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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摘要 
 

智利矿业的重要性 

 

矿业，尤其是铜矿业，是智利最重要的经济活动。铜业占 GDP ⽐重达 10%以上，⽐出
⼜占⽐⾼出 50%。铜业是智利接受国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业，占国外直接投资总额的三
分之⼀。铜业在过去 60年间发展迅速。1960到 1990年，铜产量在 30年间增长 2倍，
1990年到 2016年再次实现两倍增长，在 2016年铜产量达到 550万吨，占世界总产量
30%，成为世界上最⼤的铜⽣产国。全世界探明的铜矿储量中，智利是储量最多的国家，
约占世界储量的三分之⼀。铜矿成为智利⼈民深化发展、实现经济社会进步的窗⼜和机
遇。 

由于 2004 到 2014 年间铜价⼤幅上涨，智利铜产量及其价值随之提⾼。1960 到 1990
年，铜矿平均年出⼜额为 14亿美元。1990到 2003年，增长到 55亿美元。在 2004到
2014年的“超级周期”，平均年出⼜额为 340亿美元。2016年单年即达到 280亿美元。 

1994到 2003年，矿业贡献了智利财政收⼊的 6%。2004到 2014年，矿业在财政收⼊
的⽐例增长⾄原来的 3倍，达到每年 20%左右。2004到 2014年间，包括国有公司（智
利国有铜业公司 Codelco和智利国家矿业公司 Enami）在内，智利铜业对国家财政贡献
税收达 960亿美元，贡献率⽐上个⼗年间（90亿美元）⾼出 10倍。得益于此，智利国
家财富基⾦1成功筹集到 200多亿美元的资⾦。从 2015年开始，矿业对财政收⼊的贡献
率回归到“超级周期”之前的⽔平。 

矿业的发展规模和现状，决定矿业⽣态系统需要涉及诸多机制与功能，其相互作⽤也是

纷繁复杂。其他⾏业都远不及矿业复杂，在国家层⾯中包括 1）⼤、中、⼩型企业；2）

                                                
 
1 养老金储备基金（FRP）和经济社会稳定基金（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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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跨国和本地资本；3）意义重⼤的供应商（包括国内和国外）；4）⼯会组织；5）
公司和⽣产商协会；6）国家专设机构。  

智利在矿业上拥有显著的相对优势，铜业优势更甚。智利必须充分利⽤⾃然赋予的优势，

即世界上三分之⼀的矿产储量。因为⾃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若⾮利⽤⾏业的相对优势，

⾛⼊发达国家⾏列便如⽆源之⽔、⽆⽊之本，智利也不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智利只关
注矿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要把矿业当作机会和窗⼜来促进智利经济的多样化发展。 

智利的铜业收益和铜业投资的吸引⼒取决于铜价和⽣产成本的差值。智利⽆法控制铜价

和铜矿品位，但是可以通过控制⽣产能⼒从⽽控制成本。扭转铜业⽣产效率下⾏、巩固

铜业作为国民经济⽀柱产业，对智利⾄关重要。因此，智利政府授权国家⽣产⼒委员会

撰写此报告，旨在为重建智利在国际矿业的新领导⾓⾊献计献策，不仅是在矿业储量和

产量上的领先地位，更要追求在⽣产效率上的领导⾓⾊。实现这⼀战略⽬标，需要国家

公私部门共同努⼒：国家、矿业公司以及矿业⼯⼈、合约商、供应商和社会全体的通⼒
合作。 

委员会认为对于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提出的⼀系列发展建议，将成为矿业未来发展战略

的基⽯，将为矿业持续发展、适应新技术挑战和社会需求保驾护航。若单独逐⼀实施， 
53 条发展建议将在这⼀复杂的⾏业系统中收效甚微，因为它们会受到⾏业最⼤阻⼒因
素的限制。若协同合⼒实施，并重点关注发展建议中涉及的 12 ⼤战略领域，矿业价值
和对国家经济的积极影响将实现最⼤化。由于发展建议复杂度⾼、涉及⾯⼴，⼀旦实施

