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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可持续发展
报告方针
1.1 关于本报告
这份 2018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是根据全球报告
倡议组织 (GRI) 的核心选项指南发布的第二份
报告。它增强了 Ivanhoe Mines Ltd.（也称艾
芬豪矿业、艾芬豪或本公司）根据适用的证券
法和证券交易所规则提交的文件和公开披露，
其副本可在本公司在电子文档分析和检索系统
（SEDAR，网址为 www.sedar.com）的资料中
找到。它强化了本公司在报告可持续发展计划方
面的透明度目标。本年度报告主要包括有关本公
司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报
告期间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实践和业绩的信息，
并且仅在可用和适用的情况下提供了前几年的信
息。本报告旨在提供相关的披露和信息，以满足
各利益相关者团体、投资分析师和投资者的个人
和团体需求。

1.2 报告指南
框架、报告指南和良好实践标准提供了关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确定重要事项的
信息，包括：
>>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
>> 地方采购报告机制 (LPRM)。
>> 千年发展目标 (MDG)。
>> 联合国全球契约 (UNGC)。
>> 联合国人权宣言 (UNDHR)。
>> 碳披露项目 (CDP)。
>> 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 (IIRC) 综合报告框架。
>> 国际采矿与金属理事会 (ICMM) 10 项原则，可持续发展的最佳实践框架。
本报告中的信息根据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 的标准核心选项编制和提交。针
对国家/地区的特定报告合规性在本报告的附录中提供。

1.3 独立担保
该报告是公司的第二份公开可持续发展报告。尽管报告未得到第三方的外部担
保，但公司进行了独立的担保准备审查。该审查强调公司实施系统，以确保在 
2020 年之前提供获得独立第三方担保的完整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关键领
域。Platreef 项目已根据国际相关服务准则（具体来说，执行商定程序的 ISRS 
4400 协议）聘请安永会计师事项所 (EY) 为以下事项提供独立担保：
>> 地方经济发展 (LED)
>> 企业与供应商发展 (ESD)
>> 人力资本发展计划
>> 与林波波大学的合作伙伴关系
>> 就业公平和当地就业
>> 优惠采购
因此，作为项目监管报告流程的一部分，与 Platreef 项目的这些绩效领域相关
的信息已得到独立担保。

1.4 报告范围
本报告仅披露艾芬豪直接或联合管理控制的重大项目的信息。以下是我们在南
非的三个主要项目，即 (1) 南非林波波省的 Platreef 项目；(2) 刚果民主共和国 
(DRC) Lualaba 省的 Kamoa-Kakula 项目；以及 (3) 刚果民主共和国 Haut-
Katanga 省的 Kipushi 项目。
我们基于 100% 项目披露可持续性，好比公司持有所有业务的 100% 股权，
即使每个项目有各自的股权结构也不例外。
我们根据提供的 CDP 指南披露水和气候变化。我们完整的 2018 年 CDP 水和
气候变化披露可以在 CDP 网站 www.cdp.net 上查看。
就职业健康和安全统计而言，本报告中的总劳动力是指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有资格接受上岗和/或医疗监督并计入安全统计 3,231 名雇员和承包商的
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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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执行联席董事长
和创始人的联合致辞
ROBERT FRIEDLAND 

致艾芬豪矿业的利益相关者
我们很高兴代表所有雇员和合作伙伴，分享
我们的第二份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本报告
将重点介绍我们的雇员、社区倡议、负责任
的采矿实践、2018 年可持续发展绩效，以及
我们对当下针对我们即将生产的金属，塑造
未来市场的力量的愿景。
在开始商业采矿业务之前，我们持续关注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
的矿山开发，这反映了我们对透明、诚信、问责和尊重雇员以
及经营所在社区的文化的承诺。

去年 9 月，中国领先的国际资源公司之一中信金属集团 
(CITIC Metal Group) 以 5.6 亿美元的初始投资加入艾芬
豪，成为战略全球合作伙伴。中信最近承诺通过股权融
资向艾芬豪再投资 4.57 亿美元。中信证券同样致力于
在建设具有创新性、环境和社会责任感的矿山方面实施
领先的国际最佳实践。中信还对多元文化怀有深深的敬
意，这是在非洲成功建设和运营大型矿业资产不可或缺
的因素。艾芬豪与中信有超过 15 年的密切合作关系，中
信金属董事长“万里行”孙玉峰已加入艾芬豪团队担任
联席董事长，这反映出中信集团将在塑造艾芬豪未来的
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Kamoa-Kakula 按计划将于 2021 年投产，经过分阶段扩
建，预计将成为全球第二大铜矿。Platreef 和 Kipushi 的
开发也取得了良好的进展，这两个项目都在积极推进生
产。

经过我国人民超过 25 年的艰苦努力，艾芬豪即将从现
代世界顶级勘探公司之一，一跃成为领先的生产商。我
们对迄今取得的勘探和开发成就感到极为自豪。我们更
为我们不断壮大的由南非和刚果的男女人才组成的队伍
（他们已经接受了我们追求卓越环境、健康和安全的目
标）以及我们的社区改善计划感到自豪，这些计划对居
住在我们经营地附近的家庭产生了有意义的积极影响。

我们整个董事会都清楚地认识到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对
我们星球，特别是世界上许多主要城市的生活质量的破
坏性影响。我们格外担心我们的子孙后代，除非我们现
在集体采取行动，否则他们将承担最大的代价。气候变
化和空气污染不分国界，对我们所有人都构成了生存挑
战。

人类迫切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摆脱对交通和能源生产所使
用化石燃料（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贡献者）的依赖，这
将在未来几年推动推动大宗商品需求，为负责任的“绿
色金属”开采商在解决全球一些最大问题方面发挥关键
作用铺平道路。

我们的非执行联
席董事长
“万里行”孙玉峰

二十五年前，我们开始了对南部非洲传奇的矿产田及其周围重
大发现的探索。

现在，我们正在两个国际知名的矿产勘探（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Kamoa-Kakula 和南非的 Platreef）基础上建设全球一流的两个
新矿。我们还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Kipushi 重启生产。Kipushi 
曾是世界上储量最大的铜锌矿。为了实现将三个大规模矿山投
入生产的目标，我们正与社区、私人、公共和国有合作伙伴密
切合作。

我们有远见卓识的地质学家在发现杰出矿物方面有着令人印象
深刻的记录。他们为我们未来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因此，当我
们的开发团队专注于将我们早期的发现转化为世界规模的矿藏
时，我们的勘探团队将在现场钻孔，寻找南非下一个伟大的矿
产发现。

SINAH TJALE - IVANPLATS 全职
健康和安全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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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 KIPUSHI 翻新后的泵房

然而，鉴于近年来巴西发生的事故和其他类似事件，我们正在
对我们计划的尾矿储存设施进行额外的独立工程审核，以进一
步保护我们的雇员和邻近社区。

全球对金属供应链管理方面的道德问题日益增强的认识，在我
们矿山的设计、建设和经营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与非洲其他
地方的许多传统、较深、狭窄的地下矿井不同（成千上万的人
在极热极具挑战性的条件下手工劳作），我们的矿山将采用空
调和高度机械化的作业，这将优先考虑安全问题，并雇用新一
代熟练操作计算机设备的男女工人。地下矿体的厚度和相对平
坦的性质使我们能够使用最新、最先进的大规模采矿技术。

我们还致力于主要用水电和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为矿山供
电，以帮助最大限度地减少公司的环境足迹。Kamoa-Kakula 
和 Kipushi 已经在使用水力发电，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将太阳能
和钒液流电池结合起来，在我们所有的业务中增加电网供电。
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计划将电动和自动化车辆纳入我
们的采矿车队，取代柴油动力替代品，进一步减少排放并确保
雇员的安全。

我们的项目位于高失业率和生活条件极具挑战性的地区。为了
在当地社区和东道国产生持久、积极的影响，我们需要与地方
和国家政府携手合作，建立稳定的财政、监管和税收框架——
由于大规模勘探和采矿的长期性质，只有在几十年的工作和数
十亿美元的投资后才会产生回报。如果我们共同应对我们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我们都将从中受益。

