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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秘鲁的贡嘎（Conga）铜矿到蒙古的奥尤陶勒盖（Oyu Tolgoi）铜

金矿，各种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阻力。由此可见，开创

一种负责任的、可持续的矿产资源开发方式是多么重要，这一点已经无须

赘述。随着矿产开发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逐步获得认可，人们在应如何采

矿这个话题上一直争论不休。各种不满情绪加深，表明各利益相关方在采

矿问题上普遍缺乏信任。

在此背景下，我们推出了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三阶段报告，它是

世界经济论坛“负责任的矿产开发倡议”（RMDI）的重要组成部分。该

倡议发起于2010年，在第一阶段，RMDI确立了进行负责任的矿产开发所

要面临的种种挑战。在此基础上，2011年该倡议提出了一个包含六大基础

模块的建设性框架，作为应对挑战的实用解决方案。RMDI旨在真诚地继

续为各利益相关方提供一个中立的平台，用以讨论并开发各种理念来释放

采矿业的社会经济效益潜能。

2012年RMDI聚焦的问题是“矿产资源价值管理”（MVM）。它作为

一种工具，能促使人们在更深层次上理解驱动采矿业发展的力量。本报告

列举了矿产资源价值管理的基础。为此，我们展开了一场全球性调查，并

与来自四大洲的300多名利益相关方就此进行了多次研讨，概括出从中搜

集到的各种深刻见解。论坛期待，“矿产资源价值管理”这一工具以及本

报告中的各种调查结果能够抛砖引玉，促使人们就一些影响、团结或割裂

采矿行业中各利益相关方的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

本报告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全球各地私营部门、政界、学术界、各类

非政府组织和多边组织的支持，我们与其成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对话。

论坛衷心感谢众多利益相关方，他们对这一全球倡议的倾情投入和支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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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经济论坛采矿和金属行业的业界伙伴，尤其是参与2012年采矿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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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班克斯、埃德温·巴松（Edwin Basson）、比阿特丽斯·博萨·迪博

（Beatriz Boza Dibos）、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e）、史蒂文·德波斯

特（Stephen Deposito III）、 马可塔·埃文斯（Marketa Evans）、安东

尼·霍奇（R. Anthony Hodge）、孔庆影、胡格特·拉贝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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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所罗门（Michael H. Solomon）、滕立梁、彭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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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价值管理

“矿产资源价值管理”（MVM）是

“负责任的矿产开发倡议”所开发的一种

工具，它旨在加深人们对采矿业整体价值

驱动的理解，提供一种方法来衡量并沟通

各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

这意味着需要采用一种广泛的价值观，它：

– 囊括了全方位的影响，除了人们比较熟

悉且易于衡量的经济、金融影响外，还

包括文化、心理、环境等影响。

– 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比如超越采

矿业范畴的放大效应和多元化影响。

– 确认采矿业创造的“价值”既可以体现

为收益，也可能表现为成本。

“矿产资源价值管理”以7个维度为基础，

正是它们驱动了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

– 财政（税收、特许使用权费）和法律

（监管）环境

– 就业与技能

– 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影响

– 社会凝聚力、文化和社会经济影响

– 采购系统与本地供应链

– 选矿与下游产业

– 基础设施

在第三阶段，世界经济论坛运用矿产资源

价值管理工具进行了一次全球性调查和四

次由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研讨会。从这

些相互交流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 在有关对采矿业的理解认知和期望值方

面，不同利益集团和国家考虑问题的出

发点各不相同。

– 各方对于价值的最重要维度有广泛共识。

– 每个维度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的方式

各不相同。

– 对于除少数最优先维度之外的其他要素

的优先度高低，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和不

同地区的判断各不相同。

– 能够让所有利益相关方分享利益的领域

是存在的，但需要有一个协作框架提供

支持。

矿产资源开发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

驱动力，能够为生活、社会和国家创造长

远的积极影响。虽然矿藏丰富的发展中国

家有可能借此改变经济前景，但各国政府

和社会各界却对此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

疑。人们为如何分配成本和收益争得面红

耳赤，资源民族主义愈演愈烈，新的矿产

项目不断引发冲突，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各

利益相关方彼此之间的信任正在流失，这

个行业缺乏有效的参与机制。有鉴于此，

世界经济论坛“负责任的矿产开发倡议”

也就有了空前的意义。

“负责任的矿产开发倡议”（RMDI）

发起于2010年。矿产开发若要成为一种负

责任的、可持续的行为，就必将面临各种

各样的挑战和复杂问题。RMDI的目标是提

升人们在此问题上的认识，提出并催生这

些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2011年，倡议迈

入第二阶段，目标是制订出应对各种挑战

的实用解决方案。尽管不存在灵丹妙药，但

我们还是提出了改善问题的六大基础模块。

第三阶段即本报告，将主题聚焦于其

中的两大模块：一是，就矿产资源开发的

效益和成本达成共识；二是确立各利益相

关方的合作进程，为参与者设计出一种能

够更好地理解各自需求、期望值和优先考

虑事项的方法。

这一点非常重要。一旦利益相关者在

有关矿产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上彼此之间得

不到足够信息，那么各种冲突就极有可能

爆发。

从这些结论中可以明显看出，不同的利益

相关方之间需要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各

方应就以上概括出来的问题进行开放的、

建设性的持续讨论，这一点非常重要。而

这些对话要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

– 除了运用数据调查结果进行研究之外，还

要阐明各利益相关方的初步认知和期望；

– 致力于更好地理解各利益集团及其价值

驱动；

– 找出各利益相关方在重点关切领域的相

同点和不同点；

– 投入培训，使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公

司、政府、社区和民间社会）理解采矿

业的特性、资源以及获得收益、成本的

时机和风险；

– 想方设法增进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内外合作。

下一步怎么走？

世界经济论坛计划于2013年在国家、

区域、当地社区的层面上尝试运用矿产资

源价值管理工具。它是多方对话的一部分，

旨在推进负责任的矿产开发，并在相关问题

上进行认知、讨论并采取行动。目前这样

的对话已经在智利、秘鲁、几内亚展开，其

他重点国家还包括蒙古和莫桑比克。

围绕上述调查和咨询结果，本报告的

第六部分列出了供每一个利益相关方自我

思考和解答的五个关键问题。

 

执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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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DI旨在确认负责任矿产开发所面临

的关键性挑战，并为之提供指导性意见。

在2010年项目的第一阶段，我们访问了来

自13个国家的250多名利益相关者，探讨他

们如何看待这些挑战。此阶段的目标是，

弄清楚哪些措施有用，哪些措施无用；一

般情况下，哪些方面最易出现不满和挫

折，以及还有哪些方面尚待改进。

负责任的矿产开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 政府、公民社会和公司缺乏专门知识和

机构建设能力；

– 参与决策过程的各利益相关方数量不足；

– 谈判与开发进程缺乏透明度；

– 合规机制、监管机制和争议解决方案不

够完善。

2011年，项目在第二阶段对各种挑战

做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应对挑战的建设性

实用方案。论坛在六大洲举行研讨会，为

进一步研究和讨论提供了支持。这个阶段

的研究结果显示，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

对付现存的挑战。因此，我们提出了应对

共同挑战的六大基础模块来指导实际行

动。（参见图表1）

每个基础模块都有一个操作较为成功

的实例作为支撑，比如美国铝业公司在巴

西设立了地方发展理事会；力拓公司在28

个国家公布了纳税和支付特许使用金的情

况；蒙古国则建立了一个国家对话平台。

一项全球调查显示，这六大模块获得了全

面认可，尤其是制定培训和发展计划、合

作开展社会经济研究、建立有效的对话平

台这三项更是得到了热烈响应。1

项目第三阶段的目标是支持建立一个

稳定的、可持续的、负责任的矿产开发秩

序。2012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从现实和长

远的角度为此提供了佐证，这一点将在下

面的章节中进行探讨。

负责任的矿产开发倡议（RMDI）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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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负责任的矿产开发”的六大基础模块

以负责任矿产开发为
目标的六大基础模块

循序渐进的能力
建设和知识共享

就成本和收益
达成共识

建立透明的流
程和事务安排

全面的合规监
控和执行承诺  

早期、全面的
纠纷管理

为利益相关方
的参与开发建
立协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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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方进行了磋商，并从中发现，各方若想