将推动矿业在达成协议、实⾏长期发展策略等⽅⾯处于优势地位，并最终成为国家发展

的决定⼒量。 

 

主要成果 

近⼏年，包括智利在内的很多⼤宗商品⽣产国都⾯临总⽣产⼒增长率下降的难题。

2016 年国家⽣产⼒委员会年度报告指出，智利经济中全要素⽣产率（TFP）整体从 20
世纪 90年代的每年 2.3%降⾄ 2000年的每年 0.1%。下降主要原因是矿业⽣产效率的下
降。在铜价超级周期时期，矿业公司将提⾼公司产量⽔平奉为最⾼准则，进⼀步导致矿
业⽣产效率下降。 

2000到 2014年间，铜产量增加了 19%。这⼀增长的代价是新增 79%能源消耗、157%
劳动⼒消耗和 178%资⾦投⼊。根据⼀些调查显⽰，铜业爆炸性的巨⼤投⼊，只实现 19%
产量增长，导致⽣产率在超级周期期间骤降 70%。然⽽这⼀预测没有将该时期矿⼭品质
急速降低这⼀因素考虑在内，意味着需要新增 40%的矿⽯才能产出相同数量的精铜；这
⼀预测也没有将矿业投资的回报周期考虑在内，即矿业投资要推迟 5-7 年才开始收益。
将以上外部管理因素考虑在内，我们的最好预测是铜业 TFP 将以每年 1%的速度下降，
⽐传统预测要低很多。尽管未来⽣产效率将不断提⾼，这个数字仍然不尽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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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0 年开始，⽆论矿⼭⽣产效率⾼低，都难逃⽣产效率下跌的困扰。铜价的攀升导
致所有企业以牺牲⽣产效率为代价提⾼铜产量，以期获得更⾼利润。 

由于⽣产效率⽔平的巨⼤差距，显⽽易见智利矿业公司仍有很⼤的提升空间。即使把地

质和地理位置因素考虑在内，不同矿⼭的⽣产效率也⼤为不同。⽐如根据本报告第三章

引⽤的⼤型矿业公司案例，⽣产效率最低的矿业公司在 2000 年开采 1000 吨矿需 82 ⼯
时，2014 年需 162 ⼯时；中等⽣产效率的矿业公司 2000 年为 26 ⼯时/千吨，2014 年
为 63 ⼯时/千吨；⾼⽣产效率的矿业公司 2000 年为 19 ⼯时/千吨，2014 年为 22 ⼯时/
千吨。三组矿业公司的数据不仅证明⽣产效率差异显著，且⽆论从劳动⽣产率还是总⽣

产效率指标上，⽣产效率都持续下跌。根据我们的预测，2000年⾄ 2014年全要素⽣产
效率每年下降区间为 0.7％⾄ 1.6％。 

本报告重点是对智利 12 家⼤型矿⼭（占据全国 75%产量）以及 7 家世界最⾼⽔平矿⼭
（对标管理）进⾏详细对⽐。基于 2015年 12个⽉中的全部运营数据，资本⽣产率通过
设备使⽤强度（使⽤时间）和劳动⽣产率（每千吨搬迁所需⼯时数）得以计算出来。报
告的样本整体上占全球铜产量 35％ 和铜矿年产量超过 10万吨/年公司的 50％。 

为开展此项研究，采访了超过 500位矿业从业⼈员，包括：运营⼈员、监管⼈员、执⾏
⼈员、分析师、政府公务员、社会⼈⼠、⾏业专家；还在智利安托法加斯塔，伊基克，

卡拉马，拉塞雷纳，科⽪亚波，塞拉⼽达，科⾦博和圣地亚哥等城市举⾏了⼀系列公开

会议，吸引了 700多位社会⼈⼠、商⼈、各地当局政府⼈员和⼯⼈出席。同时，在澳⼤
利亚、加拿⼤、美国、瑞典和秘鲁等国家安排参观优秀矿业运营地，并积极寻求管理⼈

员、⼯⼈和专家的意见；与政府和⾏业组织举⾏会谈。据我们所知，⽬前此项研究的规
模和范围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矿业研究。 

