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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地平线 2020 计划”

资助项目 

STRADE 是一个欧盟资助的研究项目，致力于通过对话为欧盟的未来原材料供应战略提供创新性政策建议。该
项目在一系列政策简报和报告中批判性地分析欧盟的原材料政策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本政策简报是 STRADE 发布的系列研究文献和报告之一，基于各项成本因素以及通过与生产类似矿物的其它国
家比较，评述 28 个欧盟成员国的主要生产矿山的成本竞争力。  

1 前言 

《欧盟原材料倡议》的第二大支柱是促进“欧盟境内原材料的可持续供应”。STRADE 项目分析各种可能因素

对促进欧盟采矿业投资力度的影响。作为这一分析过程的第一步，本政策简报评述欧盟现有生产矿山的成本竞

争力。STRADE 项目的研究团队注意到，欧盟各成员国的矿产资源赋存状况、法律监管体系和地区社会环境政

策影响当地的矿业投资力度。该项目的后续报告将更详细地讨论欧盟的资源状况、监管体系和社会环境政策。  

本文专门讨论欧盟（包括 28 个成员国）矿山企业的经济基本面，分析欧盟矿山与全球其它生产矿山相比是否

具有成本竞争力。在本研究中，分析了 2015 年欧盟成员国铜、镍、铅、锌、金和铁矿石生产矿山的运营成

本。为了评价这些矿山的竞争力，比较了欧盟矿山与其它国家矿山的平均运营成本。首先，分析了欧盟的矿山

企业在全球矿山企业的成本曲线上的位置，然后，分析了运营成本的各项构成要素。本文仅比较地区的运营成

本。运营成本是评价一个矿业项目经济可行性的最重要因素。地区运营成本使得地区之间的比较具有意义。然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评价一个矿业项目的经济可行性时，还应考虑其它的因素，例如，矿山副产品收入、资

本性支出的要求以及与现场生产作业不直接相关的其它成本。矿山的副产品收入将在 STRADE 项目的一个后续

报告中讨论。 

本文首先讨论成本竞争性分析的定

义和方法，然后，讨论分析结果。 

1.1 欧盟的采矿业 

与世界其它矿业地区相比，欧盟矿

山的总体产量规模比较小。欧盟的

铜、铅和锌的矿山产量分别占全球

产量的 4.6%、 4.3%和 5.1%，而

镍、金和铁矿石产量占全球产量的

比例更低得多（0.9% - 1.6%）。

虽然欧盟的总产量规模很小，但

是，欧盟成员国拥有多座世界级矿

山，例如，波兰铜业集团（KGHM）

在波兰的铜矿山以及瑞典卢奥萨山

—基律纳山公司（LKAB）在瑞典的

铁矿山。  

 

 

表 1：全球和欧盟的矿山产量*（2015）** 

 铜 
（千吨） 

镍 （ 千

吨） 

铅（千

吨） 

锌 
 （ 千 吨

） 

金  （千

盎司） 

铁矿石 
 （百万吨） 

全球产量       
19002  

      
2094  

     
4980  

     
13425  

      
96992  

         
2106  

欧盟产量 875 34 214 691 917 27 

欧盟占全球

产量比例

（%） 

4.6% 1.6% 4.3% 5.1% 0.9% 1.3% 

* 矿山产量是指在矿山现场生产的产品所含的金属量。这些产品被销售给客户
或被送至第三方进一步加工成金属成品。 

**这些数据包括估算的产量 

资料来源：SNL 金属与矿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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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矿业成本分析方法 