我们代表我们全体董事会对您承诺，我们将继续努力工作，全
力以赴，为艾芬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非的利益相关者以及
我们的国际股东创造持久的价值。

在过去 25 年中，我们已表现出我们对东道国非洲国家男女老
少的坚定承诺。我们现在决心建设我们的矿山，作为负责任的
矿山发展的榜样，并在此过程中帮助为后代建设一个更美好、
更健康的世界。毕竟，这是我们唯一的星球。

经过我国人民超过 25 年的艰苦
努力，艾芬豪即将从现代世界顶
级勘探公司之一，一跃成为领先
的生产商。我们对迄今取得的勘
探和开发成就感到极为自豪。

我们的新矿山将生产获得清洁空气和水所需的许多金属。零排
放、节能运输，以及电网规模的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分配和储
存，将需要新的铂、钯、铑、镍，尤其是铜的长期来源。

我们的团队与许多世界领先的汽车和科技公司紧密合作，有一
点是不言而喻的——铜是“绿色金属”之王。当涉及到解决世
界上最紧迫的环境问题时，几乎每种解决方案都需要铜——太
阳能、风能、水力发电、纯电动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常见电动汽车所需的铜是标准汽车的四倍。未来，大型电器预
计将使用更多铜。由于技术的惊人进步和全球汽车制造商的巨
额投资，全球电动汽车的普及步伐预计将加快。风能和太阳能
对未来铜需求的推动作用甚至更大，因为它们的铜密集度是传
统发电的 37 倍。

在全球范围内，优质的新铜矿项目稀缺。Kamoa-Kakula 的铜
年产量预计将达到 70 万吨以上的峰值，随着全球向更可持
续和节能的未来发展，Kamoa-Kakula 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Kipushi 具有超高的铜和锌品味，有着相似的发展前景。

Platreef 的定位是成为钯、铂和铑的主要生产商。钯、铂和铑
是催化转换器必需的元素，用于控制汽车和工厂排放的有害废
气。铂对燃料电池电动汽车也很重要。此外，Platreef 还含有
大量镍和铜——这两种元素都是电动车电池的关键成分。

我们将生产的金属很重要。我们生产它们的方式也是如此。对
我们来说，强劲的可持续发展表现意味着负责任地生产这些金
属，同时成为我们业务所在地周边社区值得信赖和重视的邻
居。

最近巴西尾矿库坍塌是所有矿商暂停运营并评估其风险管理实
践的原因。我们在 Platreef 和 Kamoa-Kakula 新矿旨在将大部
分尾矿送回地下，作为膏体回填体进入采出的工作面，其余
部分泵送至配备了最先进监测系统的小型尾矿储存设施。在 
Kipushi，我们计划开采的矿石质量非常高，而且体积适中，可
以建造一个小型的现代尾矿蓄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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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主席	
和首席执	
行官致辞：
LARS-ERIC  
JOHANSSON

我们的社区改善计划，以及我们
与东道国社区、当地企业家和雇
员达成的利益相关者协议，有助
于确保我们的勘探发现所带来的
社会和经济利益广泛共享。 

致艾芬豪矿业的利益相关者
艾芬豪矿业的第二份可持续发展报告详细介
绍了我们 2018 年在健康、安全、环境和社
会责任方面的表现，以及我们为进一步加强
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同时推动我们在南
部非洲的三个旗舰矿山投入生产而采取的措
施。
我们撰写这份报告的目的是向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当地
社区、雇员和股东，传达我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业绩和面临
的挑战。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论坛，让我们自豪地展示我们
才华横溢的团队成员。

该报告记录了我们的战略重点，即与我们的采矿项目的发展和
正在进行的勘探有关的可持续性和责任注意事项。它还详细说
明了我们如何与合作伙伴、主办社区和雇员合作，以实现我们
的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采矿目标。

我们本着卓越、个人责任、诚信、社会和环境责任等以价值为
基础的明确原则运作。我们与我们的雇员、承包商、合作伙伴
和我们所在社区的人民一起，努力建立强有力和持久的关系，
以符合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采用前沿技术、改进安全措施，并
将我们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测量员 CHIPENG KAVUL 和采矿工
程师 PONTIEN KALALA 在 KAKULA 
的输送带斜井上

我们一直在努力建立伙伴关系，确保为项目所在社区的居民带
来长期的可持续利益。我们的持续成功需要与地方社区、地方
政府、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

此外，我们的社区改善计划，以及我们与东道国社区、当地企
业家和雇员达成的利益相关者协议，有助于确保我们的勘探发
现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利益广泛共享。

艾芬豪于 2012 年在英国的支持下建立了 Kamoa-Kakula 可持
续生计项目，为生活在 Kamoa-Kakula 项目周围社区的家庭的
经济振兴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社区支持项目包括养鱼和养
鸡、农业项目、成人识字项目，以及新建学校、房屋、诊所、
道路和电力基础设施。

我们的 Maru a Mokopane 倡议是建立数字信息共享系统的创
新步骤，它使 Platreef 矿区周围社区的居民能够自由访问该系
统。这项倡议反映了我们的信念，即南非的青年将决定该国的
未来，帮助他们取得成功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是获得信息和技
术。拥有地质学本科学位的南非学生目前正在加拿大劳伦特
大学攻读硕士和哲学博士 (PhD) 学位，该项目由艾芬豪公司发
起并支持。

这份可持续发展报告以及我们去年的首份报告以“特别报道”
的形式介绍了许多类似的成功案例，我们对此感到特别自豪。

当我们通过建设和生产推进我们的项目时，我们的重点是确
保我们发现的高质量、长寿命矿产以负责任和安全的方式开
发。Kamoa-Kakula 目前已经完成了超过 1,200 万小时的工作
时间（超过七年），没有任何失时伤害，在 Platreef 实施的凿
井安全倡议使得 2018 年取得了安全改进。

负责任地发展我们的矿山（尊重我们的雇员、他们的安全、我
们的邻近社区和环境）仍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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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可持续	
发展委员	
会主席致辞：
GUY DE SELLIERS 

致我们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在艾芬豪，当我们建设我们的三个世界级项
目时，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对人类和地球的
责任，特别是在我们的世界面临诸如气候变
化、负责任的水资源管理、广泛分配矿物资
源开采的利益、保护自然资源和人权等关键
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第二份可持续发展报告记录了我们在应用最佳实践的过
程中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这在我们的任何一个项目产生
营业收入之前就开始了。虽然报告涉及大量的倡议，但我想强
调几个重要的倡议。

当地招聘也是艾芬豪矿业的一个重点。例如，我们现在在 
Platreef 有超过 50% 的凿井团队是从周边社区招募的，这些雇
员都很好地融入了沉轴团队。Platreef 在 2018 年出色的安全和
生产性能证明了这一举措非常成功。

同样在 2018 年，我们继续致力于在我们业务所在的东道国进
行重大投资。2018 年，我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非花费了 
2.42 亿美元用于采购、工资税、雇员工资、基础设施升级和社
区发展（参见第 30 页的创造和分配总值表）。

尽管我国矿山开发活动显著增
加，但 2018 年与 2017 年相
比，Platreef 项目的失时伤害频率 
(LTIFR) 提高了 85%。

在 KAMOA-
KAKULA 进行制
砖作业

为确保本地采购符合现行的国际最佳实务标准，我们在项目管
理和小组汇报层面引入了本地采购报告机制 (LPRM)。我们在 
Kamoa-Kakula 项目中推进的社区制砖合作社是向当地社区提
供机会参与采矿供应链的示例之一（请参阅第 33 页的“特别
报道”）。

我们还共同努力为我们所在社区的妇女提供机会。国际研究表
明，为妇女提供改善教育、生活水平和就业状况的机会可以使
整个社区受益，因为妇女更容易将新获得的技能传授给儿童和
其他家庭成员。我们以妇女为重点的举措的案例之一是我们为 
Kamoa-Kakula 和 Kipushi 项目附近社区的数百名文盲和半文
盲妇女提供的成人扫盲班（参见第 48 页的“特别报道”）。