2015 年开展了⽣产效率指标的基准分析，证实了不同矿⼭的异质性：样本中最⾼⽣产
效率可达 43 ⼯时/千吨，最低可⾄ 115 ⼯时/千吨。样本平均⽔平为 67 ⼯时/千吨2。由

此得出，智利的⼤型矿场（年铜产量超过 10万吨）在劳动⽣产效率上的差异⾼于 100%。
公司常见的外部因素如⾏业规定很难解释这些差异，还需要将距离、梯度、卡车负载能

⼒、矿⽯品位，尤其是⼈员和资产管理以及矿⼭计划制定与遵守等不同因素考虑进去，
根据不同矿⼭的具体情况进⾏具体分析。 

与国际公司样本对⽐，智利矿业公司样本情况堪忧。世界上运作⾼效的矿业公司平均⽔

平为 30 ⼯时/千吨，效率是智利平均⽔平的 2 倍多。这就意味着在 2015 年完成同样的
⼯作量，智利公司需要的⼯时是国际样本的两倍多。⽽智利⾼⽣产效率样本需要的⼯时

也⽐世界⾼效率样本平均⼯时多出 44%。智利矿业公司中⼯⼚与矿⼭投⼊劳动⼒⽐例为
1.8，⽽国际上这⼀⽐例为 1.3。这些差异可以追溯到智利矿业在制度、监管和其它⽅⾯
                                                
 
2 值得一提的是，生产效率最低的矿山数值较中位数（53）偏差较大，因而拉高了全国平均数值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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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资本等长期存在的差距。这些差距也恰恰说明通过公共⼲预，智利矿业的⽣产
效率存在巨⼤的提升空间。 

智利矿业公司内部以及和国际优秀矿业公司之间在资本运⽤上均差异显著。⽐如运输过

程中，国际公司样本每⽇设备额外⽤时⽐例为 10%，⽽智利最佳与最差样本之间相差
80%。⼯⼚⽅⾯，国际公司样本每⽇磨碎设施额外⽤时⽐例为 13%，⽽智利最佳与最差
样本相差 25%。 

总⽽⾔之，智利矿业⽣产效率提升空间很⼤。⾸先，提⾼智利最落后⼀批矿⼭的⽣产效

率⾄国内最先进⽔平，这是每个矿业公司共同的责任。其次，将智利平均⽔准提⾄接近

世界⽔平，这需要更⾼效的公共政策和监管措施来确保智利达到世界最佳矿业运营实践。 

矿业供应商和承包商在智利⾄关重要， 占智利矿业就业的 65%，因⽽影响⾏业综合⽣
产⼒⽔平。矿业公司将多种职能外包给供应商，从⽽得以专注于核⼼业务：矿⼭所有权、

运营和管理。所以供应商是矿业⾄关重要的⼀环，矿业的发展很⼤程度上依赖供应商的

⽣产⼒和竞争⼒。 

简⽽⾔之，短期⽣产效率的提升很⼤⼀部分取决于矿业公司的管理（私有效益）。然⽽

更⼤程度上取决于更⾼效的公共政策和监管（公共效益）、矿业公司间的关系、矿业公

司与供应商、承包商的关系（效益俱乐部）。与国际最先进效率看齐需要所有矿业参与
者的努⼒，努⼒结果也将惠及所有参与者。 

根据⾼等级国家矿业计划，智利矿业的未来发展，尤其是 2035 年 750 万吨的年产量⽬
标，与多种因素的相互作⽤息息相关，其中包括：1）改善每位矿业参与者的内部管理；
2）保障勘探和开采⽤地；3）增加勘探资⾦投⼊；4）引进新项⽬及扩产在产矿⼭项⽬；
5）保障⽔和能源供应；6）构建与供应商的战略关系；7）加强矿业获得“社会许可”能
⼒。 税务和环境许可相关的事项不在本报告的研究范围，但在最佳矿业的司法范围内，
将这两种因素考虑进去开展相似的基准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 

 

