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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花果山亭子。

瑶岗仙矿不仅实现了企业自身的跨
越式发展，而且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在
产业链条上带动地方经济， 以企业的公
益行为和责任担当与地方共荣。

湖南瑶岗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是瑶
岗仙钨矿破产重组而成的一个国有控股
企业。破产改制时移交了退休、医院、学
校等社会职能， 但矿山是一个已近百年
的老矿，且远离城市，属独立矿区，就业、
水电、环卫、城镇建设等社会职能仍然存
在，特别是矿山待业人员较多，附近乡镇
人多地少，导致矿山就业压力较大，矛盾
不少。

矿区远离城市，附近乡镇人多地少，
水源匮缺， 因而人居环境比较差。“衣食
住行”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四要素，提高
生活质量， 改善生存环境是人类的最基
本的需求，也是企业吸引人才，稳定员工
队伍，形成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需要。
公司积极着手推进廉租房建设和棚屋区
改造，完成东江湖引水工程，拓展生活空
间，改善当地人居环境，实现社会和谐。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公司紧锣密鼓
地推进各项“民心工程”：公司积极争取
国家廉租房项目立项 ， 国家财政投资
598万 元 ， 社会 和企 业 自筹 资 金 602 万
元，建设廉租房 300套，解决低收入群体
住房困难问题 。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完成
棚户区改造项目立项，筹措资金 5300万
元，计划完成 600套，解决无房户及危房
户住房问题 。 完成东江湖引水项目，解
决瑶岗仙镇生活用水问题 。筹建 3500t水
池一座 ，完善水处理系统 ，完成家属区
管路改造和磁卡水表安装 ， 计划投资
1500万元， 2012年完成项目建设。积极完
成社会职能移交工作 。为了理顺矿区用

水 、用电各项管理工作 ，化解诸多社会
矛盾，在条件成熟时，完成家属区用水、
用电等社会职能的移交工作 ， 彻底实现
企业主辅分离。此外 ，在公司有足够的经
济支撑的前提下，在郴州市筹建生活区。

公司管理层认识到 ，公司要发展，离
不开文化建设。公司推进企业文化建设，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企业文化建设
总体思路是：主攻精神文化 ，规范制度文
化 ，推进行为文化 ，提升物质文化 ，夯实
安全文化 。 特别是安全生产得以平稳发
展，去年以来 ，瑶矿实现了无重伤事故 ，
无工亡事故和无重大设备 、火灾 、交通事
故的“三无 ”目标 。安全标准化建设通过
了国家二级认证 ， 成为了湖南有色控股
集团第一家通过国家安全标准化二级认
证的企业。

2011年，公司生产经营实现了历史性
突破。全年生产黑钨精矿 2610吨 ，销售收
入首次突破 3亿元大关 ， 实现利润总额
7000多万元，上交税费 5800多万元，公司
再次成为宜章县最大纳税户。

公司董事长覃佐国说道 ：“未来 ，公
司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 ，按
照省委 、省政府和郴州市委 、市政府的
要求 ，落实科学发展观 ，大力推广低碳
生活 ，努力实现节能减排 。坚持以发展
为主题 ，实施‘东进———下延———西扩’
可持续发展产业战略 ，大力推进企业体
制创新 、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 ，全面提
高企业整体素质和水平 ，构建一个结构
合理 、优势明显 、制度规范 、技术先进 、
管理科学、效益良好的和谐矿区和资源
节约型企业，将公司打造成一个湖南有
色金属资源强势企业和资源综合利用
示范企业。” ■ 夏 杰

向地再借一百年
———“瑶岗仙”，一家中国矿企的可持续发展的样本

矿业，这是个广受关注的行业。有关环保、有关安全、有关利益，太多的话题，纠结在这个行业的上空。
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高速发展后面临的一道崭新的课题。破题，才能求得中国经济

的健康发展。
剖析“瑶岗仙”，站在行业的高度、社会的高度、未来的高度，为中国矿企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本。

责任担当，与地方共荣

精深开发，与科技共生

董事长、党委书记覃佐国。

安全知识抢答赛。

去路”，防止污风串联；建立采场通风网路，
改进采场通风方法；防止矿井漏风，提高有
效风量率。通过优化井下通风系统，粉尘合
格率达90%以上。

加大环保投入，启动湘江流域治理项
目，实现节能减排目标 。以裕新白钨多金
属矿床技改项目建设为契机， 实现安全、
绿色、环保、高效的目标 。所有建设项目，
先上环保项目，再上生产项目，并采用高
效节能设备 ，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控制在
0.20吨标煤/万元以下； 配置高效除尘设
备 ，保持优美工作环境；露天采场实现环
保“三同时”；采场废石场下游新建沉淀净
化库，日常生产废水零排放 ；尾砂库下游
新建回水库 ，净化处理尾矿水，实现回水
利用率达到90%以上。