我们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点是为我们的东道国社区和公司
的运营制定适应气候变化和恢复力战略。2018 年，我们首次
在碳披露项目 (CDP) 在线平台上公开披露气候变化信息，证
明了我们致力于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公民。这份报告提供了
我们的基本温室气体排放因素，这将作为能源效率和气候变化
适应能力目标和倡议的基础，这些目标和倡议将在我们的矿山
投产时制定（参见第 63 页第 5.4.5 节）。

在此期间，我们的环境部门正通过学校科学竞赛等举措，
提高雇员、承包商和主办社区的环保意识，让当地学生设
计与环境相适应的气候变化适应策略。在 Platreef 项目
中，获胜的团队设计了一个使用具有显著碳去除能力的本
土树木的碳抵消计划（参见第 61 页的“特别报道”）。

在 2018 年报告期间，我们开展了独立的担保准备情况审
查，并正在采取行动为独立担保做准备。我们正计划在 
2020 年之前为我们的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提供全面的第
三方担保。此外，作为南非监管报告流程的一部
分，Platreef 项目的所有社会经济发展数据都经过独立审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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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们是谁
艾芬豪矿业是一家矿产勘探和开发公司，以建
立一家商品多样化的领先采矿和勘探公司为愿
景。我们正通过发展我们在非洲的主要项目来
实现这一设想。
我们相信，在追求建立我们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商业目标的同时，
始终如一地运用尊重人和环境的策略和做法，可以实现广泛的共
同利益。

公司特别重视下列事项：
>> 负责任的勘探、开发和生产作业
>> 以身作则
>> 人力资源的价值
>> 工作、安全、健康和技能发展的权利 
>> 可持续的社区合作关系
>> 尊重和促进多样性
>> 环境责任与创新
>> 企业诚信、透明度和问责制
>> 以 UNDHR 为指导，尊重人权

我们将可持续发展战略视为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共同价值并减
轻对环境影响的工具。

建造 3 个世界一流的新矿并在
南非的传奇矿区勘探下一个大
规模铜矿业务

概览

PLATREEF 项目 

计划中的 Platreef 煤矿的建设目前正在进
行中，该公司在南非 Bushveld 矿区北部发
现了铂、钯、镍、铜、金和铑。艾芬豪
矿业持有 Platreef 64% 的股份，南非受益
于广义黑人经济振兴结构，持有 26% 的
股份，其余 10% 由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ITOCHU Corporation)、日本石油天然气和金
属国家公司 (Japan Oil, Gas and Metals National 
Corporation) 以及日本天然气公司 (Japan Gas 
Corporation) 组成的日本财团持有。

2.2 我们
的主要项
目

我们的行为准则（准则）是我们业务方针的基础。
准则反映了我们对诚实、诚信、负责任和尊重我们
所在社区的文化的承诺。准则也概述了公司要求每
名雇员遵守的基本原则及政策。我们要求我们的雇
员、办事人员、董事、顾问、顾问及承包商具备最
高的专业及道德操守标准。我们建立了广泛的交流
项目，以确保所有参与我们项目的个人都认识到如
何履行自己的职责。

尊重人权是我们企业文化的基础。它根植于我们的
价值观、我们的经营方式，以及我们对供应链中
的公司交付产品和服务的期望。我们的价值观和责
任声明包含在雇员入职计划和供应链合同中，包括
以下承诺：
>> 通过支持人权、社会正义和健全的环境管理，
成为负责任的全球公民
>> 负责任的勘探和开采
>> 以身作则
>> 认识到雇员是我们真正的财富
>> 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和技能培训
>> 维护社区和尊重多样性
>> 环境责任与创新
>> 企业诚信、问责制和透明度

我们认识到与我们的雇员、承包商和外部利益相关
者对话的重要性，他们受到或可能受到我们的行动
的影响。我们特别关注因脆弱或边缘化而可能面临
更大人权负面影响风险的个人或群体，并认识到妇
女和男子可能面临不同的风险。

我们诚实诚信的声誉对我们事业的成功非常重要。
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的商业惯例与我们所经营的
每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优先事项相协调，并对其保
持敏感。尽管各国的风俗习惯不同，商业环境中的
道德标准也可能不同，但最高程度的道德、诚实和
诚信必须始终存在于我们的商业活动中。公司设有
举报热线，雇员和第三方可以通过电话或电子方
式匿名提交他们对财务违规和/或公司治理失败的
任何问题。

KAMOA-KAKULA 项目
艾芬豪矿业、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
紫金”或“紫金矿业”）、晶河全球有
限公司（“晶河”）和刚果民主共和国
政府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部卢阿巴拉省
中非铜矿带成立的合资企业。继 2016 年 
11 月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签署协议，
将 Kamoa-Kakula 项目额外 15% 的权益转让
给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公司之后，艾芬豪
矿业和紫金矿业分别持有 Kamoa-Kakula 项
目 39.6% 的间接权益，晶河持有 0.8% 的间
接权益，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持有 20% 的
直接权益。

KIPUSHI 项目
现有的 Kipushi 矿山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 
(DRC) 南部豪特加丹省的中非铜带上，该
省是非洲主要的采矿中心之一。该矿山于 
1924 年至 1993 年间运营，位于省会卢本
巴希西南约 30 公里处，距离刚果民主共
和国-赞比亚边境不到 1 公里。艾芬豪矿业
持有 Kipushi 68% 的股份；国有矿业公司 La 
Generale des Carrieres et des Mines (Gecamines) 
持有剩余 32% 的股份。

创造共同价值

经济资本
人力资本

社会和关系资本
自然资本

基础设施资本
智力资本

监管和最佳实践框架

PLATREEF 2 号
井开挖槽鸟
瞰图

采矿工程师 PONTIEN 
KALALA 向承包商介绍 
KAKULA 的发展

庆祝 KIPUSHI 1,150 
米处破碎机工厂的
成功安装

艾芬豪矿业和利益相关者

PLATREEF
铂族元素、金、镍和铜
南非的 Bushveld 综合
体

西部前沿
铜的勘探
刚果民主共和国
的中非铜矿带

64%
持股 
日本财团 10%
广义黑人经济振兴合作伙
伴 26%

100%
持股 

KIPUSHI 
升级、历史悠久的高档
矿井的锌、铜、银和锗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中非
铜矿带

68%
持股 
Gécamines 32% 

KAMOA-KAKULA
铜的勘探和矿山开发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中非铜
矿带

39.6%
持股
紫金矿业 39.6%
晶河 0.8%
DRC 政府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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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REEF 项目
Platreef 一期开发积极、独立、确定的可行性研
究；Platreef 预计将成为非洲铂族金属成本最低
的生产商
2017 年 7 月 31 日，艾芬豪矿业宣布了一项独立、
确定的可行性研究 (DFS) 的积极结果，该研究针对
的是 Platreef 项目南非铂-铂-镍-铜-金-铑矿一期规
划。

Platreef DFS 涵盖第一阶段的开发，包括建造最先
进的地下矿井、选矿厂和其他相关基础设施以支持
精矿的初始生产。随着第一阶段的开发和投入使
用，将有机会改进扩大生产的后续阶段的时间和
范围。

2.3 推进我们	
	 	的项目

Platreef 最终可行性研究的结果估计
该项目处于现金成本曲线的
底部 

成本为 
351 美元
生产每盎司 3PE + Au 的。

在 PLATREEF 项目 2 
号井的垂直侧壁支架
钻孔

要点
2017 年 DFS 要点包括：

指明矿产资源包含估
计 4,190 万盎司铂金、
钯金、铑金和黄金，另
外推断资源中还有 
5,280 万盎司铂、钯、铑
和黄金

估计预生产资本
要求约为 15 亿美
元，ZAR:USD 汇率为 
13:1

Platreef 将以估计每盎
司 351 美元 的 3PE + 
Au 生产成本（扣除副
产品，包括维持资本
成本）以及扣除维持
资本成本之前每盎
司 326 美元的成本排
在现金成本曲线的
底部。