从组织⾓度看，⾼管的轮调往往会影响中期战略⽬标实施的原定进程和连贯性。在国内，

劳动⼒实践操作存在差异。与国际操作基准对⽐后发现，智利矿业层级结构更⾼、层级

流动性更低、管控范围更⼩、薪酬更多与产量，⽽⾮⽣产效率挂钩。很多⽅⾯都与国际

最佳矿业操作存在差异。 

 

从勘探⽅⾯来看，与其他矿业投资⽬的国家相⽐，智利已失去吸引⼒。智利在公开获得

地质资料、政府对矿业政策解读、可供勘探使⽤的⼟地等很多⽅⾯都⽐较落后。⽐如，

智利勘探市场份额（铜当量占 18％）低于其产量和储量份额（30％），这对我们未来
⾏业领导⼒的可持续性构成威胁。尽管技术的进步可使这⼀价值最⼤化，但现有项⽬扩

产、长期财富增值能⼒都需以新矿床的发现和开发为基础，这些都与勘探⼯作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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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现有的矿权许可体系需提⾼⾄国际最佳矿业实践⽔准。⾮矿业代理机构以矿业权许

可为由进⾏投机⾏为，降低了矿业的⼟地供应量，直接影响到矿业发展，间接影响到⽔

和能源的投⼊。在⼏个矿业利益相关的市区中，由于矿业权许可地区重叠，勘探区和选

冶区的⾯积都超出各⾃原定的⾯积，这意味着除⾮对现有矿权进⾏再次分配或者等待原

矿权拥有⼈主动放弃相应矿权，否则其他矿业公司是没有任何机会获得相应地区的矿权。

从更⼤层⾯上来看，智利主要矿产带上已没有多少地⽅可⽤于勘探，因此很难发现新的

矿床。再加上智利维持矿权许可所需成本较低，相关矿权许可不⿎励或不要求矿权所有

⼈进⾏实际勘探或开采⼯作，⽆异于对新矿床的发现雪上加霜。在矿业基准线以上的国
家，对矿权往往实⾏矿权许可和需进⾏实际矿业活动的双重制度进⾏管理。 

矿业部门已经调整了⽔和能源等战略资源的成本和供应。随着海⽔使⽤量的增加，⽔和

能源的有效利⽤也显著提⾼。海⽔使⽤量预计在 2026 年将与陆地⽔⽤量持平。配合相
应监管政策，协调⾏业基础设施使⽤以及利⽤规模经济的优势，提⾼海⽔⽤量仍有提升
空间。  

供应商将成为⾏业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进⾏顺利，公共和私有矿业项⽬将有助于

增加矿业知识和促进⾏业创新。它们将成为全球矿业价值链中重要的出⼜新来源。 

实施开发互操作性标准很重要。互操性标准可实现数据交换和测试空间交换、促进创新

和发展。另⼀⽅⾯，供应商和承包商的认证要求上还有很⼤的提升空间，提升后，认证
的时间和成本会随之降低。 

通过新项⽬或现有项⽬扩产来增加产量，可⾏与否很⼤程度上取决于周边社区对矿业公

司及其活动的接受程度，即所谓的“社会运营执照”。改善与社区的关系，可以增强业务
的法律保障，减少冲突、降低成本。随着采矿活动渐渐深⼊到国家中部地区，这⾥蕴藏

国内⼀半的探明储量，但⼈⼜密度、与其它⾏业的竞争以及潜在冲突等问题严峻，因此
获取社会许可⽇益重要。 

矿业在⼯作安全⽅⾯进步显著。事故和死亡⼈数呈下降趋势，成为智利国民经济中最低

事故率的⾏业之⼀。与其他基准国家相⽐，12 个智利矿⼭样本每百万⼩时的事故发⽣
率与其基本持平⼯作。矿业公司层⾯上，智利最好的矿井⽐国际样本事故率指数更好，

仅有三个矿场⽐国际样本事故率⾼。这表明，智利的⼤型采矿业近年来在事故发⽣率上

逐渐靠拢国际最佳矿业运营。死亡⼈数也⼤幅度下降：2000年，每 2289位旷⼯中出现
⼀例事故，事故率为 1/2289；到 2014 年，事故率降为 1/6960。也可以这样说，2000
年，每⽣产 1.32 亿吨矿⽯出现⼀例事故。到 2014 年为每 3.42 亿吨出现⼀例事故。事
故发⽣率尽管呈现下降趋势，但是控制死亡⼈数仍是矿业⾯临的⼀个挑战。 