为了评价欧盟矿业企业的竞争力，本文讨论欧盟矿山各种金属的生产成本，然后，将其与其它国家的生产成本

进行比较。成本分析基于 SNL 公司的矿山经济指标，这些数据包括全球约 600 座矿山的详细估算成本。在构建

该数据集时，采用自下而上的详细方法建立模型。这一模型基于各矿山的工艺流程、设备装备和地理位置，并

调整模拟成本使之符合报告中的成本信息。 

采用生产单位重量计价金属所需要的美元数表示生产成本。计价金属是指在矿业公司生产的中间产品中所含的

并且能从最终客户获得收入的金属。计价金属不包括在冶炼或精炼过程中损失的金属。采用这种方式表示成本

可以对不同项目的成品生产成本进行更公平的比较。  

在基于 SNL 矿山经济指标进

行成本估算时，欧盟矿山成

本估算所涵盖的产量占欧盟

金属总产量的比例如表 2 所

示。没有被涵盖的产量是由

小型公司和私人公司生产

的。这些公司没有发布足够

多的信息，因此，不能对其

生产矿山进行可靠的成本估

算
1
。 

这一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在本

研究中包括的其它国家。成

本分析没有涵盖这些国家的

所有矿山，但是，涵盖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矿山，足以对欧盟和其它国家的矿业企业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1.3 成本竞争力评价  

可以从两个方面评价成本竞争力。首先，对构成国家成本曲线的各单项成本进行分析。这些单项成本包括劳动

力成本、能源成本、药剂成本、其它现场成本、加工及运输成本（如果是铁矿石，则为非现场成本）以及权利

金及生产税成本。然后，分析欧盟矿山在全球矿山成本曲线中的位置。  

劳动力成本：指矿山和选厂所有员工（包括正式员工和合同工）的总费用（包括薪资和福利）。矿山劳动力成

本不包括中间产品离开矿山现场后雇用的运输人员和深加工人员的费用。 

能源成本：指矿山现场通过采选作业生产中间产品所消耗的电力和燃料成本。  

药剂成本：指矿山现场通过选矿作业生产中间产品所消耗的化学药剂成本，包括提金工艺中使用的氰化物、铜

浸出工艺中使用的酸和泡沫浮选工艺中使用的各种化学品等多种药剂的成本。  

其它现场成本：指除了劳动力成本、能源成本和药剂成本以外在矿山现场支出的其它成本，包括但不限于炸

药、备件、矿山营房设施供应和矿山现场其它服务等的成本。  

加工及运输成本：此类成本适用于在本研究中涵盖的所有矿产品。但是，铁矿石不存在相关的处理成本，此单

项成本被称为非现场成本（仅适用于铁矿石）。加工及运输成本既包括将矿山产品运输至最终客户或加工厂

（通常指冶炼厂或精炼厂）的运输成本，也包括加工厂将矿山产品转变为成品金属而向矿山收取的费用（处理

费）和加工厂提供精炼服务而向矿山收取的费用（精炼费）。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在欧盟存在多家采选冶一体

化矿业公司，例如，波兰铜业集团和瑞典博利登（Boliden）集团，这些综合性公司既经营矿山和选厂，也经

营冶炼厂和精炼厂，因此，加工费反映了这些公司的冶炼厂和精炼厂运营成本。 

权利金及生产税成本：包括向国家、公司和私人土地主支付的权利金和向税务部门支付的税费。此成本按单位

重量或冶炼厂净值计算。此类成本不包括企业所得税。 

下一章将按金属种类讨论这些现金成本。  

———————— 
1
在成本分析中涵盖的欧盟铅产量比例明显低于本研究中其它矿产品的涵盖比例。这是波兰 Boleslaw 铅矿造成的。据估

算，该矿 2015 年生产铅约 60000 吨，然而，该矿没有发布足够多的信息，因此，不能可靠地估算其成本。 

 

 

 

 

表 2： 在成本竞争性分析中涵盖的欧盟产量 

涵盖的矿山及产量  铜 
 （千吨） 

镍 
（千吨

） 

铅 （
千吨） 

锌  
（千吨

） 

金 （
千吨） 

铁矿石 （
百万吨） 

全球矿山总数  134 43 不详 46 119 31 

欧盟矿山数 7 3 不详 7 7 2 

涵盖的欧盟产量比例（

%） 

91% 100% 73% 90% 91% 88% 

*铁矿山总数仅指球团生产矿山数量 

资料来源：SNL 金属与矿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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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欧盟在全球成本曲线上的位置 