除非另有说明，否
则所有数据都基
于 100% 控股项目。
该 DFS 由首席咨询
公司 DRA Global 为
艾芬豪矿业公司编
制，由 OreWin 牵头
进行经济分析，包
括 Amec Foster Wheeler 
E&C Services、Stantec 
Consulting、Murray 
& Roberts 
Cementation、SRK 
Consulting、Golder 
Associates 和 Digby 
Wells Environmental 等
专业子咨询公司在内

开发一个安全、机械化
的大型地下矿井，初期
包含四个 Mtpa 选矿机
和相关基础设施

计划的初始年平均生
产率 476,000 盎司铂、
钯、铑和黄金 (3PE + Au)
，加上 2,100 万磅镍和
镍以及 1,300 万镑铜

税后净现值 (NPV) 
9.16 亿美元，贴现率 
8%。
税后内部收益率 (IRR) 
14.2%

采场优化和矿山测序
工作后，增加的矿物储
量包含 1760 万盎司的
铂、钯、铑和黄金

Platreef 矿产资源
Platreef 项目的矿产资源估算由艾芬豪矿业在 
Amec Foster Wheeler 的 RM SME 博士指导下编
制。Parker 博士和同样来自 Amec Foster Wheeler 
的 RM SME、Timothy Kuhl，已分别确认了矿产资
源估算，他们是该估算的合格人员，该估算的生
效日期为 2016 年 4 月 22 日。

Flatreef 矿产资源的走向长度为 6.5 公里，主要位
于 Platreef 矿化带的平缓至轻微倾斜部分，位于地
表以下约 500 米至 1,350 米的较浅深度。Flatreef 
矿床的特点是其高品位矿化的垂直厚度非常大，
铂与钯的比例约为 1:1，明显高于 Bushveld 北部
边缘最近的P GM 发现。

Platreef 指出，所有矿化带的矿产资源为 3.46 亿
吨，品位为 3.77 克/吨 (g/t) 3PE+金（铂 1.68 
克/吨、钯 1.70 克/吨、铑 0.11 克/吨、金 0.28 
克/吨）、0.32% 镍和 0.16% 铜，品位为 2.0 
克/吨 3PE+金。用于限制 T2MZ 资源的 2.0 g/t 
3PE+金品位外壳的平均厚度为 19 米。

所有矿化带的矿产资源为 5.06 亿吨，品位为 3.24 
克/吨 3PE+金（铂 1.42 克/吨、钯 1.46 克/吨、铑 
0.10 克/吨、金 0.26 克/吨）、0.31% 镍和 0.16% 
铜。用于限制 T2MZ 资源的 2.0 g/t 3PE+金品位
外壳的平均厚度为 12.7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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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我们的项目
（续）

1 号井现在延伸到地表以下 850 米的
深度
2018 年第三季度，一号井位于地表以下 
780.2 米的高品位礁滩沉积（T1 矿化
带）顶部，目前正在进行 850 米水平站
的建设，并已延伸至 850 米水平位置。1 
号井的矿化礁（T1 和 T2 矿化带）厚度
为 29 米，铂族金属的品位为每吨 11 克 
(g/t) 3PE（铂、钯和铑），以及黄金和大
量的镍和铜。这个 29 米高的交汇处开采
了大约 3,000 吨矿石，估计含有 400 多
盎司的铂族金属。矿石储存在地表以供
冶金取样。

包括钢结构和混凝土结构在内的 750 米
高的站点已于 2018 年第四季度成功完
工。750 米级和 850 米级站点将提供通
往高品位矿体的初始地下通道，使矿山
开发能够在 2 号井施工期间进行。

随着 1 号井凿井工作的推进，将在 950 
米深的采矿作业点再设一个站点。1 号
井预计将在 2020 年初达到其预计的 982 
米的最终深度。在项目最初的四个 Mtpa 
生产案例中，1 号井最终将成为主要的
通风井。

2 号井早期施工进度
2 号井位于 1 号井的东北约 100 米处，
其内径为 10 米。它将用混凝土衬砌，并
开凿到计划的最终深度，地表以下 1,104 
米。它将配备两艘 40 吨的岩石提升箕
斗，每年可提升 600 万吨矿石——这是
非洲单艘提升能力最大的矿井。

永久吊装设备的井架由南非 Murray & 
Roberts 水泥公司设计。2018 年成功完
成了 9 次爆破，使 2 号井的箱形切口
开挖到地表以下约 29 米深，为 103 米
高的混凝土井架建造混凝土牵引装置（
井口结构基础），该井架将容纳竖井的
永久起重设施并支撑井口结构。箱形切
口的开挖和牵引装置基础的施工预计将
于 2019 年第二季度完成，这将使开始
预沉成为可能，预沉将延伸到地表以下 
84 米。

地下采矿采用高产、机械化的方法
艾芬豪计划分阶段开发 Platreef 矿。最
初的年产量为 400 万吨，旨在建立一个
支持未来扩展的运营平台。预计此后产
量可能翻番至八百万吨，然后在第三个

扩张阶段达到 1,200 万吨的稳态产量，
这将使 Platreef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铂族
金属矿。

目前 Platreef 采矿计划中的采矿区位
于地表以下约 700 米至 1,200 米的深
度。2 号井将提供进入矿区的主要通
道；二级通道将通过 1 号井。在矿山生
产过程中，两个竖井也将用作通风口。
计划增加三个通风排气装置以实现稳态
生产。

计划采矿方法将采用高产、机械化的方
法，包括深孔回采和漂填采矿。每种方
法都将利用胶结充填体进行最大限度的
矿石开采。矿石将从采场被拖到一系列
内部矿石通道，并被送入 2 号井的底
部，在那里，矿石将被压碎并吊至地
面。

PLATREEF 开发团队的成员们
在位于 1,780 米地下的高品位 
FLATREEF 矿床顶部的交汇处
举行庆祝活动

在 KIPUSHI 5 号井 
1,200 米以下的装
矿区平台上进行修
复工作

KIPUSHI 项目
Kipushi 项目前期可行性研究已于 2017 年 12 月完成；最终可行性研究预计在 2019 年第 2 季度完成
艾芬豪矿业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宣布了 Kipushi 项目的 PFS，该项目预计在 11 年的初始采矿寿命里，每年平均生产 
381,000 吨锌精矿，每磅锌的总现金成本约为 0.48 美元。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所有数据都基于 100% 控
股项目。采矿寿命内，锌的平均现金成本预计
为 0.48 美元/磅，一旦投产，将排在全球锌生
产商现金成本曲线的底部四分之一。

PFS 大型锌矿床规划的主要开采方法为分段
深孔露天采矿，充填胶结充填。一旦邻近的采
场采用柱退采矿法回填，预计顶柱将被开采。

预计该大型锌矿床将通过现有的斜井开采，
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新开发。主水平面的规划
高度为垂直间隔 60 米，次水平面的规划高度
为 30 米。

Kipushi 项目最终可行性研究正在进行中，预
计将于 2019 年第三季度完成。

要点
PFS 的长期锌价为 1.10 美元/磅，包括：

税后净现值 (NPV) 为  
 6.83 亿美元，
实际贴现率 8%

采矿寿命内锌精矿
的计划产量为每年 
381,000 干吨，精矿品
位为 59% 锌，一旦投
产，Kipushi 将跻身世
界最大的锌矿之一

与可比的绿地开发项目相
比，现有的地表和地下基础
设施能够显著降低资本成本

预生产资本成本，包括应急
费用，估计为 

3.37 亿美元
税后实际内部收益
率 (IRR) 
 35.3%

税后项目的投资回

收期 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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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OA-KAKULA 项目
宣布 Kakula 的 PFS 和更新后的 PEA 表明 Kamoa-Kakula 的扩展后产量为 18 Mtpa