 

据劳⼯局数据，⼤型矿业公司中 85%的⼯⼈⽇⼯作时长为 12⼩时，轮班为 7×7或 4×4。
80％的⼯⼈对此进⾏了积极的评估，并表⽰更喜欢 7x7 轮班制。但是，当局认为 12 个
⼩时是特殊⼯作时间。矿业公司和⼯⼈达成协议之后，采矿公司、分包商和供应商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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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位新员⼯向劳动局寻求授权，授权过程⼤概需要 40 天。此任务极其繁重，特别是
在安托法加斯塔和卡拉马地区，因为那⾥有⼀半⼯⼈的⼯时要当作特殊⼯时处理，每年

⼤约有 6000个。  

矿业的⼈⼒资本要求，⽆论在质量和还是数量上都没有得到满⾜。⼤学毕业⽣供应过剩，

且基本没有接受过与矿业相关的培训。矿业对技术⼈员和经营者需求很⾼，但难以找到

技能优秀和培训良好的应聘者。矿业正在努⼒解决这些问题，未来将需要更多和更快的
投⼊，⽽公共和私⼈领域的合作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智利矿业未来将趋向于中等规模发展。过去⼗年新发现的矿床数量在减少，⽽全国⼀半

的储量位于中部地区，由于⼈⼜密度⼤和⼟地竞争激烈，中部地区很难实施⼤型采矿项

⽬。因此，发展中等规模矿业，缩⼩智利与国际优秀矿业公司在⾏业运营、可持续发展、

社区关系⽅⾯的差距，是智利和智利矿业的当务之急。⽬前智利中型矿业公司⽣产效率

在下降，其下降速度是⼤型矿业公司年⽣产率下降速度的两倍。  

主要建议 

此项研究为矿业公司管理（“私有效益”）提出了⼀系列最佳实践提议；在公共政策和监
管（“公共效益”）领域提出 54项具体建议；还有需要所有矿业参与者包括矿业公司、合
同商、供应商和社区（效益俱乐部），共同努⼒的矿业政策。  

公司管理的良好实践（私有效益） 

虽然超出委员会授权范围，此项研究却为每个矿业公司和矿⼭运营提供了解决困难的最

佳实践⽅案。这些⽅案的实施不需要政府⼲预和协助，可在短期内为矿业提供最佳机会。 

采访中反复涉及的主题、最佳实践⽅案中的运营理念勾画出⼀个愿景，即⼀个以⽣产效

率为中⼼和长期努⼒达到⽬标的愿景。它以寻求“全球最佳”达到全球矿业实践运营最⾼
效率为⽬标，⽽⾮单独优化智利矿业效率寻求“智利最佳”为导向。为实现此愿景进⾏不
懈努⼒，智利选定的矿⼭将尽⼒降低⾼层⼈员的更换频率。近⼏年智利矿业都纷纷加⼊

其中，短期内已经可以看到这⼀努⼒的结果了。为追求长远效益和战略实施稳定的执⾏

⼒，矿业公司应关注整体⽣产效率，⽽不是只关注⽣产过程中的单个效率。智利矿业公

司只局限于⽣产过程的效率，确实是智利矿业运营的⼀个典型，矿业的薪资往往与某个

单独的程序挂钩，却和矿业整体效益脱轨。导致程序交换过程中出现⼤量的效率损失。

为加强以上管理，矿业公司必须降低⾼层⼈员更替频率、寻求矿业整体优化、采⽤与利

润和全球指数挂钩的多种薪资和补偿机制。 

在参观国际最佳运营矿⼭和在对其团队的采访中，有两点⾮常明显：1）技术的应⽤ 2）
运营商的⾃主性和主动性。关于技术应⽤，国际矿⼭中运营商职责及其管控⼯作、技术

设备的应⽤⽔平与智利矿⼭差别不⼤。差别较⼤的是国际矿⼭对技术应⽤更为密集，智

利矿⼭技术应⽤密度还未不够。智利矿⼭中⼀个典型就是可通过技术⾃动完成的程序却

是⼈⼯操作，因此产量⽆法提升，效率随之下降。智利和国际优秀矿⼭的差别不在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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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平，⽽在于技术的应⽤⽔平。实时的操作数据汇聚成可以降低故障发⽣率的信息流，