减少分歧，就必须在期望值、优先级、担

忧、愿景等各方面展开公开、坦诚的对话。

要建立一个开展实质变革的有效平

台，必须开展对话，了解采矿业是如何创

造价值的。应该看到，由此产生的衍生效

应不仅仅局限于金融领域，还表现为成本

和收益。在RMDI所有三个阶段的讨论中，

我们发现在上述问题上的理解障碍已经成

为一块巨大绊脚石。各利益相关方总是认

为别人得到了超出应有公平份额的收益，

正是这一点最终导致了各方之间的不信任。

RMDI认为，这些理解障碍主要分4类：

– 将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具体的，或者易于

计量的各个方面。比如在澳大利亚，人

们争论矿产资源租赁税时，纷纷将矛头

对准了税收结构和矿产使用费制度，在

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其他价值驱动力，尤

其是那些难以量化的方面。

– 期望与现实相去甚远，不成比例。利益

相关方往往并不清楚，开发一个项目到

底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在项目的每个阶

段分别需要不同程度地投入多少劳动

对于采矿产业的利益相关者而言，近

几年来发生的众多事件提升了他们寻找相

互共同点的需求，他们需要理解彼此的需

求、看法和优先考虑事项。

2012年，从蒙古到智利，甚或南非直

至印尼，几乎在全球每一个重要采矿区都

爆发了与资源相关的争端。在全球以及各

国媒体的视野中，其中有些事件，特别是

发生在南非的冲突，已经从财经新闻一跃

升级到了要闻版块。（参见图表2）

如此众多的恶性事件集体爆发绝非偶

然。各利益相关方的期望相去甚远造成了

业内的紧张气氛，而他们为解决矛盾所进

行的种种磋商又操作得如此拙劣，最后终

于导致冲突频发。

– 许多国家的政府正面临着来自社会的压

力。民众要求从政府那里得到承诺，使

自己能够从采矿产业中获取适当利益。

这就超出了特许权使用费和税费收入的

能力范畴。正如一名南非的政府顾问所

言，“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只会挖大坑

的公司。我们欢迎的是那些能够催生联

动效应，塑造未来后采矿时代经济的公

司。”2

– 矿产所在地的地方社区正逐渐意识到，

他们在采矿业造成的影响与付出的成本

中，承受了不合理的负担。他们要求获

得赔偿，要求参与决策过程，要求分享

矿产收益的呼声越来越大。

– 矿业公司进入了一种“新常态”：商品

价格不断下降给营运利润和资本投入带

来压力，进而导致众多扩建和新建项目

预算超支。因此，这些公司寻求从现有

的投资项目中获取更多价值，它们在选

择新项目的时候则会变得更加苛刻。

要维持一个可持续的、负责任的矿产

开发模式，关键在于各利益相关方能够理

解相互之间的需求和目标，以及各自创造

的实际价值。

在采矿业这样复杂的行业中，建立在

坦诚相见基础上的，有关利益和优先权的

分歧是不可能消除的；但至少，那些因为

互不了解和误解而造成的分歧可以被降至

最低。2010年和2011年我们与各利益相相

量。这就会导致他们对项目进度和收益

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曾有一名矿产经

理人抱怨说，“人们总是梦想一夜之间

挖出一座像皮尔巴拉矿那样的宝藏，可

是要知道公司没有这个能力，它甚至还

没熬出生存阶段”。3

– 找错了讨论对象，并（或者)误解了利益

相关者的目标。人们通常会忽略矿产所

在地的地方社区，或者弄错讨论对象，

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真实关切和预期目标

会因此遭到误解。除了缴税和解决就业

之外，矿业公司实际上还能为政府分担

得更多。但由于矿业公司和政府打交道

时，接触的对象往往仅限于矿业相关部

门，因此他们的这些潜力根本就没有机

会发挥出来。

– 价值被当作了一场零和游戏。虽然在各

利益集团之间做出一些权衡有其必要

性，但过分纠结于此会令各方丧失创造

共同价值的机会。

第三阶段是负责任的矿产开发倡议

（RMDI）的高潮阶段。在此，项目开发了

“矿产资源价值管理”这项工具来提高利

益相关者对于价值期望和价值目标的认识。

矿产资源价值管理：大环境 

图表2：近期采矿领域的部分冲突及政策辩论实例

资料来源：新闻稿、其他渠道

美国

持续争论是否需要修
改1872《矿业法》

秘鲁

地方利益相关者反对拟
议中的贡嘎铜矿项目

智利

地方势力的反对声音越
来越强，甚至提起法律
诉讼 

几内亚

继续重新审核矿业合同，
采矿作业部门罢工不断

阿根廷

地方官要求更多矿
业股份 

津巴布韦

政府要求外国企业
必须将51%的股份
交给当地企业

南非

就有关采矿业劳动力
问题和资源国有化问
题进行持续辩论

蒙古

就有关奥尤陶勒
盖铜金矿项目进
行持续辩论

印度尼西亚

2012年5月6日颁
布原矿出口限令

澳大利亚 

矿产资源租赁税引
发激烈公众辩论      

纳米比亚

将新矿和勘探权
力收交国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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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M采用整体分析方法展开对价值的

研究。一般的讨论通常狭隘地聚焦于经济

和金融方面——首先考虑的是那些能够被

量化的货币表达方式。因此，我们需要一

个更广泛的价值观，它能够：

– 全方位地考量各种影响——除了人们所

熟悉的（易于测量的）经济和金融影响

之外，还包括文化、心理和环境影响；

– 既考虑到直接影响，也顾及间接影响，

例如超出采矿业自身范畴的收益增值和

多种经营效果；

– 确认采矿业创造的“价值”既可以体现

为收益，也可能表现为成本。

矿产资源价值管理（MVM）是在各利

益相关方对RMDI第三阶段的意见反馈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指出了价值的7个维度

（参见图表3），正是它们驱动采矿业中所

有利益相关者进行价值创造活动。

矿产资源价值管理（MVM）是一种供

多个利益相关方进行研讨的调查工具，旨

在就采矿业如何创造价值的问题上促进相

互理解，提供一种方法来衡量并沟通各利

益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迄今为止，我们

已经在四大洲的多次研讨会上与200多名参

与者共同运用MVM进行了相关测试。

MVM不是价值创造的索引或测量工

具，也不是政府、行业或者其他利益相关

者的最佳实践指南。但它确实能与其他工

具共同发挥作用，为利益相关者提供除去

具体经济和社会经济数据以外的观点和信

念方面的信息。

例如，目前世界经济论坛正与国际采

矿与金属委员会 (ICMM)合作，在秘鲁展开

一场多方对话。通过MVM研究，我们分析

了各利益相关方的认识和期望。这些分析

结果将与该委员会的新版“矿业合作共创

发展工具包（Partnerships for Development 

Toolkit）”一起，为同秘鲁各方展开协商和

对话提供基础，其目的是准备建立一个负

责任的矿产开发平台。

1. 财政（税收、特许使用权费）和法律

（监管）环境

在一些矿藏储量丰富的国家，与采矿业

相关的收入占政府收入的20％以上。4

对矿业公司来说，一个投资目的地是否

具有吸引力，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稳定

的法律和监管环境；而对矿产所在地的

政府和社区利益相关者而言，确保让自

己获得一份相当的矿产开发收入，以及

如何精打细算地花掉这笔钱才是最重要

的。如若论及所有利益相关者，那么致

力于提高透明度不但能防止滥用、侵吞

矿产开发收入的现象发生，还能避免因

腐败导致的经济扭曲。

2. 就业与技能

矿业公司相对来说属于小型直接雇

主——在任何一个经济体中，采矿业提

供的岗位几乎都不会超过2％5 ——但这

个行业具有放大效应，能够创造出比自

身雇工规模大3至9倍的6 额外直接就业机

会。要想达到这样的就业效果，就得拉

近采矿业和其他地方经济部门的内部联

系，可以从矿产从业人员的花销切入，

也可以从采矿业生成的相关就业（例

如，采购系统和供应链、选矿与下游产

业）着手。矿产开发的阶段不同，其所

催生相关就业的规模和类型也各不相

同。随着建设阶段的不断推进，就业规

模会不断扩大。采矿业还需要一大批熟

练技术人才（比如，工程师、地质学

家、环境与社会科学家、合格的商人

等）。这些人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整体技

能水平。 

矿产资源价值管理：建立价值共识

图表3：价值的7个维度

财政（税收、特许使用权
费）和法律（监管）环境

收益增值和多种
经营效果

直接开采

就业与技能

环境和生物
多样性影响

社会凝聚力、文化
和社会经济影响 

采购系统和
本地供应链

选矿与下游产业

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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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商品也有服务业，比如餐饮、建

筑、会计等。一条高效、可靠的供应链

是矿产项目能否盈利的关键所在。因

此，不妨打造一系列本地供应行业，它

们不但能服务于矿产开发，还能催生许

多“横向”产业，为国家带来“多样

化”收益。

6. 选矿和下游产业

在采矿业中，精选原材料和制造最终产

品这两类生产过程都能为国家创造财

富，其下游产业还可能发展成为横向产

业，制造出多样化的收益。然而，许多

矿业公司却并不参与下游生产活动，更

有甚者，一些参与者还可能因为某些结

构要素导致特定国家的下游产业失去吸

引力或者效率低下。

7. 基础设施

公路、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投入能够

占到矿产开发成本的80％。8 这些基础设

施的质量和效率直接影响整个行业的整

体赢利能力。如果规划得当，这些设施

还能够服务于其他产业或者公众，释放

正面的放大效应。

应该看到，MVM聚焦的是价值驱动力，

而非“测量”整体价值的工具，因此它

并不涵盖某些得益于采矿业的经济领

域，比如出口行业、外国直接投资等

等。在一些矿藏储量丰富的国家，上述

二者都是采矿业的主要受益者。

 

3. 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影响

如果经营管理不当，矿产开发不但会在

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给当地带来负面

影响，而且还会伤及那些依赖生物资源

的产业。切实采取措施防止、减轻、抵

消整个采矿生命周期产生的影响——从

勘探阶段到采矿后的恢复期——有助于

将负面效应降至最低。在许多案例中，

采矿业借助其正面经济效益，降低了破

坏性的森林砍伐和盗猎活动，这也有助

于缓解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压力。

一些公司甚至还在生物多样性方面提出

了“净值正面效应” 7的目标，它们认为

此举能够助其获得社会许可、树立正面

形象，进而推动价值创造。

4. 社会凝聚力、文化和社会经济影响

矿产地的原住民一般都可以容忍采矿业

带来的不当负面影响，比如移民劳动

力、无家可归者、破坏当地遗产，以及

矿产企业关闭后流失的经济机遇等等。

然而无论如何，采矿业也能带来些许好

处，比如改善地方服务业和公共基础设

施（保健、教育、住房），催生众多有

利于发展当地经济的非采矿行业。投资

社区建设，以及为解决问题、平息不满

情绪提供可行的公平机制，以上二者都

有助于矿业公司获得社会认可，避免在

矿产开发过程中遭遇冲突和阻挠。

 

5. 采购系统和本地供应链

采矿业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采购

和供应支出，其涉及的领域丰富多彩，

结构要素和促成要素

要理解如何从7个维度上创造价值，还须考

虑两类因素：

– 结构要素，包括一个国家的资源基础、

地理环境，以及当前的工艺水平、技术

实力和基础设施。

– 促成要素，包括制度、管理和政治环

境，以及各利益相关集团的行为和态度。

各种结构要素决定了国家层面的比较

优势或不利条件。它们未必一成不变，但

一般不会在短期内发生变化。

促成要素中包含了利益相关者的态

度，以及制度、政策和操作环境。通常情

况下，相比结构要素，人们能够在更短时

间内改变这些促成要素。正因如此，一些

结构性条件相似的国家才会创造出截然不

同的价值效果。

针对结构要素和促成要素进行讨论，

是MVM的一部分。它能使利益相关者对自

身的潜力和局限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

有了这两大因素，我们就能辨别出哪些地

区相对更容易取得快速发展，哪些地区还

需经历长期的努力和规划，进而据此做出

明智的优先选择。

图表4：结构因素和促成因素

结构因素

促成因素

一个国家的固有特质，它的资源基础
和天然资源产业

■ 类型、位置及其规模
■ 人口规模、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
■ 全球大宗商品周期
■ 矿产开采周期