2019 年 2 月 6 日，艾芬豪宣布了 Kakula 2019 PFS 的结果。该研究评估了卡库拉矿床作为一个 6 Mtpa 
开采和处理复合体的潜力。Kakula 轧机将分两个较小的阶段建造，每一阶段 3 Mtpa，因为采矿作业的全
能力产量将增加到 6 Mtpa。采矿寿命生产方案开采量为 1.197 亿吨，平均品位为 5.48% 铜，生产 980 
万吨高品位铜精矿，含有约 124 亿磅铜。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所有数据都基于 100% 控股项目。

2019 年 3 月 22 日，艾芬豪为 Kamoa-Kakula 铜矿项目提交了最新的 NI 43-101 技术报告，涵盖 Kakula 
铜矿和 Kansoko 铜矿开发的独立预可行性研究，以及该项目整体综合开发计划的最新、扩大的初步经济
评估。这份名为《Kamoa-Kakula 2019 年综合发展计划》的报告可以在该公司的网站 (www.sedar.com) 
的公司 SEDAR 资料上找到。

项目开发和基础设施
作为恢复商业生产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Kipushi 
矿山的地下基础设施现代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
展。2018 年第四季度，Kipushi 项目成功地将
之前开采的矿石从 5 号井提升至地表。这是 
Gecamines 自 1993 年对该矿进行养护和维护以
来，首次将矿石吊出地表。

2018 年早些时候，Kipushi 项目成功地完成了
初步的预生产测试，这是安装在地表以下 1,150 
米的新型大容量岩石破碎机设备调试过程的一
部分。山特维克颚式破碎机的最大产能为每小
时 1,085 吨。这台 54 吨重的机器在地表拆卸后
被重新组装安装在破碎机箱内，其部件被下放到 
Kipushi 矿的主生产井 - 5 号井上。

艾芬豪完成了 Kipushi 项目大量地下基础设施的升
级，包括一系列不同深度的垂直竖井、相关的井
架，以及地下采矿和基础设施。一系列的横切和
通风基础设施仍处于工作状态，并已清除旧材料
和设备，方便现代机械化开采。地下基础设施还
包括一系列水泵，用于管理流入矿井的水，轻松
保持矿井底部的水位。

5 号井直径 8 米，深 1,240 米。该矿井现在已经
升级并重新投入使用。主要的人员和卷材机已升
级和现代化，以满足国际行业标准和安全标准。5 
号井卷岩机现在已经完全投入使用，安装了新的
岩石箕斗、新的头尾绳和配件。在竖井内安装了
两个新制造的岩石运输车（箕斗）和支承架（支
架），以便从 1,200 米高的主要矿石和废物贮存
仓提升岩石。

在 1,150 米高的大锌斜井和 5 号井岩石装载设备
之间的主要运输通道已经用混凝土重新铺装，因
此该矿现在可以使用现代化的无轨移动机械。

随着地下改造工程接近完成，该项目现在的重点
将转移到现代化和升级 Kipushi 的地面基础设施
上，以处理和加工 Kipushi 的高品位锌和铜资源。

采矿施工队正在 KIPUSHI 1,150 米高处安
装破碎机

艾芬豪还宣布了一个更新的独立 PEA，表明 Kakula- kamoa 年产量扩大为 18 Mtpa，最初由 Kakula 的一个 6 Mtpa 矿山供应，之
后由 Kansoko 和 Kakula West 两个 6 Mtpa 的矿山和一个世界规模的直接至吸式冶炼厂供应。

Kakula 矿床的地下开发进展
Kakula 矿床北侧双斜井的开发从 2017 年 11 月 16 日第一次爆破开始。截至 2018 年底，Kakula 双斜井中的每一个均从龙门面
向矿化带推进 1,180 多米，共计推进 3,430 米。这两个斜井目前均通过下二云母层实现高品位矿化。2018 年第四季度开始建造 
1,050 米高的大坝和两个入口漂移。Kakula 矿床南侧也出现了一处斜井，为 2 号通风井提供底部通道，使该井能够通过提升钻孔
而不是凿井来建造。这种斜井也将用作为从矿井中撤离的另一种手段。

要点

要点

基于共识，PFS 中 3.10 美元/磅的长期铜价包括：

基于共识，综合情景 PEA 中 3.10 美元/磅的长期铜价包括：

超高品位的第一阶
段生产在生产第二
年预计将达到 7.1% 
铜品位，在最初 10 
年的运营中，平均
品位为 6.4% 铜，年
平均铜产量估计为 
291,000 吨

超高品位的第一阶
段生产在生产第二
年预计将达到 7.1% 
铜品位，在最初 10 
年的运营中，平均
品位为 5.7% 铜，年
平均铜产量估计为 
386,000 吨

在第四年，铜的年产量估计
为 360,000 吨

第 12 年回收的铜产量估计
为 740,000 吨，这会使 Kamoa-
Kakula 项目成为世界第二大
铜生产商

初始资本成本（包括应急费
用）估计为 11 亿美元

初始资本成本（包括应急费用）为 
11 亿美元，随后在 Kansoko、Kakula 
West 和其他矿区以及冶炼厂进行
扩建，由 Kakula 矿山的现金流提供
资金

预计 Kakula 将生产超高品位的铜精
矿，铜含量超过 55%，砷含量极低在前 10 年，铜的平均总现金

成本 1.11 美元/磅，包括使
用费

在前 10 年，铜的平均总现金
成本为 0.93 美元/磅，包括硫
酸赊购

税后净现值为 54 亿美元，按 8% 的
贴现率计算

税后净现值为 100 亿美元，按 8% 
的贴现率计算

税后内部收益率 (IRR) 为 46.9%，投
资回收期为 2.6 年

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40.9%，投资回
收期 2.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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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已授权艾芬豪矿业可持续性委员会承担某
些责任，其目标是通过处理劳工、健康、安全、
环境、人权和社区参与等问题，将国际公认的企
业社会责任标准纳入我们的内部政策。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每年至少两次审查本署的业务
及可持续发展策略及活动，以确保这些策略及活
动在保障、维持和加强未来所需的人力及自然资
源的同时，符合企业及股东的需要。我们的可持
续发展战略通过将其整合到公司、运营和雇员年
度关键绩效领域 (KPA)，融入到我们的决策中。

在艾芬豪矿业，我们遵循可持续发展战略，包括
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共同价值的愿景。我们致
力于负责任的矿产开发，将可持续发展的最佳实
践标准纳入我们的行业。 
这包括 (1) 确保我们的业务运营拥有安全和健康
的工作环境；(2) 消除或控制潜在的工作场所危
害，以保护所有雇员、承包商和当地社区；(3) 在
所有活动中推广良好的环保措施；(4) 不断提高资
源、工艺和材料的有效利用；(5) 为当地的社会经
济环境做出贡献，使当地的利益相关者能够茁壮
成长。

2.4 治理和管	
	 	理方针

经济 
资本

部门：
财务、采购

集团 KPA：
项目融资；
预算控制；
财务报告；
工资。

部门：
社区关系、社会经

济发展

集团 KPA：
社会投资；

地方经济发展；
企业和供应商发展；
社会经营许可；
利益相关者互动。

部门：
人力资源和人力资

源开发

集团 KPA：
健康和安全；
招聘和挽留；
当地就业；

雇员技能发展；
社区技能发展；
就业权益；多样性

转型。

部门：
环境

集团 KPA：
环境管理计划的

实施；
能源效率；
影响监测；
许可和准许。

部门：
信息技术 (IT) 地质学

集团 KPA：资源开
发；IT 系统开发；

革新。

部门：
工程和基础设施发展

集团 KPA：
大型基础设施（电力、
水利、铁路、公路等）
合资企业。

社会和关系资本 人力资本 自然资本 智力资本 基础设施资本

在项目层面实施 KPI - PLATREEF、KAMOA-KAKULA 和 KIPUSHI

治
理
、法
律
框
架
和
报
告

集
团
运
营
实
施
管
理

战
略
与
方
向

艾芬豪矿业董事会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执行管理

部门负责人

可持续发展管理方针
下图说明了我们对关键资产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方针。

我们对可持续性报告方针会根据国际综合报
告理事会进行调整，并以“六大资本”可持
续发展模式为基础。

六大资本包括经济、人力、社会和关系、自
然、质量和基础设施资本。六大资本可持续
发展模式表明，如果在开发和运营期间对所
有六个资本给予适当关注，就可以实现可持
续发展。出于报告目的，我们将每个资本定
义如下：

