值
最大化的企业方可确保最强大的市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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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变革驱动因素

表：采矿和金属业的变革驱动因素

变革驱动因素 描述 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下，对采矿和金属
业企业的影响

1. 提高对公平性的要求

2. 日益“民主化” 

3. 更为关注环境问题

4. 颠覆式的升级换代

当前，七大变革驱动因素影响着采矿和金属业，并
将影响这些企业在未来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表现。下表
描述了这些驱动因素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

广泛的利益相关方群体（包括政府、
社区和当地居民）对公平分配金属和
采矿活动的利益、成本和风险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监管、决策和获取信息的渠道及能力
越来越具代表性

不断增加对水资源、生物多样性、气
候等方面保护和可持续管理的关注

影响该部门、政府和公民社会领导地
位的新想法和价值观

- 所有权模式降低了商品价格的波
动性

- 对于采矿和金属业企业的成功来
说，多重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
系至关重要

- 企业和政府提高了对资源收益分
配等问题的透明度

- 社交媒体网络和信息通信技术支
持对采矿和金属业企业进行严
格的监督，同时与其进行频繁
互动

- 政策与监管为所有企业设定了统
一的标准和竞争起点

- 项目运营适应不同的环境条件，
例如气温升高和更加频繁的极
端天气事件

- 项目运营严格遵守降低耗水、温
室气体排放和能耗、改进废水
管理等环境标准

- 在确保项目能够获得并保持运营
许可时，环境绩效是更重要的
考虑因素

- 政府、行业和公民社会的领导者
期待并依靠伙伴关系实现价值

- 执行更高运营标准的领军者推动
社会经济绩效升高

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会



5. 加快技术变革速度

6. 地理变化

7. 日益关注手工小规模采矿

变革驱动因素 描述 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下，对采矿和金属
业企业的影响

日益完善的全新技术和创新改变了采
矿与金属业的流程和运营

采矿作业越来越向偏远、不发达地区
转移

与手工小规模采矿相关的社会和环境
挑战变成首要问题

-  应用自动化和3D打印技术
- 针对深海和小行星采矿的新工
具、系统和流程

- 对具有不同材料要求的新产品和
服务的需求

- 南美、非洲和亚洲的采矿作业已
经相当成熟

- 主要采矿企业积极寻求从事深海
和小行星开采

- 手工小规模采矿有望参与标准的
所有权模式

- 手工小规模采矿与成熟的行业参
与者密切合作

- 手工小规模采矿和同行企业遵守
相同的社会和环境标准

9. 实现可持续未来的路线图

本范围报告描述了在未来可持续发展环境下采掘业
的作用和贡献。不过，这显然是对未来的展望。同时也
提出了一个问题：目前采矿和金属业企业应如何着手，
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设定愿景只是第一步。该行业的
投产准备期较长：尤其是采矿业，其资产生命周期通常
长达30年以上。未来50年，该行业要想在可持续环境里
继续开展运营活动，就应当现在着手规划。自1998年一
些行业领军企业牵头制定全球矿业倡议以来，部分企业
就已经行动起来。通过采矿和金属业企业一系列共同
努力，该行业不仅将获得可持续发展，还能够从中获得
成功。

采矿和金属业企业响应第八节所述七大变革驱动因
素的方式，将直接影响该行业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中的运
营速度和贡献效率。迈出第一步将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
力；此外，实现可持续发展纷繁复杂。但是，对勇于接
受挑战的企业和利益相关方来说，这也意味着各种机
遇。下面是该行业企业现在就应考虑着手的一些活动：

- 重视沟通交流：企业需要和各利益相关方（企业、公
民社会、政府）进行决定性对话，了解他们的可持
续发展愿景和要求。

- 加大研发投入：加大研发投入：采矿和金属企业必须
着手发展技术，以便以清洁、可负担和有利环境安
全的方式在此前被认为不可能进入的领域，开展
业务。

- 定义共享价值：为做好可持续发展准备，该行业企
业需要清楚应为客户和所服务社区创造什么样的
价值。

- 重新思考多利益相关方模式：采矿和金属业企业可以
采用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加速可持续发展进程。

- 培养人才：在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下，经营采矿和
金属业企业将需要不同的技能和能力，这需要企业
未雨绸缪，提前着手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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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世界经济论坛的未来角色

世界经济论坛将从四个方面支持采矿与金属业实现
可持续发展转型：

1. 吸引行业利益相关方参与讨论：发起多利益相关方对
话，吸引他们共同致力于实现采矿与金属业可持续
发展的愿景。

2. 继续制定转型战略：研究影响该行业发展的推动因素
和问题，找到行业现状和未来愿景之间的差距。

3. 制定路线图：为采矿和金属业企业制定行动计划，指
导他们向可持续发展转变，包括与政府和公民社会
共同制定参与计划，以及建立进度评估指标。

4. 规划循环经济：在世界经济论坛现有研究基础上，探
究循环经济对该行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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