■ 工艺水平、技术实力
■ 国家基础设施 （软件和硬件） 
■ 采矿行业的规模和成熟度 
■ 经济多样化

■ 社会辩论水平
■ 透明度
■ 磋商与协作 
■ 国家对矿产开发的态度
■ 各利益集团的影响力

■ 投资者的时间期限
■ 参与合作的意愿
■ 是否承诺负责任地开发

■ 人力和机构能力
■ 政府的结构及其复杂程度
■ 采矿业与经济激化的整合
■ 监督和执行法律法规的能力
■ 问责水平 
■ 技能培训和教育 

政府部门的架构、能力以及制度环境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与合作程
及其影响

私营部门的能力和意愿

国家当前的发展阶段和采矿工业的成
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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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共享价值理念至关重要。对于这个缺

陷，我们会借助矿产资源价值管理

（MVM）工具在国别调查或地区调查中予

以弥补。

 

从整体上看，调查和各次研讨结果显示：

– 在有关对采矿业的理解认知和期望值方

面，不同利益集团和国家考虑问题的出

发点各不相同。

– 各方对于价值的最重要维度有广泛共识。

– 每个维度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的方式

各不相同。

– 对于少数最优先维度之外的其他要素的

价值高低，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和不同地

区的判断各不相同。

– 能够让所有利益相关方分享利益的领域

是存在的，但需要有一个协作框架提供

支持。

 

“负责任的矿产开发倡议”（RMDI）

第三阶段运用矿产资源价值管理（MVM）

工具组织了一场全球性调查，并引导了4场

各利益相关方的研讨会。

调查对象涉及来自37个国家的300名利

益相关者。他们或在研讨过程中，或通过

电子邮件的方式接受了问卷调查。受访者

针对本国采矿业如何创造价值，以及10年

以后国家将会发展至什么阶段表达了自己

的观点。调查问卷还要求受访者从价值的7

个维度中，挑选出国家会优先纳入考量的

那一项。（详细情况请参见附录）

本次调查的受访者可粗略地分为政

府、商品生产者和“其他”（非政府组

织、学术界、国际机构和地方社区）。由

于调查规模所限，在“其他”受访者中地

方社区代表数量不足。这是本次调查的一

个瑕疵，因为社区利益相关方的观点对于

应该看到，由于调查涉及利益相关方

对别国情况的感知，因此其展现的全部是

“正面”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采矿业

在价值的所有方面都创造了净收益。正如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所论及的，如果经营

管理不当，采矿业会在某些领域产生负面

效应，有其是在环境、生物多样性、社会

凝聚力、文化和社会经济等方面。

I. 在理解认知和期望值方面，不同利
益集团和国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各不
相同

调查结果显示，在当前、未来创造价

值的问题上，不同利益集团看法各不相同。

矿产资源价值管理的运用

图表5：非洲受访者对于当前、未来创造价值的看法1

资料来源：2012年10月至2013年1月期间的RMDI调查

Governments Commodity producers Others2  

0 

+4 

+2 

0 

+4 

+2 

0 

+4 

+2 

Perceived value today Expected future value (In 10 years) 

Key : 

0 – country ranks lowest in the world for value creation in this dimension   
2 – average value creation in this dimension 
4 – country ranks among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for value creation in this dimension   

1 受访者需要回答，当前自己所在的利益集团在价值创造的7个维度上表现如何，并给出相应得分，以及10年后其他矿产储量丰富的国家价值前景如何
2 利益集团中的“其他”包括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国际机构和地方社区

说明：

0 – 在某方面创造的价值处于世界最低水平的国家

2 – 在某方面创造的价值的平均值

4 – 在某方面创造的价值处于世界最高水平的国家

财政和法律（监
管）环境

财政和法律（监
管）环境

财政和法律（监
管）环境

就业与技能 就业与技能 就业与技能

社会经济与文化 社会经济与文化 社会经济与文化采购与供应链 采购与供应链 采购与供应链

选矿与下游
产业

选矿与下游
产业

选矿与下游
产业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环境与生物
多样性

环境与生物
多样性

环境与生物
多样性

政府 商品生产者 其他2

对当前价值的认识 对未来（10年后）的价值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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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driven' 
countries 2  

'Efficiency-driven' 
countries 2  

'Innovation-driven' 
countries 2  

0 

+4 

+2 

0 

+4 

+2 

0 

+4 

+2 

Perceived value today Expected future value (in 10 years) 

Key : 
0 – country ranks lowest in the world for value creation in this dimension  
2 – average value creation in this dimension 
4 – country ranks amongst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for value creation in this dimension 

这说明，不同的利益相关方考虑问题

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他们对未来的期望也

不一样。要想在各利益相关方之间树立互

信、建立持久的伙伴关系，就必须首先打

造一个开放、透明的对话平台来讨论各种

分歧。这样的平台既需要数据研究作为支

持，也需要对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看法有

更清楚的了解。

政府和各利益相关方必须超越“财

政、法律和监管”这个单一方面，将价值

的所有维度纳入考量，然后再将精力集中

在最有可能产生收益的那几个维度上。要

做到这一点，从某个方面来说就先得明确

哪些结构要素和促成要素最有可能产生正

面效应。

从图表5可以看出，在对于当前价值的

认识方面，非洲政府官员的态度不如其他

利益相关者积极，相比之下，他们对未来

的态度则要正面得多（比如，期望值更

高）。而非洲的普通商品生产者则认为，

未来所创造的价值未必会比当前更高，尤

其是在“采购与供应链”、“选矿与下游

产业”这两个方面。（详细情况参见附录2

中有关地区利益相关方的部分）

 

从中可以看出，在“要素驱动”型国

家中，各利益相关方对采矿业的未来收益

抱有较高期望。因为在这些国家，各种资

源是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然而， RMDI第三阶段的咨询结果也表

明，所有利益相关方（尤其是那些来自

“要素驱动”型国家的利益相关者）都必

须了解未来创造价值的源泉和时间框架，

这一点至关重要。

图表6显示，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

段，对价值的期望各不相同。该图表中对

国家的分类以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

指数（GCI）为基础。该指数将各个国家分

成三类：“要素驱动”型国家、“效率驱

动”型国家和“创新驱动”型国家。

将处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进行

比较，有助于判断出哪些地区存在着最大

的机会。全球竞争力指数（GCI）即是方法

之一。

 

“矿产资源价值管理”作为一种工

具，还可应用于各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圆桌

会议，以此组织基准测试，来比较各国的

表现。本报告附录中对此作了概述。

图表6：不同类型国家对于当前、未来创造价值的看法1

与经济理论中有关发展阶段的论述相吻合的是，全球竞争力指数（GCI）假定“要素驱动”型经济体主要是依靠其所具备的生产要

素（主要是低技术含量劳动和自然资源）来参与竞争的。“效率驱动”型经济体致力于打造效率更高的生产流程，其竞争要素是熟练

工人、运转良好且高效的劳动力和商品市场，只有这样生产力水平才能和不断上涨的工资水平保持同步。在“创新驱动”型经济体

中，人们的平均工资更高，生活标准更高，这就需要生产新的科技产品，开发更复杂的生产流程或商业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保持高水

平的生产力。9 

资料来源：2012年10月至2013年1月期间的RMDI调查

1 受访者需要回答，当前自己所在的利益集团在价值创造的7个维度上表现如何，并给出相应得分，以及10年后其他矿产储量丰富的国家价值前景如何
2 国家分类以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为基础

说明：

0 – 在某方面创造的价值处于世界最低水平的国家

2 – 在某方面创造的价值的平均值

4 – 在某方面创造的价值处于世界最高水平的国家

“要素驱动”型国家2 “效率驱动”型国家2 “创新驱动”型国家2

财政和法律（监
管）环境

财政和法律（监
管）环境

财政和法律（监
管）环境

就业与技能 就业与技能 就业与技能

社会经济与文化 社会经济与文化 社会经济与文化采购与供应链 采购与供应链 采购与供应链

选矿与下游
产业

选矿与下游
产业

选矿与下游
产业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环境与生物
多样性

环境与生物
多样性

环境与生物
多样性

对当前价值的认识 对未来（10年后）的价值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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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驱动型”经济体的结构要素和
促成要素

全球竞争力指数（GCI）以四大主要

“支柱”作为“要素驱动型”经济体竞争

力的基本动力，包括：运行良好的公共和

私营机构（支柱1）、发达的基础设施（支

柱2）、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支柱3）以

及一支至少接受过基础教育的健康的劳动

大军（支柱4）。

支柱1（运行良好的公共和私营机构）

可以和其他要素，诸如经济规模和增长

率、贸易开放程度和经济稳定性等一起，

成为资源丰富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FDI）的一个有利要素。图表7为二者

（支柱1和FDI）之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一

些佐证。从中可见，2006年到2011年间，

赞比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的年复合增

长率为23%，蒙古为33%。正如全球竞争

力指数中所测定的那样，这种增长趋势和

两国公共机构质量的改善是相辅相成的。

相反，毛里塔尼亚的公共机构质量呈下降

趋势，因而同期该国每年的外国直接投资

净流入减少了34%。11

图表7：促成要素——公共机构的质量

~0% 

23% 
10% 

21% 
-34% 

16% 

~1% 

33% 

3,5 3,0 

2.000 

2,5 2,0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t inflows ( BoP, current US$ m)  1   

10.000 

0 

 

4,5 4,0 

  

 

 

  

 

 

  = 2006 
  = 2011 

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2 以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2011-12》中的制度质量指数为基础

1 受访者被要求为各自国家的价值优先方面排序—— 图表中的数据代表每个方面排名第一或第二的次数百分比
2 国家分类以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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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3 priorities Ranked least number of times as priority   

'Factor-Driven' 
countries 2  

'E�ciency-Driven' 
countries 2  

'Innovation-Driven' 
countries 2  

II. 各方对于价值的最重要维度有广泛共识

以下调查要求受访者按优先程度为价值的7个维度排序

资料来源：2012年10月至2013年1月间所做的RMDI调查

图表8：优先维度排序（以排名第一或第二的次数百分比为基础）1

“要素驱动”型国家2 “效率驱动”型国家2 “创新驱动”型国家2

最优先的3个维度 优先排名次数最少

财
政

财
政

财
政

基
础
设
施

社
会

就
业

就
业

就
业

社
会

采
购

下
游
产
业

采
购

柬埔寨   

秘鲁

赞比亚

津巴布韦

泰国 

毛里塔尼亚

蒙古

哥伦比亚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的

年复合增长率%‘06-’11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国际收支，按现行汇率计算，

单位：百万美元）1

公共机构的质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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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要素驱动”型国家列在了第二位，这

再一次表明，不同国家对优先维度的排序

是随各自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变化的。

 