>> 经济资本包括公司对地方和国家经济增
长的贡献。
>> 人力资本包括人员的安全、健康、知
识、技能、福利和动力。
>> 社会和关系资本指公司从社区和其他利
益相关方处获得的运营社会许可。

>> 自然资本指公司经营所在的自然环境的管理。
>> 智力资本指公司中可以产生财富的无形资产。
>> 基础设施资本指公司开发每个主要项目所需的配套基础设施，如大型电力
供应、大量供水和运输基础设施。

KAKULA 的地
下开发

灯室主管在 KAMOA-
KAKULA 分发个人防护
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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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最重要事项通过与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如雇员、承包商、我们所在社区的受影响人士和政府代表）在
项目层面的持续互动，以及集团层面的执行管理调查来确定。从这些互动中获得的信息被分析并整理成四个最能代表所有利益相
关者群体情感的重要事项。下表概述了我们的四个最重要事项，并简要说明了所涉及的表现领域和目前采取的风险缓解措施。附录 
7.3 中提供了与 GRI 标准的一致性。

艾芬豪矿业 - 最重要的可持续性事项
1 由于项目位于新兴经济体导致我们当地利益相关者的社会期望较高

受影响的利益
相关者

涉及的表现
区域 风险缓解措施

社区 社会和关系资本 >> 所有项目都有积极的社区关系团队。
>> 与当地理事机构以及感兴趣和受影响群体合作制定了所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计划。

2 招募和留住有能力的工作人员从事偏远地区的项目，并制定培训方案，培训当地工作人员达到国际标
准
受影响的利益
相关者

涉及的表现
区域 风险缓解措施

雇员 人力资本 >> 作为社会和劳动计划 (SLP) 的一部分，在 Platreef 项目中实施积极规管的人力资源开发 
(HRD) 计划。
>> 在 Kamoa-Kakula 和 Kipushi 项目实施高潜力的雇员发展计划，特别注意纠正性别差异。
>> 为所有正在进行的项目制定技能转移计划。

3 公司必须在其项目中开发大量基础设施（电力、铁路和供水），以便开始开发和采矿作业

受影响的利益
相关者

涉及的表现
区域 风险缓解措施

所有 基础设施资本 >> 就当地基础设施发展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进行谈判。
>> 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电力公司 (SNEL) 积极合作，为 Kamoa-Kakula 和 Kipushi 项目提
供电力。
>> 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国民议会 (SNCC) 积极合作，共同修复 Kipushi 支线铁路。
>> 与国家、地区和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 (SOE) 建立积极的合作伙伴关系，为 Platreef 项目
供水和供电。

4 公司必须确保对其自然资源进行负责任的管理

受影响的利益
相关者

涉及的表现
区域 风险缓解措施

所有 自然资本 >> 所有三个项目都实施了积极的环境管理计划 (EMP)。
>> 所有三个项目均已完成完整的 ESIA，并且正在更新最新的项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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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重要的事项是那些可能对我们创造长期可持续价
值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风险、机遇和其他因素。在本
报告中，我们使用 GRI 对重要性的定义：“反映本组织
重大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的主题和指标，或将对利益
相关者的评估和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主题和指标。” 

我们的风险通过全公司范围的风险评估（参考第 39 
页）持续监测和评估，以确保我们的战略和日常行动以
最有效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通过风险管理流程、
对内部绩效和外部环境影响的持续评估，以及与内部和
外部利益相关者积极互动，来确定最重要的事项。

根据这些事项对公司和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潜在影响的重
要性，对其进行分析并确定优先级，并将其构建到我们
的战略、治理框架、风险管理系统和运营管理流程中。
这种分析还有助于通过发布我们的 MD&A 和年度信息
表 (AIF) 向利益相关者报告信息。

这份可持续发展报告对艾芬豪矿业的财务报告进行了扩
展，根据主要受我们业绩影响的资本，强调了机会和挑
战。实际上，这些资本绩效领域中的每一个都会影响其
他领域，并影响我们产生长期可持续财务回报的能力。

以下部分显示了确定的最重要可持续性事项，涉及的利
益相关者和绩效领域，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缓解策略。

我们最 
重要的可持续发展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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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PUSHI 项目的利益相关者
阅读矿井门口的通信程序标
志牌

KAMOA-KAKULA 的生计项目促进了
所在社区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
增长

KIPUSHI 的地下矿工



艾芬豪矿业将利益相关者视为与我们的项目有物质利益关系或受其影响
的任何团体或个人。我们奉行“门户开放”的政策，并不断与利益相关
者互动，以指导公司的长远战略。我们注意到利益相关者的合理疑虑，
并努力以透明和可及的方式互动。

4.1.2 KIPUSHI 项目
Kipushi 项目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 Haut Katanga 省的 Kipushi 镇。Kipushi 约有 18 万居民，周围遍布着
农村社区。Kipushi 项目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团体包括：

KAMOA-KAKULA 项目

4.1.3 KAMOA-KAKULA 项目
Kamoa-Kakula 项目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部的 Lualaba 省，矿业中心 Kolwezi 以西约 25 公里
处。Kamoa-Kakula 项目占地面积附近的地区有 20 个社区，约有 2 万人，由两位传统领导人管
理。Kamoa-Kakula 项目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团体包括：

KIPUSHI 项目

*  Kipushi 雇员由下列工
会团体的民主选举的工
会代表组成：

>  Alliance des Travailleurs 
Avertis et Consciencieux 
(ATAC)

>  Garantie Sociale des 
Travailleurs (GST)

>  Alternative Syndicale 
pour L’industrie au 
Congo (ASLIC)

>  Force Ouvrière pour la 
Renaissance de la 
Connaissance et de 
l’Ethique Syndicale 
(FORCES)

>  Centrale Générale des 
Travailleurs du Congo 
(CGTC)

*  Kamoa-Kakula 雇员由
下列工会团体的民主选
举的工会代表组成：

>  Travailleurs Unis des 
Mines, Métallurgies, 
Energie, Chimie et 
Industries Connexes 
(TUMEC)

>  Confédération Syndicale 
du Congo (CSC)

>  Conscience des 
Travailleurs et Paysans 
(CTP)

>  ATAC

我们的 
利益相关者

广义黑人经济振兴合作伙伴

投资者和股东：
艾芬豪矿业(68%) 
GECAMINES (32%)

供应商和本地企业工会* 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 
（国家、省和地方）

投资者和股东：艾芬豪
矿 (39.6%) 紫金 (39.6%) 

DRC 政府 (20%) 晶河 
(0.8%)

供应商和本地企业工会* 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 
（国家、省和地方）

4.1 利益相关者映射
我们的每个项目都具有独特的地质特征、地理
环境和关键利益相关者群体。每个项目都有一
个致力于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团队，专注于建立
关系，以维护我们的运营社会许可 (SLO)。除
了当地的利益相关者外，每个项目都有一组独
特的雇员、承包商、投资者、政府机构（国
家、省和地方）、供应商和非政府组织 (NGO)
，他们对各自的项目感兴趣，并受其影响。

4.1.1 PLATREEF 项目
Platreef 项目位于南非林波波省，靠近 
Mokopane 镇。该区域的特点是半城市发
展，其 20 个东道社区总共约有 15 万名居
民。Platreef 项目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团体包括：

PL
AT

RE
EF

 项
目

投资者和股东：
艾芬豪矿业 (64%)

伊藤忠 (2%)
B-BBEE (26%)*

ITC (8%)