在下面所示的一系列图中，横轴代表在本研究中包括的矿山的累计金属产量，纵轴代表生产单位重量金属的总

成本，也就是说，直条的宽度代表地区或国家的产量，而直条的高度代表成本。总现金成本是指矿山现场现金

运营成本与非矿山现场现金运营成本之和。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横轴上的位置越往右，单位重量金属的矿山生产

成本越高。  

 

铜、镍和锌的成本用美分/磅表示，金的成本用美元/盎司（金衡制盎司）表示，铁矿石的成本用美元/干公吨

（DMT）表示，这些单位是采矿工业表示这些矿产品成本的常规方法。铜、镍和锌的产量用千吨(Kt）表示，金

的产量用千盎司（Koz）表示，铁矿石的产量用百万干公吨（Mdmt）表示，这些重量单位是报告这些矿产品产

量的常规计量单位。  

本章概述欧盟矿山在全球矿山成本和产量曲线上的位置，下一章更详细地讨论各项成本要素。  

2.1 铜 

欧盟的铜是从保加利亚、塞浦路斯、芬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和瑞典的矿山生产的。值得注意

的是 KGHM 集团在波兰境内的铜生产企业。2015 年，该集团这些企业的铜产量占欧盟铜产量的近 50%。该集团

是全球最大的铜采选冶综合企业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银生产商，其银是作为铜矿石的副产品生产的。 

欧盟和其它地区铜矿山的运营成本如图 1 所示。就单位成本而言，墨西哥是效率最高的生产国，巴布亚新几内

亚（PNG）是成本最高的生产国。欧盟位于该图的上四分位，其成本与巴西、加拿大和赞比亚的成本相当。  

在单项成本方面，与矿山总成本相当的国家（加拿大、巴西和赞比亚）相比，欧盟的“权利金及生产税”成本

更高。欧盟的劳动力成本与加拿大和巴西的相当，而“药剂成本”比这些国家的更低。  

图 1：2015 年主要铜矿山的成本和产量 

 

资料来源：SNL 金属与矿业公司 

2.2 铅和锌 

通常，铅和锌是从同一矿床开采的，因此，将二者合并在一起讨论。2015 年，欧盟的铅和锌是从保加利亚、

芬兰、希腊、爱尔兰、波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的矿山开采的。瑞典和爱尔兰是欧盟两个最大的铅锌生产

国，2015 年，该两国的合计铅产量约占欧盟产量的 50，合计锌产量约占欧盟产量的 70%。铅和锌的生产成本

如图 2 所示。 

欧盟的矿山位于横轴的右侧，其单位成本比澳大利亚和智利的更高，与秘鲁的相当，比加拿大的更低。在单项

成本方面，欧盟的劳动力成本比澳大利亚、智利和秘鲁的更高，“其它现场成本”比澳大利亚和智利的更高，

但比秘鲁的更低。据报导，欧盟锌铅矿山的权利金及生产税成本不高。 

http://www.stradeproject.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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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15 年主要锌矿山的成本和产量 

 