通过预测⽣产能⼒、联系⼲预机制，成为预防性维护过程的关键。实时监控系统、液压

部件系统分析及单机处理相结合可最⼤限度地优化矿区移动设备的效率。全球矿业愿景

中维修操作⼈员（基于分析信息和传感器）可实施⼤量的预防性维护措施，⽽矿⼭管理

⼈员则只需关⼼⽣产奖⾦的事情。 

第⼆点是关于⼯作⼈员的⾃主性和主动性。智利矿⼭⼈员层级在 6 到 8 层之间，国际最
佳矿⼭则为 4 或 5 层。智利⾼层分级越多意味着管控范围较窄，每个管理者管理的⼯⼈
数⽬减少，这和国际优秀矿⼭的趋势恰恰相反。同样证实了管控为主的矿业管理⽂化，

会扼杀员⼯积极性、限制⾃主性、导致不同层级⼈员职责涣散同时增加成本。更重视员

⼯的⾃主性和给予运营⼈员更⼤的权限可减少⼈事层级从⽽增加每⼀层级的管控范围。

这需要对运营⼈员-特别是多业务运营⼈员进⾏更多⼯作职责⽅⾯的培训，以及对监管
者的领导⼒和团队管理⽅⾯进⾏培训。在智利，监管⼈员在开⼯作总结会以及在完善⼯

作计划和组织⽅⾯的管理⼯作（⽂书公司）上花费了⼤量时间，这是公司需要进⾏改善

的⾸要⽅⾯之⼀，尽管⼀部分这些⼯作是应对监管的需要。 

在劳⼯⽅⾯，国际最佳矿⼭除了增强⾃主性外，还经常挑选合适的⼯⼈培养成为监管和

管理⼈员，智利矿业却从未有类似机制。智利缺乏优势导向⽂化的⾏业，并⾮只有矿业

如此。国际公司的⼯⼈除了有较强⾃主性和更多机会外，在⾃⼰⼯作领域也具备已经认

证的多功能和多技能（他们不承担⾃⼰⽆法控制的风险）。为实现⼯作的多技能，⼯⼈

需要接受持续的、系统的培训来提⾼技能和软技巧，来获得相匹配的薪资。矿业竞争⼒

委员会（属矿业委员会）已经认识到上述事项的重要性，在能⼒鉴定、相关认证上提出

⼀系列建议。然⽽，此项应⽤也只是处于初期阶段。 

 

i) 公共政策的良好实践（公共效益） 
此部分所提建议主要涉及提⾼管理、改善监管等⽅⾯需要政府⼲预的 6⼤领域。 

⾸先，优化⼤型项⽬繁琐和耗时的审批流程。审批流程需缩短，缩短⽬标是三年。接下

来是执⾏总统顾问委员会在环境影响评估系统上部署的措施，⼤部分仅需对原有规章进

⾏部分修改。在政府层⾯，需尽快制定关于海⽔淡化⼯⼚审批许可和审批时间的明确计

划表。对政府机构和受监管公司来说，协调这些流程是⼀项艰巨的任务。延误执⾏会造

成巨⼤的经济影响，因此协调⼯作应是国家的重中之重。智利政府应该仿效加拿⼤模式，

成⽴正式的⼤型项⽬办公室，其中公共⾏政⼈员跟进项⽬及其审批程序，审批模式为平

⾏⽽⾮连续，且需要在规定时期内做出回应。⼤型项⽬办公室旨在促进各⽅遵守条例，

杜绝逃避责任现象。澳⼤利亚、加拿⼤等国在环境、安全和社区咨询要求上都⽐智利更

为严格。若这些国家可在三年内完成所有审批流程，⽽智利审批耗时更长，这肯定是公

共部门效率低下导致。 

其次，加强未来矿业市场以及智利铜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智利需通过增强矿产勘探活动