至于采购和供应因素，在所有国家和

利益集团中都极少被列入优先维度的前两

位。但是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高效的

采购和供应行业能够为所有利益相关方创

造价值。比如智利和南非这样的国家，它

们依靠上游产业活动（供应）的促进作用

发展起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并增强

了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请见右侧补充

说明）。

III. 每个维度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
的方式各不相同

近期出现的一些争论表明，尽管各利

益相关方在排列优先领域时有着趋同的取

向，但他们对于如何以最佳方式创造价值

却观点不一。例如，所有利益集团都把

“财政、法律和监管”列为最优先维度，

而在“哪一种促成因素对该维度最重要”

这个问题上，各方的看法则五花八门（图

表9）。

分歧不只出现在利益集团中，不同的

地区也有着不同的优先选项。例如，非洲

受访者中的59%将“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

关系的透明度”列入了优先维度前三位，

而拉美受访者中持同样观点的只占29%。

对于任何地区的任何利益相关者来

说，“财政、法律和监管”（在图表中简

化为“财政”）都是最优先的维度。这丝

毫不奇怪，因为这方面在近些年来对各利

益相关方越来越重要，发挥的作用越来越

显著：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在积极调整有关

税收、特许权使用费制度、所有权结构等

方面的政策；一些国家的民众也对那些和

采矿收益相关的腐败行为和暗箱操作越来

越心知肚明。

“社会经济、社会凝聚力和文化内

涵”（在图表中简化为“社会”）是所有

受访者公认的第三大优先维度。某些国家

更是对这方面表现出特别的重视，例如，

秘鲁的28个受访对象中有64%把它排进了

最优先的前两个维度之内。这个结果表明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关注社会和文化问题

对于一个可持续和负责任的资源开采产业

的未来至关重要。受访的商业生产者中有

37%将其列入优先维度的前两位，很明

显，他们相信企业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良

好表现是实现股东价值的一个重要动力。

毕竟，不重视或完全忽视这些因素会增加

工程拖期、劳资纠纷甚至企业停转等一系

列风险。

就业因素同样排位很高，这也在意料

之中。它在“创新驱动”型国家位列第二

优先维度，在“要素驱动”型国家和“效

率驱动”型国家位列第三。基础设施因素

这算不上什么惊人的发现，不同的利

益相关者对于上述的每个维度原本就有不

同的需求和目的。比如，商品生产者将就

业因素放在优先位置，是希望他们的企业

能拥有足够的熟练技工；而企业所在的地

方社区可能更关心企业能从他们那里雇佣

多少劳动力。

 

上游还是下游？

从历史上看，政策制定者们一向偏爱

发展下游产业，认为下游产业为多种经营

提供了更多潜力，而且更有可能带来就业

的显著增长。采矿业则长期被视为典型的

“飞地工业”，其拉动其他产业增长的技

术溢出效应较小。因此，对上游产业或者

说供应商活动的支持常常受到政策的限

制，当地供给只能维持在最低水平上。

然而，由英国开放大学和南非开普敦

大学合作发起的“充分利用商品计划”

（MMCP）等最新研究成果显示，上游产

业活动同样能够创造有吸引力的多种经营

和就业机会。供应商具备贴近消费者的优

势，而下游的用户市场则往往远离消费

者。中间产品和服务可以为那些产业类型

多样的国家提供丰富的机会，从较低技术

含量的餐饮和安保，到高度精细复杂的设

备生产，各个产业部门均可受益。此外，

矿业公司还可以更多地外包非核心生产活

动，从而在整体上进一步拓展供应市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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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s ranked in top 3 1  

7 

Effectiveness of compliance 
& monitoring 

Political stability & attitude 
towards mining in the country 

Attitude & influence of mining 
companies and investors 

1 受访者被要求列出他们认为最能影响相关维度的前三个“促成要素”
2 利益集团中的“其他”包括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国际机构和地方社区

资料来源：2012年10月至2013年1月间所做的RMDI调查

图表9：财政、法律和监管要素（排名前三位以内的次数百分比）1

合规监控的有效性 矿业公司和投资者
的态度和影响

政治稳定性及对本国
采矿业的态度

政府        商品生产者        其他2 政府        商品生产者        其他2 政府        商品生产者        其他2

% 排名前三位以内的次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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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结果并不意味着不同群体之间完

全没有交集，也不意味着相关讨论必须找

到一个折衷点。它只是凸显了更好地理解

各利益相关方的具体处境、需求和目标的

必要性。

尤其是在地方社区，矿业公司越来越

认识到，创造价值比考虑金融成本和收益

更重要。调查中，商品生产者中的63%把

“理解不同群体的社会和经济特性”列入

促成要素的前三位，更有75%认为“与相

关社区展开磋商和协作”应被列为最优先

要素之一。相反，只有16%的商品生产者

将“矿产公司需要负担的社会成本”列为

前三大促成要素。

目前，越来越多的矿业公司正尝试深

入了解其所在当地社区的信仰、传统和文

化，用一位矿业公司经理的话说，就是寻

找“理解他们具体情况”13 的途径。而要想

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矿企们需要掌握人类

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业知识，这与它们

传统上招聘员工时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可

是大不一样的。此外，它们还需要对那些

受到矿产开采活动影响的地方社区的复杂

性和多样性有所了解。

理解当地社区

只有在参与各方具有合法性且能够真

正代表特定相益相关群体的情况下，对话

才能取得实效。“负责任的矿产开发倡

议”（RMDI）第一和第二阶段报告中做出

的相关分析已经证明，建立在这种基础上

的对话很少会引起误解和不满。

例如，任何地方社区彼此间都可能表现出

以下差异：

– 社会、经济和人口构成差异，比如不同

的劳动力来源（本地或外来）以及不同

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

和传统谋生手段

– 获取住房、水资源、公共设施、学校和

医院等服务便利程度的差异

– 矿产业相关领域就业准入差异，影响因

素包括性别、技能水平、与采矿点的距

离远近和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便利性等

– 受矿产业相关影响的程度差异，比如人

口过密和污染等

– 对社区现时态度产生影响的当地采矿经

验和历史的差异

不同社区之间的这些差异决定了它们

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正确”选项，同时

也不可能有谁能够单独代表特定社区说

话。这在性别差异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因为同一个社区的男性和女性往往有着不

同的问题和诉求。矿业企业和政府必须对

此高度重视并相应地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

对于矿业公司来说，开展广泛对话是

获得采矿“社会执照”的先决条件。这种

对话对于了解特定社区最优先关注领域、

确保当地民众从矿产开采中合理获益（就

业、培训、技能、服务和商业机会）是至

关重要的。



负责任的矿产开发倡议2013年14

是，这至少说明，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就

下游产业活动重要性展开坦诚和有建设性

的对话是有价值的。政府方面尤其需要弄

清楚下游产业活动是否能够为他们创造价

值。了解各种结构性要素在这方面的作用

非常重要，具体可参考下面有关马来西亚

橡胶产业的补充说明。

在其他价值维度上，不同利益相关方之

间的观点差异也都随所在地区的变化而有所

不同。在拉美，34%的受访商品生产者将

“基础设施”列入最优先维度的前两位，而

“政府”和“其他”受访者中分别只有19%

业之日起，橡胶手套就形成了一个极具吸
引力的长期全球市场。

随着人们对艾滋病和其他全球性健康
威胁认识的不断加强，以橡胶手套为主的
医用乳胶类器材的需求量在1989年到2011
年间一直保持着12%的年平均增长率。15

IV. 对于除少数最优先维度之外的其
他要素的优先度，不同的利益相关方
和不同地区的判断各不相同

在下游产业活动对于价值创造的重要

性方面，政府和商品生产者之间的观点尖

锐对立。举例来说，在非洲，有超过25%
的政府受访者将“下游产业”列入最优先

维度的前两位；而在同一地区的商品生产

者中，这一比例不足5%。

 
出现这样的结果不足为奇，毕竟不是

所有矿业公司都从事下游产业活动。但

你的橡胶手套为什么产于马来西亚

参与从事下游产业的国家是经过精挑
细选的，因为它们必须具备那些有全球竞
争力的结构性要素。马来西亚在橡胶手套
生产方面取得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目前，全球用于出口的橡胶手套有

60%产于马来西亚。这个地位早在上世纪

80年代就已确立下来，从那时起，马来西
亚就是世界第二大天然橡胶生产国，仅次
于印度尼西亚14。马来西亚能够成为橡胶手
套制造领域的领军角色，部分原因在于天
然橡胶生产国的身份为它在国际乳胶市场
上带来了结构性优势。天然橡胶作为原材
料，其成本在橡胶手套整个生产成本中占
到50-60%；相比之下，它在轮胎生产成本
中的占比只有10-15%，虽然生产轮胎需要
消耗更多的天然橡胶。所以，马来西亚这
个天然橡胶生产大国在橡胶手套制造方面
具有明显的投入成本优势。

除此之外，马来西亚还有另一个结构
性要素可供利用，那就是自它创建橡胶工

和20%认同这一选择。但是在北美、澳大

利亚和欧洲这样的发达地区，将“基础设

施”视为前两大最优先维度的“政府”和

“其他”受访者分别有29%和20%，而持

同样看法的商品生产者只有不到10%。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跨国矿业公

司无法预知对某一个国家奏效的要素是否

也能在另一个国家管用，所以只能花时间

去了解特定地方的利益集团的具体想法和

期待。同时，矿业公司还要明确自身的优

先目标，因为这些目标可能与企业所在地

政府和社区的目标有冲突。

在分析自身参与特定下游产业竞争的
能力时，各国不仅需要了解产业的成本结
构和市场的长期前景，还需要考虑其他一
些要素，包括：国内市场的规模和吸引
力、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向主要市场出
口商品的物流成本，以及本国在能源和劳
动力等其他方面是否具有投入成本优势。

1 受访者被要求为各自国家的价值优先方面排序—— 图表中的数据代表每个方面排名第一或第二的次数百分比
2 利益集团中的“其他”包括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国际机构和地方社区
3 “其他”指澳大利亚、北美和欧洲

资料来源：2012年10月至2013年1月间所做的RMDI调查

资料来源：Alliance Research调查机构的《橡胶手套行业研究》（2012年2月），马来西亚国际商业银行（CIMB）研究报告《橡胶手套有力
出击》（2009年7月），波士顿咨询集团（BCG）