资料来源：SNL 金属与矿公司 

2.3 镍  

2015 年，在欧盟的成员国中只有芬兰、希腊和西班牙生产镍。西班牙的唯一镍矿 Aguablanca 于 2016 年初关

闭，2016 年欧盟的镍产量将更低。 

如同其它金属一样，欧盟的矿山位于横轴右侧（图 3）。欧盟的镍生产成本略高于加拿大（镍生产大国）的生

产成本，但低于新喀里多尼亚（另一个主要镍产区）的成本。在单项成本方面，欧盟矿山的能源成本相对较

高，而劳动力成本较低。  

欧盟镍生产的劳动力成本低于该地区其它金属生产的劳动力成本。欧盟的镍主要从希腊 Larco 公司的镍矿山生

产。这些矿山开采红土型镍矿床。这类矿床非常容易开采，与其它镍矿床相比，需要的劳动力相对很少，镍的

主要运营成本是选矿阶段的能源成本和药剂成本。  

然而，Larco 也导致了欧盟的镍的能源成本高企。Larco 公司的红土型镍矿石在选矿阶段消耗大量电力，导致

能源成本高。能源成本高是生产企业使用的电力和燃油的价格高以及能源消耗量大的综合结果。  

另外，据报导，欧盟镍矿的权利金及生产税成本也不高。 

http://www.stradeproject.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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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15 年主要镍矿山的成本和产量* 

 

*日本的成本与镍冶炼厂相关。这些冶炼厂从镍矿山采购原矿。“其它现场成本”是指采购镍矿石的成本。
“加工及运输成本”是指将矿石冶炼成金属成品的成本。 

资料来源：SNL 金属与矿业公司 

2.4 铁矿石 

2015 年，欧盟成员国中仅奥地利、德国和瑞典这三个国家开采铁矿石。 实际上，欧盟的铁矿石主要从瑞典

LKAB 公司的 Kiruna 铁矿和 Malmberget 铁矿开采。这两座矿山的合计产量占欧盟铁矿石总产量的近 90%。 

欧盟的铁矿位于横轴的右侧，其运营成本高于加拿大的运营成本，但低于美国的运营成本。在单项成本方面，

欧盟的“能源成本”和“其它现场成本”比加拿大的或美国的更高。  

图 4 ： 2015 年铁矿石球团生产矿山的成本和产量 

 

资料来源：SNL 金属与矿业公司 

http://www.stradeproject.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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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金 

2015 年，欧盟的矿山产金量是从保加利亚、芬兰、希腊、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和瑞典的矿山生

产的，保加利亚、芬兰和瑞典的矿山占了其中 80%以上的产量。 

欧盟的金矿在全球成本曲线上的相对位置如图 5 所示，这些矿山位于该图横轴的极右侧，说明与本研究涵盖的

所有其它国家相比，欧盟矿山的运营成本相对较高。  

欧盟金矿的加工及运输成本比本研究涵盖的所有其它矿山的都更高，因为欧盟地区的许多金矿不生产金银合金

锭，而是生产需要冶炼和精炼的金精矿。 

金银合金锭是金矿企业的最常见产品。这是一种几乎全部由金和银组成的合金。从这种金银合金锭生产成品金

银的精炼成本很低。另一方面，金银合金锭的数量少，运输成本可忽略不计。这些原因导致大多数非欧盟国家

金矿的加工及运输成本非常低。 

欧盟的几座金矿不生产金银合金锭而是生产金精矿。这些金精矿的金品位一般为数百克/吨，必须经过冶炼和

精炼才能生产出成品金属。与金银合金锭相比，金精矿增加了冶炼工序，因此，也大幅增加了成本。 

与金银合金锭相比，金精矿的数量多得多，因此，欧盟金矿的运输成本也高得多。造成数量差异的原因是，金

精矿的金含量比金银合金锭的金含量低得多。另外，2015 年，保加利亚 Chelopech 金矿的金产量约占欧盟主

要金矿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但是，Chelopech 金矿生产的金精矿含砷量高，在冶炼阶段大幅增加了成本。因

此，欧盟金矿的总体加工及运输成本高。 

图 5：2015 年主要金矿的成本和产量 

 

资料来源：SNL 金属与矿业公司 

3 单项成本分析 

3.1 劳动力成本 

除了镍以外，欧盟矿山所有矿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图 3）。尽管如此，欧盟的劳动力成本