的吸引⼒来吸引投资：智利在勘探上的投⼊⽔平⼏乎只相当于其产量或储量再全球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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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平的⼀半。吸引勘探投⼊需要改⾰采矿许可制度、增加矿业⽤地、消除现有潜在

投机⾏为、增加可⽤地质资料。报告建议实施保护矿业权的混合制度，即提⾼对矿权许

可证持有⼈的要求，⿎励其开展实际矿业活动。对所有矿物的矿权许可要求应该相同，

并逐渐接近国际⽔平。矿权许可证拥有者可从许可证费⽤中扣除地质资料费⽤和投资作

为补偿。但是，若矿权许可证拥有者不对其矿权区进⾏勘探活动，则许可证费⽤会相应

增加。我们建议勘探许可证条款每三年更新⼀次，可续期两次。每次续期时交回许可矿

权区的⼀部分。更新勘探权许可证时，应向国家提交地质资料以及最低勘探⼯作投⼊计

划。另外还需推出政策限制相关⼈员连续申请矿权许可证的⾏为。申请勘探权许可证时

应展⽰矿化证据和最低勘探⼯作投⼊计划。在制定的新制度中，采矿权许可期限建议定

为 30年，且 30年后可优先获得更新。智利国家地矿局应得到加强，且应具备部署改⾰
措施的必要能⼒。 

第三，矿业公司和⼯⼈之间签署协议以加强矿业⽣产中各⼯种程序间操作的连贯性。报

告建议重新制定“适应性契约”。近期劳⼯改⾰盛⾏，国会⼤部分对此持赞同态度；建议
在没有劳动管理委员会权威要求下，增加特殊⼯时制实现的可能性。也就是从现在的

4x3制轮班，变为 4x4和 7x7制轮班。 

第四，为造福于矿业公司和⼯⼈，应创造⼀个更敏捷和强劲的劳动⼒市场。创建涵盖安

全、健康和⼯作能⼒等的“矿业通⾏证”，确保⼯⼈在矿场和公司之间的流动性，整个矿
业部门也将受益于此。安全认证、职前和职业健康认证，在任何健康检查中应列为有效

认证，以避免重复检查。 此外，劳⼯局协助矿业公司与承包商协商，延长⼯⼈的特殊⼯
作⽇，并将信息技术纳⼊授权过程，也对矿业⼤有裨益。 

 

第五，加强⼈⼒资源。⼈⼒资源与⾃然资源同样重要。与地质信息资源不同的是，⼈⼒

资源可弹性地通过培训得到更好地累积、实现更⾼效率的应⽤。政府、矿业整个⾏业和

矿业公司都需要为此贡献⾃⼰的⼒量、承担相应地责任。矿业劳动⼒市场在质量和数量

上都有不⾜。矿业委员会下矿业竞争⼒委员会为矿业职能和贸易设⽴了⼀套能⼒要求和

技能标准。这套标准应遵循矿业内容和能⼒要求的定义，在⾏业形式和培训上实现系统

化和框架化。这对中型矿⼭尤其重要，主要是由于中型矿⼭从⾼中和职业培训中⼼招聘

⼈⼒资源。⼯⼈的⼯作能⼒包括经矿业公司内部培训，尤其是执⾏多功能职务⽅⾯，必

须经智利⽡洛拉或私⼈机构认证。 

第六，重点降低死亡⼈数，提⾼矿业安全性。信息分析表明，劳动⽣产率的衡量⽅式成

为智利与全球最佳矿业实践的最⼤差距所在。⾏业⾯临的挑战是在提⾼⽣产效率和产量

的同时提⾼其安全指标。若以全球最佳矿业实践为指标，这个⽬标的实现是有希望的。

智利国家地矿局必须加快在注册官⽅课程中有关矿⼭基本介绍知识的结合与更新，以扩

⼤项⽬辐射范围，推⼴矿⼭基本安全的统⼀认证。结合智利矿业特点，必须对⾼空⼯作

对健康的长期影响进⾏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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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矿业联合⾏动提议（效益俱乐部） 