图表10： 利益相关方对“下游产业”和“基础设施”的优先排序（以排名第一或第二的次数百分比为基础）1

图表11：产业成本结构（橡胶手套和轮胎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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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表12可以看出，要取得成功，需

要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高水平协作。这其

中包括政府不同级别之间、不同部门之间

乃至矿业公司和基础设施运营企业等其他

行业从业者之间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尤其

有助于在基础设施和供应链领域发展出一

整套价值实现手段。当然，协作的有效性

还取决于稳定伙伴关系的建立，使其不至

于受到政府换届等因素的影响。

V. 能够让所有利益相关方分享利益
的领域是存在的，但需要有一个协作
框架提供支持

尽管各方对相关要素的理解和排序不

尽一致，但调查和咨询结果显示，不同的

利益相关者完全可以通过携手合作创造出

共同价值，特别是在采购和供应链、基础

设施和就业等领域。例如，有60%的受访

利益相关者认为，在一国中“发展用途更

广泛的基础设施”比“改善单一的矿业基

础设施”更有可能创造价值。

 

下页有关“权力走廊”和“智利铜

业”的补充说明提供了两个例子，从中可

以发现，基础设施和地方供应链发展取得

的成功靠的是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高水平

协作。

1 受访者被要求列出他们认为最能影响相关维度的前三个“促成要素”

资料来源：2012年10月至2013年1月间所做的RMDI调查

图表12： 受访者列出的三大促成要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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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走廊：将采矿业纳入整体经济
规划

很多矿业项目都需要有大量基础设施

作为支撑，而在基础设施方面的高昂投入

往往成为制约项目可行性的一个主要障

碍。与此同时，基础设施又是经济发展的

核心要素，但很多矿产资源丰富的发展中

国家却缺少资金、技术和熟练劳动力，难

以把它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在这种情

况下，通过伙伴合作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实现互利共赢就成为可能：

– 将电力、铁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相关要

素连为一体

– 实现采矿业需求和地区经济发展需求的

整合

– 由公共和私营实体分担融资成本

– 有时会出现跨国界合作

快速发展的基础设施、不断增多的经

济联系、更长期的多元化经营以及日益增

加的税收和就业等更广泛的外溢效应，使

政府和地方社区都能大受其益。对于矿业

公司而言，一个完整和谐的基础设施发展

方案能够为它们降低成本，把有限的盈利

机会转化成为可行的投资项目。

为此，它们需要：

– 利益集团内部和彼此之间的协作

– 利益相关方的长期承诺

– 完整的经济规划

– 广泛的地方和环境咨询

– 采矿结束或矿业公司移交基础设施后的

运营和维护计划

南非和莫桑比克的“马普托发展走廊”

计划（MDC）就是综合型基础设施发展模

式的一个典型实例。发起于1995年的MDC

计划是“南非空间发展计划”（SASDI）中

最重要的项目。该计划将南非的东北部省

份和莫桑比克首都兼主要港口马普托连为

一体，为南非的煤、钒、不锈钢和石油化

工生产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链条。

“马普托发展走廊”由两国交通部长

联合创建，同时吸引了采矿和其他行业的

众多私营公司参与其中。该走廊构筑于

“建设-运行-移交”的模式之上，赋予了私

营公司联合体为期30年的特许经营权。

这条走廊建成至今共创造了5000个新

的工作岗位，区内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已

经高于南非国内平均水平。同时，莫桑比

克的生产厂商借此获得了进入南非市场的

机会，马普托港的发展则进一步打开了连

接国际市场的通道，区内旅游业也随之蓬

勃发展起来。16

智利从铜矿中发现价值链上游17

智利的铜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将近

1/3，采矿业对智利经济的贡献无可替代。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智利政府就开始

大力支持发展采矿相关服务和供应产业，

不仅为地方供应商提供技能培训，还通过

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促进了产业

间的联系和整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智

利政府在该国第二大区推动建立的采矿集

群取得了显著成效，到2004年时，智利埃

斯康迪达铜矿所用矿石的80%采购自国

内，而其中近一半便来自第二大区。

为了支持当地供应商运用创新思维来

应对水资源、能源和技术短缺等一系列采

矿业相关问题，智利在2009年确立了一套

有智利国家铜业公司和必和必拓（BHP 

Bi l l i ton）等领军企业参与的公私协作机

制，目标是到2020年培育出250家世界级

供应商（海外出口量超过总销售量的

30%，具备和行业内领军企业的同等标

准）。除政府部门和私营公司外，该协作

机制中还纳入了高等院校和技术研发中心

的力量。

初期数据是令人乐观的。截至2012年

12月，已经有55家供应商加入这一公私协

作机制，并且在经济增长、产品出口、企

业安全、环境和劳工标准等各方面有了明

显改善。早期成果中还包括Prodinsa公司的

诞生，该公司开发出了能将电动机械铲运

机钢缆的使用寿命延长40%的专利技术，并

将此技术卖给了秘鲁的安塔米纳矿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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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注于更好地理解各个利益集团本身和

它们实现价值的动力。这就需要以一个

全面的价值视角来综合审视文化、心

理、环境和经济等各个方面，同时还应

将采矿业的成本和收益纳入考虑范畴。

 

– 界定出各利益相关方优先诉求的一致和

矛盾方面。通过坦诚和建设性的对话，

各方不仅能够找到实现互利的领域，而

且有望达成一个普遍接受的折衷方案。

– 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企业、政府、社区

和民间团体对于自然、资源和采矿业收

益、成本、风险的认识。要解决利益相

关者理想和现实需求之间的错位问题，就

要加强各方对彼此价值实现动力、包括

国家特有的结构要素和促成要素的理解。

“负责任的矿产开发倡议”（RMDI）

第三阶段报告中提供的一系列关键性调查

和咨询结果表明，不同的利益集团对于矿

产资源开发的成本和收益有着不同的出发

点、理念、希望和诉求。尽管如此，实现

共赢的机会依然存在。就这些分歧进行开

放、透明的对话，将在根本上有助于各方

结成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最大程度地求同

存异，进而实现互惠互利。

有效的对话应该满足以下条件：

– 在参考研究数据的同时关注各利益相关

方最初的看法和期待。要想弄清不满和

冲突产生的根源，各利益相关方之间需

要理解彼此的主要理念和诉求，而不是

仅仅着眼于有关价值创造的各种事实和

数据。

– 探索促进利益集团内部和相互间协作的

途径。互利型的价值创造需要长期的伙

伴合作，这种合作不应受到政府换届的

影响，而且应该在利益集团之间和各自

内部同时展开。

 

围绕上述调查和咨询结果，图表13列

出了供各利益相关方自我解答的5个问题。

对各利益相关方的启发

图表13：供利益相关者思考的问题

矿业公司经理 政府矿业部长 地方社区（包括非政府组织）代表

1. 你了解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实现

动力和他们目前的看法和期待吗？

2. 你是否参加过各利益相关方的讨论

并借此表达自己的需求和目标、同

时了解其他人的想法？

3. 你是否进行过教育投资，帮助地方

社区和当地政府更好地认识资源和

价值等采矿业相关问题？

4. 你是否了解那些能够帮助各利益相

关方实现共赢的要素并为达成折衷

方案而与其他各方进行过坦诚的讨

论？

5. 你认为你怎样才能和其他矿业公司

在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等领域展开更

有效的伙伴合作？

1. 你是否了解那些能够影响贵国创造

价值能力的关键性结构要素和促成

要素？

2. 你是否了解矿业公司、投资者和受

采矿业影响地区的需求和优先考

虑？

3. 你是否参加过各利益相关方的讨论

并借此表达自己的需求和目标、同

时了解其他人的想法？

4. 你和其他行业以及政府各级部门在

确保充分实现采矿业价值方面合作

得怎么样？

5. 你是否考虑过应该如何与更广大的

民众进行沟通，以形成与采矿业相

关的价值共识？

1. 你是否了解矿业地区的不同群体及

其各自的需求和优先考虑？

2. 你是否了解那些能够帮助你更好地

引导社区表达诉求的采矿业价值实

现动力？

3. 你是否参加过各利益相关方的讨论

并借此表达自己的需求和目标、同

时了解其他人的想法？

4. 你是否了解那些能够造福于你的社

区、同时又能让政府和企业分享利

益的优先项目？

5. 你是否可以确定你的社区里有哪些

机构能够与矿业公司就建立长期伙

伴关系展开有效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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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RMDI将运用以上研究成果和

已有方法来应对一系列主要挑战。“矿产

资源价值管理”（MVM）工具将被用于国

家层面和项目层面上的多方平台，以界

定、讨论采矿业各有关事项，并采取相应

行动。

未来发展方向

图表14：RMDI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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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相关国家已有的其他计划和倡议

（例如“非洲矿业远景”  < A f r i c a n 

Mining Vision>计划下的“国家矿业远

景”<Country Mining Visions>构想）

要想取得成功，来自所有利益集团特

别是政府的支持和长期承诺是必不可少的。

目前，智利和秘鲁两国已经建立起了

相关对话机制。其中，智利的对话机制建

立于2011年一场RMDI圆桌会议举行之后，

采用了RMDI第二阶段报告中确立的负责任

矿产开发的六大基础模块来指导实际行

动；秘鲁的对话机制建立于2013年4月世界

经济论坛拉美峰会举行期间。其他尚待建

立对话机制的重点国家还有几内亚、蒙古

和莫桑比克。

多方交流平台的建立有望催生出一个

秘书处和一个由政府、矿业公司和民间团

体代表组成的指导委员会，目标是：

– 在基于认知的研究（例如MVM）和基于

数据的研究（例如国际采矿与金属委员

会的“矿业合作共创发展”工具包

<ICMM MPD toolkit>）的双重支持下，

为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对话和协作提供

一个中立的环境

– 推动实现各利益相关方对未来发展道路

的主导和掌控，具体措施包括就成功的

标准以及政府、企业、民间团体和开发

机构的角色和责任达成共识

– 推动确立一个正式的持续性进程，以确

保地方利益相关者拥有对行动计划的执

行权和跟踪权

明确挑战

确定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对负责任矿产开发的六大基础

模块进行分类，提出实际行动

纲要

设计出“矿产资源价值管理”

框架，统一各利益相关方的价

值认知

搭建起RMDI多方平台，使之成

为建设性交流的论坛，并为相

互认可的行动提供支持

将智利、秘鲁、蒙古、几内亚和

莫桑比克定为目标国家

实用的解决方案

国家层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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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表现进行基准测试