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相当并经常比其更低。值得注意的是，高薪不一定

意味着劳动力成本高。 

铁矿石开采就是这方面的很好例子（图 4）。欧盟的铁矿石主要是由 LKAB 公司位于瑞典的 Kiruna 铁矿和 

Malmberget 铁矿生产的，其劳动力成本比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智利的更低。这两座矿山均为地下矿，

而地下铁矿在全球都很罕见，地下矿的劳动力密集程度高于露天矿，另一方面，瑞典是薪酬相对较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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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两座矿山的劳动力成本并不高，这是因为多年以来 KLAB 公司一直在推动技术进步，这些矿山的生产

效率高。  

金矿开采却提供了相反的例子（图 5）。南非的薪资相对较低，但是，其金的劳动力成本最高，这是该国许多

金矿的开采深度大、矿体条件复杂、技术设备落后的劳动生产率低下等原因所致。 

3.2 能源成本 

在本研究涵盖的所有矿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欧盟的成源成本一般接近全球的平均水平，有时甚至更低，但镍除

外，镍的能源成本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图 3）。一般来说，电力和燃油的消耗量取决于各矿山使用的设备，而

与矿山的地理位置无关。在欧盟的生产矿山附近，一般建有完善的基础设施，这些条件有利于矿山的运营。矿

山通常可由国家电网供电，因此，电价比较合理。  

能源成本最低的国家往往是电力便宜的国家，例如，俄罗斯，该国使用廉价的天然气发电。能源成本最高的国

家往往是那些基础设施薄弱或矿山地处偏僻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矿山通常使用柴油机发电提供电力。  

3.3 药剂成本 

药剂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矿厂的矿石类型和选矿技术，这两个因素决定了所需药剂的种类和数量。药剂

的价格因地区而异，但是，由于需要的选矿药剂种类很多，药剂成本不会呈现明显的地区规律性。欧盟拥有完

善的基础设施，这有助于降低矿山所需药剂的运输成本，从而降低生产矿山的药剂成本。但是，在基础设施薄

弱或矿山地处偏僻的国家，药剂的运输成本高，从而提高了药剂成本。 

3.4 其它现场成本 

其它现场成本由多项成本要素构成，因此，难以根据地区数据进行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涵盖的欧盟矿

山的平均现场成本大致与其它国家的相当。欧盟成员国生产矿山的其它现场成本与其它国家相比并不明显更低

或更高。 

3.5 加工及运输成本或非现场成本  

对于除了金以外的所有矿产品，欧盟成员国生产矿山的非现场成本与本研究涵盖的其它国家的平均水平接近

（图 5）。在收费标准相同时，不同加工厂对各类矿产品收取的冶炼费和精炼费往往基本一致，而与产品的产

地无关。采选冶综合企业是指矿业公司将其运营的矿山与冶炼厂和（或）精炼厂整合成形成的一体化生产企

业。在欧盟，这类综合企业的存在对加工及运输成本或非现场成本的影响（无论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似乎都

非常小。此类成本主要是将矿山产品运输至加工厂的成本。欧盟的矿山与多家冶炼厂和（或）精炼厂的距离很

近，因此，运输成本低。另外，欧盟的矿山靠近完善的基础设施，尤其靠近公路、铁路和港口。然而，在基础

设施薄弱或矿山地处偏僻的国家，将产品运输至最终客户或冶炼厂或精炼厂的成本较高，因此，加工及运输成

本或非现场成本往往更高。  

3.6 权利金及生产税成本 

在欧盟的大多数成员国，国家层面的权利金体系对采矿工业更有利。除铜以外，欧盟所有矿产品的权利金及生

产税成本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尤其是，芬兰和瑞典对本研究涵盖的矿产品不征收权利金，因此，铁矿石的权利