同时对黑钨选矿生产系统实行技术改
造，彻底取消焙烧系统，实现废气零排放；
完成选厂精选工段除尘技改项目， 改善车
间作业环境，实现清洁生产。

随着环保要求和节能减排要求越来越
高，环保将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以裕新白
钨多金属矿床技术改造项目启动为契机，
利用相关政策，加大环保投入，建立沉淀净
化库和污水处理系统，加强水循环利用，减
少废水外排， 转变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
观念，把加强环境保护作为调整经济结构、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 在保护环
境中求发展。

公司以资源为依托 ， 做好资源综合
回收，坚持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将公司
打造成湖南有色金属资源强势企业和资
源综合利用示范企业， 建立一个环境优
美的和谐矿区。

瑶岗仙矿以高度的企业社会责任感，
加大安全环保投入，实现安全生产、节能减
排。通过各项环保措施，不仅迎来了青山绿
水，而且还赢得了周边居民的赞誉。

瑶岗仙矿以环境为指向，投入资
金，开发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注重环
境的保护，作好技术改造工作，提高
劳动生产率，节能降耗，做到了既要
金山银山，更要青山绿水。

公司黑钨选矿厂建设于1958年，
是一个生产多年的老厂，在这期间曾
多次对部分设备进行过改造更新，并
对选矿工艺进行了完善。但由于建厂
时间太久，仍有较多设备未进行改造
和更新，以致于目前选矿厂仍有较多
设备老化陈旧，严重影响选厂生产的
正常进行。此外，选厂采用的焙烧脱
砷工艺已有几十年，严重污染了矿山
及周边环境，给矿区人民身体健康造
成了危害。

为了改变目前状况：一是通过对
精选系统改造及产品销售的衔接，取

消了焙烧工艺； 二是投入300万元建
设了处理低品位矿石的扒栏系统，实
现了资源的综合利用；三是对重选工
艺流程进行改造，实现了钨回收率的
提高；四是启动了钨细泥选矿工艺研
究，提高细泥选矿回收率。

瑶岗仙矿主要采用浅眼留矿法
采矿，此采矿方法对于矿体倾角小于
50度的缓倾斜矿脉， 无法正常开采，
采矿效率低，资源损失率高，造成资
源极大的浪费和破坏。

2009年10月，公司生产技术部门
作了削壁充填法采矿技术研究，并在
20�中段233—S形成了一个试验采场，
但劳动强度大， 采矿效率不高。2010
年7月开始与中南大学合作， 进行缓
倾斜矿脉采矿方法及高效开采技术
研究，取得了进展。

以人为本，与环境共和

公司投资90多万元用PLC变频
调速电控装置对两个提升斜井的电
控系统进行改造， 起到了很好的效
果：提升用电节约30%，设备故障率
降低，生产效率提高，解决了斜井提
升安全隐患。 投资36万元完成了提
升竖井改造。通过对提升竖、斜井变
频调速电控系统改造， 每年节电
21.3万kwh，节约成本14.91万元。

公司2009年开始委托长沙矿山
研究院对十中段复杂群空区及地表
地质灾害监测及预警系统进行研究，
2010年投资200多万元建立十中段复
杂群空区及地表地质灾害监测及预
报预警系统， 预防地质灾害的发生，
以确保国家财产和职工群众安全不
受威胁。

2009年委托湖南有色冶金劳
动保护研究院对矿山井下通风系
统设计和改造进行了研究，完成了
方案设计并完成了通风优化方案
局部调整工程， 优化了井下作业环
境。

瑶岗仙矿的鸡婆店尾矿库作为
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尾矿库， 已不再
存入尾矿，公司投入700万元进行了
闭库治理，闭库工作基本完成。

委托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作了
水洞尾矿库及垅下废石坝综合治理
可行性研究和环境评价报告， 先后
实施了垅下废石坝一、二期工程，恢
复了垅下废石坝的拦石功能， 确保
了矿山安全，有效的保护了东江湖。