在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国家和商品

生产者对于直接价值创造的认识有着各自

的视角。“矿产资源价值管理”（MVM）

工具的作用就是以公开发布的信息为基

础、通过采用14个独立度量指标对不同视

角下的直接价值创造做出评估，完成总体

基准测试。在此过程中，国家和生产商视

角中分别具有的7个价值维度各自对应一个

独立指标。

在“负责任的矿产开发倡议”（RMDI）

的数次研讨会上实施的基准测试将服务于

两个目标：

– 对基于数据分析结果评定出的各利益相

关方的认知基准进行比较，以明确各方

取得一致和存在分歧的领域

– 就价值创造的方式对其他资源丰富国家

进行比较，并围绕这方面的潜在机遇推

动相关讨论

每一个度量指标都会相应反映出特定

利益集团的价值驱动力。例如，对于国家

而言，“就业和技能”指标反映了采矿产业

创造的工作岗位数量；而对于商品生产

者，它反映的则是可用技能和劳动力市场

的灵活度。对每一个价值维度的基准测试

分别涵盖17至33个国家不等，具体国家数

量依可获得的数据而定。为使调查数据之

间具有可比性，指标最高的得分为“4”，最

低的得分为“0”（更多细节请参阅附录2）。

这种基准测试并不是要提供一个衡量

各国价值创造水平的标准，它评估的只是

“直接”价值，不包括那些能够对某些价

值维度做出主要贡献的收益增值和多种经

营效果。此外，度量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

出对利益相关方有重要意义的所有要素。

例如，专门针对国家的就业指标就不涉及

采矿活动的技能水平或具体收入，而这两

个要素对政府而言却十分重要。

图表15对6个富矿国家按照其主要矿产

类型进行了分组，并展示了各自的评估结

果。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这个基准测试如

何服务于上述的第二个目标。根据图表所

示，受结构要素和促成要素的双重影响，

采矿业在不同国家以不同方式创造价值。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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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 基准分析

其他价值维度的测试评分则更多受到

促成要素的影响。例如，一个特定国家的

商品生产者对价值创造中“财政、法律和

监管”维度的重视程度，反映了他们对该

国税收制度以及监管和法律程序的效率和

透明度的关

 

注。巴西在这方面的评分低于智利，

或许表明生产商们希望巴西能在政府治

理、经济结构和公共机构灵活度等领域有

所改善。

从各国在“就业和技能”以及“下游

产业和选矿”这两个价值维度的评级中，

可以看到某些结构要素的影响。例如，加

拿大和智利的采矿业都创造了大量价值，

但它们在这两个维度上的评级却相对较

低。这样的结果或许反映出如下事实：两

国的经济都有多元化特点，就业机会主要

来自采矿以外行业，且都缺少成为制造业

基地的天然结构性优势。南非的情况与它

们刚好相反。相对于其他国家，南非采矿

业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而这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该国劳动密集型的铂金工业决定的。

基准测试的方法论和局限性

目标

基准测试的目的是为相关讨论提供一

个出发点和一个比较利益相关者不同诉求

的途径。

方法论

度量指标

– 基准测试以次级资料来源为基础，在

“矿产资源价值管理”（MVM）框架下

采用14个独立度量指标对矿产业7个价值

维度中国家和商品生产者各自视角内的

直接价值创造做出评估。

注：仅供方向性参考—— 相对于其他富矿国家的价值维度基准测试。对应每一个价值维度的度量指标可能无法准确反映对象国所具备的所有条件。

说明：

0 – 在某方面创造的价值处于世界最低水平的国家

2 – 在某方面创造的价值的平均值

4 – 在某方面创造的价值处于世界最高水平的国家

国家 商品生产者

铁矿石

铜

金/铂/银

财政和法律（监管）环境

财政和法律（监管）环境

财政和法律（监管）环境

财政和法律（监管）环境

财政和法律（监管）环境

财政和法律（监管）环境

就业与技能 

就业与技能 

就业与技能 

就业与技能 

就业与技能 

就业与技能 

社会经济与文化

社会经济与文化

社会经济与文化

社会经济与文化

社会经济与文化

社会经济与文化

采购与供应链

采购与供应链

采购与供应链

采购与供应链

采购与供应链

采购与供应链

下游产业

下游产业

下游产业

下游产业

下游产业

下游产业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巴西

蒙古

秘鲁

加拿大

智利

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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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6：基准度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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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商品生产者：

财政、法律和监管
环境

财政、法律和监管
环境

社会经济环境、文化
和社会凝聚力

社会经济环境、文化
和社会凝聚力

环境与生物多样性

环境与生物多样性

采购与地方供应链

环境与生物多样性

选矿与下游产业

选矿与下游产业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就业与技能

就业与技能

度量指标

度量指标

原始资料来源

原始资料来源

基准编号

基准编号

• （以美元计算的矿业税、开采特许权使用费和股

息收入/以美元计算的矿业产出价值）%

• 弗雷泽研究所调查报告所涉指标的加权平均值：

－ 税收制度

－ 监管和管理的不确定性

－ 监管的重复和矛盾

－ 法律体系

• 在耶鲁大学环境绩效指数中的排名

• 弗雷泽研究所调查报告所涉指标的加权平均值：

－ 环境法规

－ 环境保护

• 矿业产出每单位美元价值中列入供应商数据库

的公司数量

• 《全球竞争力报告》所涉指标的加权平均值，包括：

－ 地方供应商的质量和数量、集群发展状况、地方竞

争的激烈程度

• 基础设施质量排名（全部）－ 《全球竞争力报告》

• 基础设施质量排名（全部）－ 《全球竞争力报告》

• （以美元计算的原材料出口额/以美元计算的矿业

产出价值）%

• 弗雷泽研究所调查报告所涉指标的加权平均值，包括：

－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货币管制、汇回海外获利的限制

• 各种社会发展指标的加权平均值，包括：

－ 群体之间的凝聚力

－ 个人之间的安全和信任

－ 对少数族裔的包容

• 弗雷泽研究所调查报告所涉指标的加权平均值，包括：

－ 社会经济契约

－ 有争议的土地所有权

采矿业税收收入

• 《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ITI）国别报告（2006-2010）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采掘业发展的财政制度，2012

• 矿业产出价值媒体调查

• 国际采矿与金属委员会（ICMM），采矿业贡献指数

出口/生产分类数据
• 瑞典原材料集团（RMG）数据库
•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
• 智利铜业委员会（CCC）年报
• 国际铜业研究组织（ICSG）统计年报
矿业产出价值
• 国际采矿与金属委员会（ICMM），采矿业贡献指数

雇员数量

• 各种政府和产业报告

矿业产出价值

• 国际采矿与金属委员会（ICMM），采矿业贡献指数

公司数量

• 供应商数据库信息

矿业产出价值

• 国际采矿与金属委员会（ICMM），采矿业贡献指数

• 耶鲁大学环境绩效指数排名（2012）

• 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2011-2012年度矿业公司调查报告

•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2012-2013》

• 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2011-2012年度矿业公司调查报

•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2012-2013》

• 荷兰社会科学研究院（ISS）社会发展指数

• 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2011-2012年度矿业公司调查报告

• 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2011-2012年度矿业公司调查报告

•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2012-2013》

•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2012-2013》

• （采矿行业的直接雇员数量/以美元计算的矿业

产出价值）%

• 弗雷泽研究所调查报告所涉指标的加权平均值：

－ 健康、初等和高等教育、培训、劳动力市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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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

在解读基准测试的结果时，需要将一

系列局限性考虑在内：

– 可获得的数据是有限的。在某些价值维

度中，特别是采矿行业的税赋征缴水

平、直接就业率以及下游和供应产业的

规模等方面，公开发布的信息少得可怜。

– 某些数据可能没有直接可比性。某些国

家的财政和就业数据严重不足，使得针

对它们的相关评估不得不依赖另外的信

息来源，而由于不同的信息发布者采用

不同的定义和假设，评估工具可能无法

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比较。

– 度量指标可能无法反映特定价值维度的

所有方面。 在多数价值维度中，价值都

呈现出多角度特点，度量指标很难将它

们一一考虑在内。例如，国家视角下的

“就业和技能”维度所估测的只是矿业

产出每单位美元价值中的从业员工数

量，而不包括他们的薪资水平和工作条

件等因素。

– 度量指标评估的只是“直接”价值，不

包括收益增值和多种经营效果。

 

– 所有度量指标均以公开发布的信息为基

础，是一个包含了经济数据、国家指数

和其他各种调查结果的混合体（请参见

图表17）。

–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每个价值维度中都

有多个价值驱动力，因此评估时也相应

使用了多个度量指标的加权平均值。

涵盖的国家

– 基准测试只涵盖那些拥有实在或潜在的

成规模矿产工业的国家。

评分

– 基准测试采用从0到4的相对分值，与认

识调查中的评分方法相吻合。

– 具体分值通过对每一个度量指标所涉及

国家进行排名而算得，排名最高的国家

得分为“4”，最低的国家为“0”。其

余国家的分值则在0到4之间相应变化。

 

鉴于以上各种局限性的存在，基准测

试目前仍只能被看作是一个“半成品”。

随着对更多信息的掌握，世界经济论坛将

不断更新和完善这一价值评估框架。

现有基准测试工具的欠缺同时也凸显

了获取全面优质的产业信息的重要性，特

别是有关矿产税、开采特许权使用费和股

息收付等方面的信息。目前，包括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I M F）、收入观察组织

（R W）和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组织

（EITI）等国际机构已经对此问题给予足够

重视，并正在努力推进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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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不同利益相关方、不同地区的受访者对当今和未来价值创造的认知1

资料来源：2012年10月至2013年1月期间的RMDI调查

进一步的调查结果

图表17是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展示了

来自不同利益相关方、不同地区的受访者

对当今和未来价值创造的认知。

进一步的调查结果、调查方法和受访
者情况

1 受访者需要回答，当前自己所在的利益集团在价值创造的7个维度上表现如何，并给出相应得分，以及10年后其他矿产储量丰富的国家价值前景如何
2 利益集团中的“其他”包括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国际机构和地方社区
3 包括来自澳大利亚、北美和欧洲的受访者