雇员、承包商和顾问20 个半城市东道社区

 
 

雇员代表和工会。全
国矿工联盟 (NUM)

本地供应商和企业

南非政府 
（国家、省和地方）

非政府组织 (NGO)

南非矿业理事会和工
业界人士

雇员、承包商和顾问城市和农村东道社区非政府组织 (NGO) 业内同行

雇员、承包商和顾问 二十个农村东道社区非政府组织 (NGO) 业内同行

来自 ALFRED B MAKAPAN 学
校的 KGOLE MOLEBOGENG 
PRECIOUS 和 MASANABO 
PONTSHO 在由 PLATREEF 矿
业赞助的计算机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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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互动
在艾芬豪矿业，利益相关者互动是一个持续的综合业务职

能，为其他业务部门提供支持，以确保在开发项目时识别、

考虑和通知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不断进行正式和非正式

的互动。所有这三个项目都设有功能齐全、可使用多种语言

和广泛发布的外部申诉机制。各项目的社区关系团队负责处

理申诉。在本报告年度内，每个项目工地记录的申诉如下：
以下页面上的统计数据列出了每个项目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会
议，并表明 Kamoa-Kakula 项目比 Kipushi 和 Platreef 项目有更
多互动。这是因为 Kamoa-Kakula 项目比 Kipushi 和 Platreef 项
目受制于更多需要互动的过程，例如经济转型和家庭搬迁（见 
5.3 社会和关系资本），导致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增加。

参与者 会议次数

三月 四月二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十月九月八月

58 78 
3 6

20
18

 年

20
17

 
年

185 160 
8 11

20
18

 年

20
17

 
年

53 247 
3 4

20
18

 年

20
17

 
年

153 93 
12 5

20
18

 年

20
17

 
年

7 72 
1 8

20
18

 年

20
17

 
年

125 135 
6 5

20
18

 年

20
17

 
年

191 69 

7 6

20
18

 年

20
17

 
年

129 255 

5 12

20
18

 年

20
17

 
年

185 131
12 13

20
18

 年

20
17

 
年

33 74 
5 8

20
18

 年
20

17
 

年

一月

十一月 十二月

114 104 
9 6

20
18

 年

20
17

 
年

89 168 
3 3

20
18

 年

20
17

 
年

利益相关者会议
次数
JAN-DEC 2017/2018 PLATREEF 项目

申诉

总计 待处理

Kamoa-Kakula 28 3

Kipushi 3 0

Platreef 3 2

集团总计 34 5

在报告的申诉中，85% 的申诉被成功了结，无须向有关管理委
员会提出申诉。余下 15%（共 5 宗）申诉仍在与受影响社区成
员合作调查中。对每项申诉的调查完成后，将采取适当的补救
行动。

4.2.1 PLATREEF 项目
Platreef 项目拥有一个由 12 名雇员组成的社区关系团
队，致力于通过与当地利益相关团体（包括传统权威机
构、当地政府、民间团体、项目的 B-BBEE 合作伙伴和
当地居民个人）的持续互动来维护我们的 SLO。团队与
社会各界就多个课题进行交流，包括：就业；当地采
购；B-BBEE 社区信托流程、地表租赁、生计恢复；以
及项目社会发展倡议带来的机遇。

Platreef 项目有各种沟通机制，社区可以通过这些机制向
社区关系团队提出其关注的问题。传统的领导与社区内
的其他团体或结构以及 Platreef 项目团队之间存在着直
接的沟通渠道。

社区关系部会举行日常评估会议，让雇员就社区内可能
对公司产生影响的日常事件和情绪提供反馈。安全、人
力资源和社区关系管理人员会出席这些会议。社区关系
处根据各渠道所收到的通讯，与人力资源及保安管理部
门紧密合作，制定处理普遍问题所需的行动。

这些过程已被证明收效良好，使得 Platreef 项目团队能
够维护和加强项目的 SLO。

PLATREEF 附近 MOTSHITSHI 小学迷你
课程的讲师 SIMON MOKHANDA

報告さ
れた苦情の

85%
は、エスカレーションを
必要とすることなしに
クローズされ
ました

工作人员 JABULANE MANGANYI 正在
帮助社区成员通过 BONEGA TRUST 赞
助的 WI-FI 热点将他们的信息和文档
上传到 PLATREEF 技能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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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次数  参加人数

1,322 1,586
74 87

20
18

 年

20
17

 
年

总计



收到和回复的
消息数 

9,608

收到的消息类型
我的简历 - 技能数据库 32.70%

Ivanplats 咨询 21.51%

当地就业 18.96%

Wi-Fi 和互联网接入 8.55%

Maru a Mokopane 门户网站 7%

共享信息 5.58%

捐赠和赞助 2.60%

采购和供应链 2.30% 

建议和创新 0.80% 

总计	 100%

业内第一：数字利益相关者互动
和本地招聘
Platreef 项目在 2017 年推出了一个名为“Maru a Mokopane”
（意为“Mokopane 云”）的数字互动门户网站。公司与 
Bonega Communities Trust（前身为 Platreef Communities 
Umbrella Trust）合作，在其东道社区安装并维护了 20 个免费 
Wi-Fi 热点。本地居民可以上网、查看最新的机会和新闻，并通
过数字门户与公司和信托机构互动。2018 年 2 月，公司推出了
当地在线招聘系统，确保所有当地利益相关者都有平等的机会申
请他们在 Platreef 项目及其承包商中符合资格的职位。大部分招
聘都是通过这个在线平台完成的。除了在线招聘功能，当地的利
益相关者还可以创建一份专业简历，提交给其他潜在雇主。

特别报道

利益相关者互动

センチ
メントごとの
メッセージ* 

9,608
 嬉しく思う 67.67%
 Ok 13.12%
 心配している 7.94%
 興味がある 4.89%
 悲しい 3.74%
 怒りを感じる 2.64%

注册用户数量 

24,178 

数字培训师 PATRICK 
MABUSELA 正通过 
MADIBA 诊所的 WI-FI 
热点在 IVANPLATS 
MARU A MOKOPANE 数
字包容门户网站上培
训社区成员

在线招聘
已验证的简历数 2,431

在线职位申请数 2,308

2018 年的空缺职位数 62

2018 年末仍空缺的职位数 35

2018 年已填补的职位数 27

通过在线招聘系统收集的信息填 
补的职位比例  74%

 トレーニングを受けた 16,615
 自己登録 7,563

登録
ユーザー総数 

24,178

*  通过持续感知分析确定情绪

295 4 
15 1

221 138 
17 9

741 9 
57 3

20
18

 年

20
17

 
年

一月

429 42 
33 7

20
18

 年

20
17

 
年

十二月

420 94 
28 12

20
18

 年

20
17

 
年

十一月

468 21 
26 6

390 17 
30 2

210 25 
21 7

20
18

 年

20
17

 
年

七月

364 45 
28 9

20
18

 年

20
17

 
年

十月

574 13 
50 4

20
18

 年

20
17

 
年

九月

20
18

 年

20
17

 
年

八月

20
18

 年

20
17

 
年

四月

20
18

 年

20
17

 
年

三月

20
18

 年

20
17

 
年

二月

200 0 
24 0

20
18

 年

20
17

 
年

五月

165 13 
11 2

20
18

 年

20
17

 
年

六月

27

4,477   340
340     62

20
18

 年

20
17

 
年

总计

利益相关者
会议次数
KIPUSHI 项目 2017/2018 
年 1 月至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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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KIPUSHI 项目
Kipushi 项目拥有 7 名社区关系人员，致力于通过与当地利益相关
者团体（包括传统权威机构、地方政府、民间团体和当地居民个
人）持续互动来维护我们的社会许可。讨论最多的主题包括就业、
本地采购、项目发展和项目社会发展倡议带来的机会。2017 年到 
2018 年会议的增加可以归因于 Kipushi 项目活动的增加，这使得
利益相关者对与项目增加相关的主题兴趣增加。 