裕新白钨技改项目建设遵循环
保先行的原则，秉承“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采选工艺先进型”的宗
旨，采用“采选分离、索道运输、异地
选矿、回水利用、深度处理、达标排

放”的最优设计方案进行建设。
2011年1月启动裕新白钨多金

属矿床技术改造项目， 经过两年的
建设和一年生产调试， 项目达产达
标；员工收入逐年保持增长；建立比
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形成主业
突出、结构优化、技术先进、规模经
营的运行机制； 采用国内同期的先
进技术和标准，取得ISO9000质量体
系认证，实现安全生产标准化作业；
主要技术装备和生产技术指标达到
或接近国内先进水平；安全生产、节
能减排、生产环境、职业卫生等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实现三废达标排放。

公司在稳定黑钨产量的同时，加
快推进行裕新白钨多金属矿床技术
改造项目的建设，力争2013年12月建
成投产，2014年达产达标， 到2015年
钨产量达到6000t， 工业总产值达到
90000万元， 利税总额达到40000万
元。整个改造项目采用最先进的工艺
技术和高效设备，实现技术指标的全
面提升。

2010年底启动了安全标准化、
HSE体系、安全“6+1”系统建设工作，
2012年5月安全标准化建设通过了验
收， 取得了国家安全标准化二级企业
证书；2012年7月通过了HSE体系的认
证审核；安全“6+1”系统建设现已基本
完成了井下人员定位系统 、 井下监控
监测系统 、井下通讯联络系统 、供水施
救系统、 压风自救系统 、 紧急避险系
统、尾矿库在线监测系统建设，现正在
进行试运行。

选择合理的通风系统方案及构
成要素，充分发挥主扇的通风作用；
建立阶段通风网路， 保证每个采矿
作业面做到“新风有来路，污风有

瑶岗仙钨矿危机矿山找矿项目
是全国九家危机矿山接替资源勘查
试点项目之一。 该项目2005年开始
实施，这几年来，公司与有色金属矿
产地质调查中心北京地质调查所通
力合作， 根据瑶岗仙黑钨矿区的成
矿模式和成矿机理， 运用最新的找
矿理论和最科学的找矿手段， 在矿
区的深、边部开展多方位、多层次、
多手段的找矿工作， 共投入项目资
金3550万元， 累计探明新增黑钨资
源储量 （WO3）3万余 t， 钼金属量
6000余t， 并在大根垄区域的深部通
过钻探探到了一条石英矿脉 。到
2009年5月份，完成了项目所有外业
工作。2009年7月份通过了国土资源

部验收，评为外业优秀项目。2009年
10月份， 内业报告通过了湖南省国
土资源厅初审 。2009年 12月份送国
土资源部进行评审。

“十一五”期间，矿山探边扫盲工
作按照“稳定中部、加速深部、探清边
部、开发东部”的原则，围绕矿区中部、
西部和深部找矿靶区做工作， 先后探
出603#、233支、701#等二十多条新矿
脉，新增钨金属储量4000t，钼金属储量
200t。同时水平钻探矿也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分别于西部16中段、中部15和19
中段、 深部21和23中段探获矿脉十多
条，可增钨金属储量500～700t。

瑶岗仙矿通过不断的创新发展，
真正践行了科学发展观。

瑶岗仙矿以科技为手段， 进行矿业的精
深开发和产业链的拓展， 大大提高了产品的
品质和附加值。

瑶岗仙矿田是一个世界上独特的， 同时蕴
藏着黑钨矿床和白钨矿床的特大型钨矿田。矿石
储量7620万t，其中钨金属量23万t，铜、锡、钼、铋、
铅、锌、砷、银金属量分别为20512t、27958t、7746t、
22033t、51385t、44742t、15631t、79.3t， 矿产资源潜
在经济价值十分可观。加上湖南瑶岗仙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属中国五矿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下
属企业，集团公司资金、技术雄厚，给公司创造了
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

瑶岗仙矿业顺应湖南省、郴州市关于做大
做强有色产业的长远规划，积极推进省、市有色
产业重点发展项目———裕新白钨多金属矿床技
术改造项目，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技改项
目顺利开展，为产能提升打下了坚实基础，大大
加快了接替资源项目的建设。

裕新白钨多金属矿床技术改造项目是黑钨
资源的接替工程。2006年开始启动， 经过艰苦的
工作， 项目环评报告得到了省环保厅的环评批
复，2009年9月26日举行了奠基典礼。目前所有前
期工作已经完成，经多轮磋商和谈判，与合作方
资兴市在原则性问题上已基本达成共识。