除公司和政府进⾏⼲预外，优化公司、供应商、承包商、⼯⼈、社区、⼤学、研究中⼼

之间的⽣态关系也可加强矿业间的联系。报告中建议加强矿业公共效益（效益俱乐部）

的合作和联合⾏动，这也是矿业的主要责任。国家在其中也担任重要⾓⾊，包括促成⾏

业⼤事件、促进协调和纠正⾏业发展不均衡等。作为整个⾏业从中受益的联合⾏动，矿
业公司必须联起⼿来进⾏合作。此部分提议也将分为六个⽅⾯。 

⼀、加强创新⾏动。进⾏联合测试、创建联合试点和培训空间，矿业发展将受益于此。

被废弃矿场或中等规模采矿闲置空间可满⾜这⼀提议。在整个采矿过程中，通讯和信息

系统的互操作性、通过标准协议联系供应商和矿业公司这两点必须实现最⼤优化。 

⼆、探寻共享私⼈基础设施和催⽣规模经济的可能性。新海⽔淡化项⽬、运输基础设施

及其联运⼀体化中需求尤为突出。将中型矿⼭纳⼊到这些私⼈基础设施综合体的运⾏过
程中将产⽣额外收益。 

三、努⼒改善矿业公司与承包商协同关系效率低下情况。最⼤的不⾜是缺乏矿场准⼊的

统⼀要求。矿场、矿业公司和承包商之间建⽴统⼀标准可降低时间、资本和运营成本，

增加矿场⽣产能⼒，矿业公司和供应商也将从中受益。 

 

四、受益于公共部门⽀持的的⾏业层⾯上的私⼈⼲预应予以加强。⾼等级国家矿业计划，

尤其是发展世界级供应商以及智利⾼等级国家矿业计划与和智利基⾦会之间的开放式创

新平台，便为此举的⼀个例证。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将私⼈和公共部门的合作关系拓展
到存在共同利益的其它领域。 

五、发展和强化中等规模矿业。必须优先考虑发展和深化未来中型矿业公司资本市场，

以期取得重要进步。扩⼤使⽤⾦融⼯具对保证矿⼭关闭⾮常重要。可以考虑效仿西澳⼤

利亚建⽴的基⾦模式，成⽴共同担保基⾦，基⾦优势是⽐银⾏担保成本低、还可⽤来⽀

持进⾏尾矿和废矿回收。 

 

六、从持续跟进的咨询制度开始，加强矿业公司和社区的良好关系。由社区当局部门制

定⼀套⼤型项⽬参与指南（类似于能源部实施的指南），可将矿业公司和社区的对话模

式固定下来。除此之外，要加速执⾏总统顾问委员会在环境影响评估系统上部署的措施

以及加快早期协商、本地咨询、加强公民参与有关的提议。为防⽌争议出现，需建⽴争

议解决机制。例如由⽡罗·⽶诺罗（Valor Minero）提出的机制，当事⼈可寻求调解，仲
裁或调停；建⽴⼀个认证实体部门，组织和促进公司对话过程。鉴于地⽅当局和矿业公

司的直接关系，报告建议在执⾏总统顾问委员会反利益冲突和⾮法交易与腐败条例时，

要结合地⽅政府收⼊资⾦来落实、建⽴更好的制度框架、实现更⾼的透明度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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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报告是智利国内⾸个⾏业综合报告，但研究不应⽌步于此。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信

息，更多的是促进公司、⼯⼈和政府部门进⾏富有成效和建设性的对话。因此，智利铜

业委员会（Cochilco）和政府其机构应开展与此报告相似的常规⽣产效率指标和基准研
究。通过与国际优秀中型矿业进⾏对⽐，确定合适的基准线来分析矿业发展进程，可与

此报告的中型矿业研究形成互补。此外，与国际优秀矿业实践国家在税收系统、环境影

响评估系统、矿业项⽬社会许可和批准许可要求上进⾏对⽐分析，可以使智利矿业的吸

引⼒在与其国际竞争者的⽐较中得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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