金及生产税成本为零（图 4）。本报告涵盖的两座铁矿位于瑞典。  

在欧盟，铜的权利金成本相对较高（图 1）。2012 年，波兰开始征收矿业税，欧盟最大的铜生产商 KGHM 集团

在波兰的铜矿因此而受到了影响。虽然此项成本可能受到支付给私人土地主或其它公司的权利金的影响，但

是，此项成本的最大影响因素是各个国家的矿业权利金和税费政策。 

3.7 副产品收入 

本政策简报不讨论生产矿山的副产品收入。这一问题将在 STRADE 项目的后续报告中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

开采主要金属的同时，矿山也从有价副产品获得额外收入，这些收入可大幅降低总成本。  

这些副产品可能会对一座矿山的经济指标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如果只生产主要金属，某座矿山可能不具经济

可行性，然而，从副产品获得的收入可能足以使该矿的生产得以维持。副产品收入抵扣成本的能力完全取决于

正在开采的矿床的矿产品种类及含量，而与该矿山所在的地区或国家无关。  

在欧盟，镍的副产品收入与全球的平均水平相当，但是，铜、锌和金的副产品收入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说明

欧盟地区的许多矿山开采多金属矿体，从而生产大量有价副产品。在未来的一期 STRADE 报告中，将更详细地

讨论此类多金属矿床对矿业竞争力的影响。  

4 结论 

在研究生产矿山的单位成本时，统计数据表明，与世界其它国家的矿山相比，欧盟的矿山在现在和将来具有竞

争力。分析表明，就本文讨论的所有矿产品而言，欧盟矿山的成本高于许多其它地区矿山的成本，在图 1-5

http://www.stradeproject.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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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盟的矿山位于横轴的右侧。然而，欧盟矿山的成本结构仍然具有竞争力。在评价一个矿业项目的经济可

行性时，还必须考虑副产品收入和资本性支出要求等其它因素。与世界其它地区相比，欧盟的运营成本具有竞

争力，似乎不会阻碍欧盟矿山的发展。在 STRADE 项目的后续报告中，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些其它因素。 

在欧盟矿山运营成本的构成要素中，劳动力成本一直是唯一的竞争力较弱的成本要素，这是因为与较不发达的

国家相比欧盟成员国的薪资更高。与欧盟成员国等较发达国家的矿山相比，较不发达国家矿山的劳动力往往更

密集，人均劳动生产率更低，劳动力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然而，欧盟的劳动力成本确实与澳大利亚、

加拿大、智利和美国等其它发达国家的相当或常常更低，因此，不会阻碍欧盟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矿山。 

除了波兰的铜矿，一般来说，欧盟矿山的权利金及税费成本与其它国家的矿山相比更具竞争力。目前，在欧盟

地区实行的权利金和税费制度似乎有利于采矿工业，有助于维持该地区生产矿山的竞争力。 

欧盟矿山的其它成本要素也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平均水平基本相当。在欧盟矿山的附近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这

有利于降低这些矿山的成本。 

最后，欧盟矿山的副产品收入一般高于全球矿山的平均水平。从这些副产品获得的额外收入使总体成本显著降

低。这些额外收入是由目前正在开采的矿床的性质决定的，副产品是欧盟矿山的一个固有的地质因素。  

在 STRADE 项目未来的报告和政策简报中，将更详细地讨论如何将欧盟矿业企业的竞争优势转变为欧盟矿业投

资促进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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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欧盟可持续原材料战略对话(STRADE)致力于研究欧盟原材料供应包括来自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的原材料供应

的长期保障性和可持续性。  

通过在 7 个成员组成的联合体内的对话方式，该项目将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聚集在一起，共同为欧盟的未来

矿物原材料供应的创新战略提供政策建议。  

该项目基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促进欧盟矿物原材料供应的安全保障和提高欧盟采矿工业的竞争力。  

在为期三年（2016 – 2018 年）内，STRADE 将研究成果、实践经验、法规知识、最佳实践技术和技能相结合

致力于下述工作： 

1. 研究欧盟与资源丰富国家的合作战略 

2. 促进国际上可持续原材料的生产和供应 

3. 提高欧盟原材料工业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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