裕新白钨技改项目也是郴州市与中国五
矿重点合作项目之一，自项目立项以来，就被
市、 县列为重点建设项目，2011年被国家列为
示范性建设项目， 并获得了1000万元的中央财
政支持。

裕新多金属矿床位于瑶矿采矿权证范围
内，富含钨、钼、锡、铜、铅、锌等多种金属，白钨
资源储量位居世界第四位， 白钨金属量有20多
万吨，平均品位为0.3%，其资源价值达300亿元

以上。该项目拟投资6.7亿元，分两期工程滚动建
设，整个项目建设工期为2年，建成达产后可年
产白钨精矿4500吨，钼金属166吨，铋金属577吨。
可实现年销售收入6亿元以上， 利税总额达4亿
元以上。

为了抓好该项目， 公司成立了裕新技改项
目工程指挥部，设立了8个工作组（综合组、采矿
技术组、选矿技术组、机电土建技术组、征地搬
迁安置组、保卫组、招标财务组、纪检监察组），
编制了项目进度计划。定期召开项目调度会，解
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实行项目建设合同
管理制度，高起点、高标准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通过招投标， 选拔具有一级资质的大型国有企
业进行施工。加强质量管理，监理和审计同一天
进入，做好记录和监督，为使该项目建成世界一
流的精品工程而努力。

由于措施到位， 目前项目已完成投资约1.6
亿元。完成了全部工勘工作；征地方面：完成了
白钨选厂征地（127.48亩）工作；完成了东江引水
工程引水管线用地的村组协议签订工作； 完成
了库坝工程用地村组协议签订工作； 完成了应
急排洪管线（13.8公里）用地村组协议签订工作。
3.5万伏高压供电线路（3200米） 已全部架设到
位；3.5万伏总降压变电站厂房已基本完工。引水
工程管线总长约6300米， 现已基本铺设完毕；
500吨水池和2000吨高位水池已完成了主体施
工。而白钨选厂主体工程、设备安装工程、库坝
工程建设现正在按计划加紧建设。

裕新多金属矿床技术改造项目的建设意义
重大，将实现产量和产值的提升。同时，该公司
通过加大探边扫盲力度， 延长黑钨矿山服务年
限； 加速生产工艺流程改造， 提高生产技术指
标；开展有用矿物综合回收研究，实现资源的有
效回收；提升信息化系统，建立现代化的管理系
统；推进廉租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和东江湖引水
工程建设，构建和谐矿区。

同时，依托技术优势，其他各技改项目都得
以顺利推进。

大根垄勘探及开发项目的矿区地处瑶岗仙
钨矿田的西部，面积11.52平方千米。根据有色418
队物探报告， ZK1601孔深639m，在海平面以下揭
露含钨锡石英脉， 脉宽达50cm；ZK2201孔深
830m， 在600～700m范围内有金矿化， 含金
0.58g/t;�ZK2001孔深685m，在460m处揭露有含钨
石英脉，脉宽45cm，区域找矿前景可佳。

东江湖之西，南岭骑田之东北，名山胜水之间，有个叫瑶岗仙的地方，虽养在深闺，
却早已闻名遐迩。

瑶岗仙的出名，来源于湖南瑶岗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位于“有色金属之
乡”———郴州，拥有黑钨和白钨两个矿区，矿区面积23.325平方千米，跨宜章、资兴、汝
城三县（市），前身为瑶岗仙钨矿，是我国钨业的起源地，也是湖南省最大的黑钨生产基
地。1914年始采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2005年10月经省国资委批准在原瑶岗仙钨矿破产基础上， 组建湖南瑶岗仙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性质为国有控股。瑶岗仙矿的不凡历史，从此迎来了更为辉煌的时代。

公司现有在册员工1800多人， 现年采掘能力40余万 t， 年产一级黑钨精矿
2500t，综合回收伴生元素钼、铋、铜、锡、银等。主产品“天宝”牌黑钨精矿具有高
钨、低钼、低磷、低硫的特点，主要成分与杂质元素含量优于国家标准，是水冶
火冶生产钨铁、硬质合金、钨材、钨丝及其他合金的优质原材。40多年来，一直
保持100%的一级品率，长期被国家授予免检产品。从1950年至2011年共为国家
提供钨精矿86446t， 为促进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和壮大地方经济作出了积
极贡献。

公司全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