说明：

0 – 在某方面创造的价值处于世界最低水平的国家

2 – 在某方面创造的价值的平均值

4 – 在某方面创造的价值处于世界最高水平的国家

对当前价值的认识

对未来（10年后）的价值期望

地区

非洲

亚洲

拉丁美洲

其他 3

政府 商品生产者 其他 2

财政和法律
监管环境

财政和法律
监管环境

财政和法律
监管环境

财政和法律
监管环境

财政和法律
监管环境

财政和法律
监管环境

财政和法律
监管环境

财政和法律
监管环境

财政和法律
监管环境

财政和法律
监管环境

财政和法律
监管环境

财政和法律
监管环境

就业与技术

就业与技术

就业与技术

就业与技术

就业与技术

就业与技术

就业与技术

就业与技术

就业与技术

就业与技术

就业与技术

就业与技术

社会经济和文化

社会经济和文化

社会经济和文化

社会经济和文化

社会经济和文化

社会经济和文化

社会经济和文化

社会经济和文化

社会经济和文化

社会经济和文化

社会经济和文化

社会经济和文化

采购与供应

采购与供应

采购与供应

采购与供应

采购与供应

采购与供应

采购与供应

采购与供应

采购与供应

采购与供应

采购与供应

采购与供应

下游产业

下游产业

下游产业

下游产业

下游产业

下游产业

下游产业

下游产业

下游产业

下游产业

下游产业

下游产业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环境与
生物多样性

环境与
生物多样性

环境与
生物多样性

环境与
生物多样性

环境与
生物多样性

环境与
生物多样性

环境与
生物多样性

环境与
生物多样性

环境与
生物多样性

环境与
生物多样性

环境与
生物多样性

环境与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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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8： 按照地区和利益集团划分受访者

调查内容

所有受访者被要求回答的问题是：

– 当前以及未来10年后，自己的国家和其

他国家相比，在价值创造的7个维度上表

现如何。20

– 对价值的7个维度进行评分排名，挑出优

先考虑的选项。完成调查问卷的人则只

需从中挑出两个优先选项。

网上受访者被要求回答的问题是：

– 在价值维度的两个优先选项中，最具潜

力的发展空间是否属于直接发展领域，

或具有收益增值和多种经营效果的领域。

– 从价值维度的两个优先选项中，挑出最

重要的3个“结构要素”和“促成要素”。

调查方法和受访者情况

调查时间

调查于2012年10月至2013年1月之间

进行。其中，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进

行的是网上调查；书面调查是2012年10月

至11月期间在“负责任的矿产开发倡议”

的数次研讨会上进行的。19

受访者

– 利益相关方：商品生产者（矿业公

司）、政府和其他（地方社区、非政府

组织、学术界、国际组织）。大多数受

访者都是供职于采矿业或者深受该行业

影响的人士。

– 地域分布：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其

他（北美、澳大利亚、欧洲）。

 

1. 利益集团中的“其他”包括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国际机构和地方社区

35 24 28 

1 11 7 

3 4 4 

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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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akeholder group ‘Others’ includes NGOs, academics, international agenci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非洲

南非

加纳

几内亚

其他

亚洲

印度

蒙古

其他

拉丁美洲

秘鲁

智利

其他

其他地区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其他

总数

政府 商品生产者 总数其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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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9：“负责任的矿产开发倡议”历次咨询所涉国家

 

 

Phase I 2010 Phase II 2011 Phase III 2012 

2011年

– 澳大利亚，可持续发展会议，2011年10月

– 巴西，世界经济论坛拉丁美洲会议，

2011年4月

– 印度尼西亚，“采掘业透明度倡议”董

事会议，2011年11月

– 印度尼西亚，世界银行透明度标准会

议，2011年11月

– 印度尼西亚，世界经济论坛东亚会议，

2011年6月

– 蒙古，“负责任的矿产开发倡议”研讨

会，2011年3月

– 秘鲁，“负责任的矿产开发倡议”秘鲁

研讨会，2011年12月

– 南非，“负责任的矿产开发倡议”研讨

会，2011年2月

– 南非，世界经济论坛非洲会议，2011年5月

– 瑞士，“采矿/矿产/金属与可持续发展”

政府间论坛期间举办的“负责任的矿产

开发倡议”研讨会，2011年11月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世界经济论坛全球

议程理事会年会，2011年10月

– 英国，国际采矿与金属委员会会议，

2011年3月和10月

– 英国，世界经济论坛采矿和金属行业战

略会议，2011年11月

– 美国，与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负责任

的矿产开发倡议”研讨会，2011年12月

 

利益相关方调查咨询回顾 

世界经济论坛“负责任的矿产开发倡

议”发起于2009年，本次研究是第三阶段

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倡议的全部3个阶段都

充分参考了论坛对各利益相关方进行的广

泛咨询，以获取新思想，检验新概念。

这些咨询活动是：

2010年

– 澳大利亚，特定国家访谈

– 巴西，特定国家访谈

– 智利，特定国家访谈

– 哥伦比亚，特定国家访谈

– 加纳，特定国家访谈

– 印度，印度经济峰会，2010年11月

– 老挝，特定国家访谈

– 利比里亚，特定国家访谈

– 蒙古，特定国家访谈

– 蒙古，“负责任的矿产开发倡议”圆桌

会议，2010年6月

– 巴布亚新几内亚，特定国家访谈

– 秘鲁，特定国家访谈

– 南非，特定国家访谈

– 坦桑尼亚，特定国家访谈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世界经济论坛全球

议程理事会年会，2010年11月

 

2012年－2013年

– 埃塞俄比亚，世界经济论坛非洲会议期

间举办的“负责任的矿产开发倡议”闭

门会议，2012年5月

– 瑞士，采矿与金属战略会议期间举办的

矿产价值管理研讨会，2012年10月

– 埃塞俄比亚， 非洲发展论坛期间举办的

矿产价值管理非洲研讨会，2012年10月

– 印度，世界经济论坛印度会议期间举办

的印度矿产价值管理闭门会议，2012年

11月

– 矿产价值管理全球调查，互联网，2012

年11月至12月

– 瑞士，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举办的矿

产价值管理闭门会议2012年1月

– 加拿大，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与

世界经济论坛合办的采掘业价值最大化

会议

– 秘鲁，世界经济论坛拉丁美洲会议期间

举办的矿产价值管理闭门会议及报告发

布，2012年4月

2010年第一阶段 2011年第二阶段        2012年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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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里特·班克斯（Britt D. Banks），科罗

拉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顾问组

主席）

– 埃德温·巴松（Edwin Basson），世界钢

铁协会总干事，比利时

– 比阿特丽斯·博萨·迪博（Beatriz Boza 

Dibos），公民日组织主席，秘鲁

– 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e），阿塞洛与

米塔尔钢铁公司副总裁，荷兰

– 史蒂文·德波斯特（Stephen Deposito 

III），RESOLVE集团公司总裁，美国

– 马可塔·埃文斯（Marketa Evans），加拿

大外交与国际贸易部采矿业企业社会责

任顾问，加拿大

– 安东尼·霍奇（R. Anthony Hodge），国际

采矿与金属委员会会长，英国（副主席）

– 孔庆影，中国国际金融(香港)有限公司研

究部董事总经理，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 胡格特·拉贝勒（Huguette Labelle）*，

透明国际主席，德国

– 安娜·利特尔博伊（Anna Littleboy），联

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地下矿产国家研

究旗舰计划组织运营部副总监，澳大利亚

– 布鲁斯·麦肯尼（Bruce McKenney），大

大自然保护协会策略与发展部主管，美国

– 亨利·梅迪纳（Henry Medina），哥伦比

亚矿业部副部长

– 利贾·诺罗尼亚（Ligia Noronha），能源

与资源研究所资源与全球安全部高级研

究员兼执行主任，印度

– 安东尼奥 ·佩德罗（ A n t o n i o  A . M . 

P e d r o），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UNECA）东非分区办公室（SRO-

EA）主任，卢旺达

– 迈 克 尔 · 所 罗 门 （ M i c h a e l  H . 

Solomon），南非采矿与冶金学会矿产

经济学委员会主席，南非

– 滕立梁，中非发展基金市场部门负责

人，中国

– 彭查格·查干（Tsagaan Puntsag），蒙古

国总统办公室顾问，蒙古

其他贡献者 ——参与访谈以及案例研究和

倡议项目：

– 维基·鲍曼（Vicky Bowman），力拓股份

有限公司外事部门全球业务总监，英国

– 苏·库克（Sue Cooke），皇家巴伏肯部

落社区行政长官、研究及知识管理负责

任，南非

– 塔拉·达里恩佐（Tarrah D’Arenzo），纽

蒙特矿业公司可持续发展与外事部负责

任，美国

– 卢克·戴维森（Luke Davidson）, 可持续

发展战略组织主席，美国

致谢 

世界经济论坛在此对论坛内的采矿和

金属行业指导委员会、“负责任的矿产开

发倡议”顾问组和负责任的矿产资源管理

全球议程理事会的成员表示感谢，他们为

本项目报告贡献良多。 

2012年世界经济论坛采矿和金属行业指导

委员会

– 汤姆·艾博年（Tom Albanese），力拓集

团首席执行官，英国（委员会主席）

– 辛西娅·卡罗尔（Cynthia Carroll），美英

资源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国

– 马克·卡蒂芬尼（Mark Cutifani），英美

黄金阿散蒂公司首席执行官，南非

– 克劳斯·柯菲德 （Klaus Kleinfeld），美国

铝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 帕特里斯 · 莫特赛比（ P a t r i c e  T . 

Motsepe），非洲彩虹矿业有限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南非

– 理查德·奥伯里恩*，纽蒙特矿业公司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亦是“负责任的矿产开发倡议”顾问组成员

“负责任的矿产开发倡议”顾问组

– 布里特·班克斯（Britt Banks）*，科罗拉多

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顾问组主席）

– 阿林·哈克曼（Arlin Hackman），世界自

然基金加拿大分会高级顾问

– 加文·海曼（Gavin Hayman），全球见证

组织活动总监，英国

– 胡格特·拉贝勒（Huguette Labelle）*，

透明国际主席，德国

– 凯瑟琳·麦克菲尔（Kathryn McPhail），

国际采矿与金属委员会社会经济发展部

主管，英国

– 凯特·卡迈克尔（Kate Carmichael），国

际采矿与金属委员会社会经济发展部经

理，英国

– 理查德·奥伯里恩，纽蒙特矿业公司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 安东尼奥·佩德罗（Antonio A.M. Pedro）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UNECA）东非

分区办公室（SRO-EA）主任，卢旺达

– 彭查格·查干（Tsagaan Puntsag）*，蒙古

国总统办公室顾问，蒙古

*亦是“采矿与金属行业之未来”全球议程理事会成员

负责任的矿产资源管理全球议程理事会 

– 安 东 尼 · 安 德 鲁 斯 （ A n t h o n y 

Andrews）， 负责任的矿产开发咨询有

限公司总裁，加拿大（副主席）

– 乔治·班德（Jorge Bande），智利国营铜

业公司（CODELCO）董事，智利

 – 艾德里安·福扎德（Adrian Fozzard），世

界银行集团公共与治理部门公共事务专

家，美国

– 泰勒·吉拉德（Tyler Gillard），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财政与企业事务司

投资部法律专家，巴黎

– 斯科特·吉尔摩（Scott Gilmore），锚链

公司总裁，加拿大

– 乔纳森·霍布斯（Jonathan Hobbs），世

界自然基金会（WWF）负责任的贸易和

投资部高级顾问，坦桑尼亚

– 保罗 ·凯普勒斯（Pau l  Kap e l us），

Synergy全球咨询有限公司董事，南非

– 拉斐尔·卡普林斯基（Raphael Kaplinsky），

开放大学国际发展体系教授，英国

– 戴维·欧瓦蒂亚（David Ovadia），英国

国际地质调查局常务董事，英国

– 耶蒂华·西梅拉尼（Yedwa Simelane），

英美黄金阿散蒂公司高级副总裁，南非

–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感谢所有参与

2012年至2013年RMDI会议和相关研讨会

的人士，以及接受矿产资源价值管理调查

的人士。

顾问合作伙伴波士顿咨询公司 (BCG):

– 阿 密 特 · 加 那 利 沃 勒 （ A m i t 

Ganeriwalla），合伙人兼董事，印度

– 科纳特·海因斯（Knutt Haanes），全球

战略主管、合伙人兼常务董事，瑞士

– 亚历克斯·科赫（Alex Koch），合伙人兼

常务董事，澳大利亚

– 菲利普·科林克斯（Philip Krinks），高级

顾问，英国

– 约翰·林奎斯特（John Linqvuist），高级

顾问，英国

– 格兰特·麦凯布（Grant McCabe），合伙

人兼常务董事，澳大利亚

– 马尔科·迪·马里诺（Marco Di Marino），

高级项目经理，澳大利亚

– 劳伦·戴维斯（Lauren Davis），顾问，美国

另外，项目组还要感谢下列世界经济论坛的

同事们，他们从始至终为项目提供了支持： 

– 顾润贺（Robert Greenhil l），执行董

事、企业业务中心首席商务官

– 玛格丽特·杰涅克（Margareta Drzeniek）

全球基准管理网负责人、高级经济学家

– 娜迪亚·布纳（Nadia Buhna），采矿与

金属行业团队协调员

– 伊丽娜·道塔鲁特（Irina Dhowtalut），采

矿与金属行业高级团队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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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 

– 布里特·班克斯（Britt D. Banks），科罗

拉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

– 吉多·巴特戈里亚（Guido Battaglia）， 

世界经济论坛采矿与金属行业高级社区

经理

– 约瑟·加西亚（Jose Garcia），世界经济

论坛采矿与金属行业高级社区经理

– 罗兰·汉斯莱尔（Roland Haslehner），

波士顿咨询集团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

奥地利

– 马丁·海登（Martin Hayden），世界经济

论坛采矿与金属行业项目经理

– 迈克尔·托斯特（Michael Tost），世界经

济论坛采矿与金属行业负责人，副总监

– Alex Wong，世界经济论坛企业事务中心

负责人、资深总监

缩略语和图表概览 

缩略语

– BCG 波士顿咨询集团

– FDI 外国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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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和其他资料来源

– 《非洲社会学评论》－《区域一体化和

南部非洲跨国投资的影响：马普托发展

走廊》，（2008年）

– Alliance Research调查机构－《全球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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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货币基金会（IMF）－《采掘业发展

的财政制度》，（2012年）

– MarketLine行业数据 －《秘鲁的贵金属

矿产》，（2012年）

– 秘鲁经济研究所－《秘鲁采矿业对就

业、生产及集合的影响》，（2012年）

– 原材料集团（RMG）数据库（www.rmg.

se）

– 蒙古国立大学经济研究学院、澳大利亚

BAEconomics公司－《奥尤陶勒盖铜金

矿的发展：对蒙古宏观经济后果的评

估》，（2011年）

– 巴西矿业协会（IBRAM）－《巴西矿业

经济情报与分析》，（2011年）

– 美国地质调查局 （USGS）－各国矿产

资源工作簿

–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http://

comtrade.un.org/db/）

– 世界银行－《国家GDP和税收》

–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2012-

13》

– 耶鲁大学－《环境绩效指数》，（2012

年）（www.epi.yale.edu）

– 新闻/网络资料

 

– 莫里斯（M o r r i s  M）、卡普林斯基 

（ Kaplinsky R）、卡普兰（Kaplan D ）－ 

《接踵而来－如何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商业繁荣中获取最大利益》，（2012年）

– 联合国商业与发展会议－《采矿业：优

化资源国的保留值》，（2012年）

–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促进资源密集

型经济的工业多元化－撒哈拉以南非洲

和中亚地区的经验》

– 开普敦大学－《从制度层面看马普托发

展走廊》，（2001年）

– 世界银行－《西非采矿业持续上涨的地

方采购》，（2012年）

– 世界银行集团－《资源走廊/多样化－世

界银行华盛顿地区咨询报告E4D》，

（2012年）

– 世界银行集团－《采掘业资源手册》 

（www.eisourcebook.org）

–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

（2008年－2013年）

– 世界经济论坛－《战略性基础设施：优先

提供高效基础设施的步骤》，（2012年）

– 新闻/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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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RMDI第一阶段报告 (2010年) 参见http://

www3.weforum.org/docs/WEF_MM_ 

RMDI_Report_2010.pdf，RMDI第二阶段

报告 (2011) 参见http://www3.weforum.

org/docs/ WEF_MM_Report_2011.pdf

2 与保罗·佐登（Paul Jourdan）合作《非

洲国民大会介入采矿业情况报告》。资

料来源：矿业网（mineweb.com），

2012年6月

3 世界经济论坛矿业与金属发展会议， 

2012年10月

4 数据来源于RMDI第三阶段财政、法律和

监管基准分析

5 数据来源于RMDI第三阶段就业与技术基

准分析

6 国际采矿与金属委员会 (ICMM)，《发展

伙伴关系》国家案例研究；世界银行集

团，《大型矿山与社区》；纽蒙特加纳

黄金公司(NGGL)，《纽蒙特加纳黄金公

司的社会经济影响》，秘鲁经济研究

所，《秘鲁采矿业对就业、生产及集合

的影响》；波士顿咨询集团分析报告

7 举例：力拓矿业集团就有关生物多样性

保护，立下了一个公开承诺，其目标是

在多样性方面具有“净正面影响力”。

参见：  h t tp : / /www. r i o t i n to .  com/

documents /Repor tsPub l i ca t i ons / 

RTBidoversitystrategyfinal.pdf

8 Aurecon, 采矿基础设施：从矿坑到港口

9 各国发展阶段列表参见《全球竞争力报

告2012年－2013年》第10 页（http://

w w w 3 . w e f o r u m . o r g / d o c s / W E F _

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_2012-13.

pdf）

10 详情参见《全球竞争力报告2012年－2013

 年》第8页（http://www3.weforum.org/

 docs/WEF_ 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_

 2012-13.pdf）

11 我们认识到，在一些案例中政府公共部

门和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也许

是相反的 （比如，增加外国直接投资会

改善政府政府公共部门的表现）

12 莫里斯（M o r r i s  M）、卡普林斯基 

（ Kaplinsky R）、卡普兰（ Kaplan D ），

《接踵而来——如何从撒哈拉以南非洲

的商业繁荣中获取最大利益》。参见： 

http://tinyurl.com/ CommoditiesBook

13 世界经济论坛年度会议，采矿与金属闭

门会议，2013年1月

14 Faostat.org

15 Alliance Research调查机构，《橡胶手套

行业研究》，2012年2月

16 马普托通道物流公司（MCLI ）官方网

站：ht tp: / /www.mcl i .  co.za/ index.

htm）；坎贝尔（Campbell M）、马瑞

兹（Maritz J）、Hauptfleisch D，《马普

托发展走廊对区域内创造财富的影

响》，南非自由州大学、科学及产业研

究理事会建筑环境分会；开普敦大学，

《从制度层面看马普托发展走廊》

（2011年）；《非洲社会学评论》，

《区域一体化和南部非洲跨国投资的影

响：马普托发展走廊》，（2008年）

17 必和必拓公司，《2011年可持续性报告

案例研究》；智利经济发展局，《智利

的采掘聚类；国际采矿与金属委员会 

(ICMM)， 《智利——矿产资源的挑战》

（2007年）； 波士顿咨询集团

18 有关国家在“财政、法律和监管”方面

遇到的具体限制和相关数据，是根据采

矿行业向政府缴纳的税费、特许使用权

费和股利的总量做出的。在许多情况

下，可获取的是近一两年的数据，这意

味着这些数据也许并不能代表整个采矿

流程。

19 调查期间的研讨会有：矿业与金属战略

会议，日内瓦，2012年10月18日；非洲

发展论坛期间举行的RMDI闭门会议，亚

的斯亚贝巴，2012年10月22日（8位受

访者）；世界经济论坛印度会议期间举

办的RMDI 闭门会议， 2012年11月8日 

（22 位受访者）

20 书面调查问卷就价值的6个维度对受访者

进行调查，其中将环境和社会这两方面

做了合并。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我们

随后又将这6个维度分割成了7个维度。

书面调查问卷是整体调查的一部分，具

体方法下：（1）在环境和社会这两个层

面上，我们假设当前与未来的得分是一

样的；（2）根据在线调查（按“利益相

关方”和“地区”分别进行）中环境和

社会各自被列入优先价值维度前两位的

次数比例，书面调查中支持这两方面的

反馈意见在数量上也是平分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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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

91–93 route de la Capite
CH-1223 Cologny / 日内瓦
瑞士

电话：+41 (0) 22 869 1212
传真：+41 (0) 22 786 2744

contact@weforum.org
www.weforum.org

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独立的国际

机构，致力于召集商界、政界、学

术界及社会其它各界领袖开展合

作以制定全球、地区和行业议程，

从而改善世界状况。

世界经济论坛作为一个基金会成

立于1971年，总部设在瑞士日内

瓦，是一个非营利的中立组织，不

介入任何政治、党派或国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