 会议次数  参加人数



我们的 
表现

5.1 经济资本
公司的财务业绩主要受到正在进行的勘探和开发活动的影响。公司没有生产经营或营
业收入。公司希望通过债务和股权融资，为其所有勘探和开发活动提供资金，直到产
生营业收入。

有关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财务业绩的详细信息，请浏览公司的 MD&A 
和年度财务报表，网址为 www.ivanhoemines.com 和 www.sedar.com。

本节详细介绍了该公司对其所在国家的地方和国家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

4.2.3 KAMOA-KAKULA
项目
Kamoa-Kakula 项目拥有 4 名社区关系
人员，致力于通过与当地利益相关者团
体（包括传统权威机构、地方政府、民
间团体和当地居民个人）持续互动来维
护我们的社会许可。讨论最多的主题包
括就业、经济上的转移和安置、项目发
展和项目社会发展倡议带来的机会。

更新

利益相关者
会议次数
KAMOA-KAKULA 项目 
2017/2018 年 1 月至 12 月

七月

三月 四月二月

五月 六月

十月九月八月

730 347 
39 19

20
18

 年

20
17

 
年

1,441  236 
75     36

20
18

 年

20
17

 
年

632 361 
47 42

20
18

 年

20
17

 
年

370 490 
48 35

20
18

 年

20
17

 
年

851 399 
56 53

20
18

 年

20
17

 
年

464 528 
38 51

20
18

 年

20
17

 
年

459 636 
51 37

20
18

 年

20
17

 
年

715 636 
56 37

20
18

 年

20
17

 
年

817 572 
56 35

20
18

 年

20
17

 
年

904 501 
38 29

20
18

 年

20
17

 
年

一月

十一月 十二月

598 426 
72 58

20
18

 年

20
17

 
年

1,255   608 
26    49

20
18

 年

20
17

 
年

9,236 6,287
602 497

20
18

 年

20
17

 
年

总计

KAMOA-KAKULA 社区关系团队与社区成员
互动

工人们轮班后从 
KAKULA 斜井上来

我们的经济资本表现概览
242,647,222 
美元
在我们的项目中创造和分
配的总价值

5,078,789 美元
报告年度在社会经济发展项目上的预
算总额

14,149
Bonega 社区信托项目的估计受益人数

334
在我们的项目中，本地企业和供应商发展
计划的总受益业务

142,755,982 
美元
DRC 和 SA 的当地采购总支出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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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本地采购
由于艾芬豪矿业的主要项目都是在新兴经济
体开发的，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些计划，为我
们足迹地区的供应商建立产能，以提高我
们在当地的采购业绩。在我们的 Platreef 项
目中，该计划遵循你南非矿业宪章以及贸易
和工业部 (DTI) 的 B-BBEE 良好实践规范指
导。在 Kamoa-Kakula 和 Kipushi，这些计划
遵循适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监管框架，我们
制定了内部目标，以确保我们的项目开发通
过我们的供应链为当地企业带来直接利益。

我们从 2017 年到 2018 年的当地采购统计
数据表明，专业设备的资本支出导致所有三
个项目的当地采购数字略有下降。

2017 -  2018 年采购统计数据整理

项目

所采购商品和服务的百分比

DRC  南非 

其他 
非洲国 

家/地区  其他 

Kamoa-Kakula 2018  75.18%  16.30% 0.69%  7.82% 

Kamoa-Kakula 2017  80.61%  10.18%  0.70%  8.51% 

Platreef 2018  0.00%  96.80%  0.00%  3.20% 

Platreef 2017 0.00% 93.88% 0.00% 6.12%

Kipushi 2018 49.01% 41.11% 5.17% 4.71%

Kipushi 2017 50.30% 38.88% 7.66% 3.17%

5.1.3 本地采购实践标准
艾芬豪矿业致力于为其各自项目所在社区的经济多样化作出贡献。为了促进这一过程，并支持公司供应链中本地企业数量的增
长，企业和供应商开发运营团队采用了 LPRM 中公布的实践标准（附录 7.4）。下表显示我们的主要项目在推行这些实践标准方
面的进展：

实践标准

Kamoa-Kakula Kipushi Platreef

落实地方采购和反腐败政策 ü ü ü

专门负责 ESD 的部门 ü ü ü

对沟通、执行和监测的主要承包商的当地采购要求 进行中 进行中 ü

建立本地供应商数据库 ü ü ü

广泛宣传注册为供应商的要求 ü 进行中 ü

建立供应商争议机制 ü ü ü

优先考虑本地供应商的出价得分 ü ü ü

鼓励本地采购的方法 进行中 进行中 ü

落实供应商培训计划 ü ü ü

落实并扩展企业发展计划 ü ü ü

鼓励向本地特殊团体（妇女、青年及/或残疾人士）采购的措施到位 进行中 进行中 ü

PLATREEF 项目 
THLEKWISA LAUNDRY 
的业主兼工人 DELMA 
MASOGO

创造和分配的总价值 
下表分别显示了艾芬豪矿业 2017 年和 2018 年在南非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三个主要项目创造和分配的总价值。 
到目前为止，公司的任何主要项目都没有产生营业收入。

2017 年创造和分配的总价值 2017 年创造的总价值

项目

政府 

 雇员薪资
社会经 
济发展

 采购 

2017  
年国民 

价值分配情况

南非的 
国民价 
值分配

DRC  
的国民 

价值分配

其他非 
洲地区的 

国民价值分配工资税 
 已付增值税/ 

（净退款）  其他税 国有实体  DRC  南非 其他非洲地区

Platreef  2,273,457  6,996  –  457,327  5,966,558  1,630,335 –  44,653,746 –  54,988,418  54,988,418  – –
Kamoa-Kakula  6,264,510  10,831,557  1,212,122  42,022,378  8,884,627  2,131,154  66,182,542  8,362,023  572,505  146,463,418  13,841,275  131,888,443  733,700 

Kipushi  4,804,779  2,452,130  1,756,090  5,860,150  7,864,615  992,197  11,819,175  9,135,510  1,799,102  46,483,747  12,009,430  32,473,645  2,000,671 

总计  13,342,746  13,290,683  2,968,212  48,339,855  22,715,799  4,753,685  78,001,717  62,151,280  2,371,607  247,935,584  80,839,124  164,362,089  2,734,371 

*  不包括 Kipushi 项目的收购成本
**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创造和分配的总价值 2018 年创造的总价值

项目

政府 

 雇员薪资 
社会经 
济发展

 采购 
2018  

年国家 
总价值分布

南非的 
国民价 
值分配

DRC  
的国民 

价值分配

其他非 
洲地区的 

国民价值分配工资税 
 已付增值税/ 

（净退款）  其他税 国有实体  DRC  南非 其他非洲地区

Platreef  2,740,000  10,980  –  468,556  5,384,279  1,601,492 –  39,956,092 –  50,161,399  50,161,399  – –
Kamoa-Kakula  7,405,038  9,231,570  3,479,905  27,971,970  8,898,722  1,924,145  63,176,378  11,018,942  630,745  133,737,416  14,349,748  118,756,922  630,745 

Kipushi  5,873,020  3,984,539  1,239,051  6,118,527  9,300,842 1,553,152  12,125,131  16,479,438  2,074,707  58,748,407  20,411,790  36,261,910  2,074,707 

总计  16,018,058  13,227,089  4,718,956  34,559,053  23,583,843  5,078,789  75,301,509  67,454,472  2,705,452  242,647,222  84,922,938  155,018,832  2,705,452 

*  不包括 Kipushi 项目的收购成本
**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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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砖一瓦建设社区
Kamoa-Kakula 项目团队将制砖视为项目供应链中为当地社区成
员提供的企业发展机会。公司招聘了 19 名当地失业人员，其中 6 
名为妇女，并提供入门设备和培训。这家制砖企业被正式注册为 
Tujenge 合作社，由 19 名当地自耕农自豪地拥有。

Tujenge 与 Kamoa-Kakula 项目签署了一项为期三年半的合同，
为办公楼和房屋的建设提供砖块。合作社同意在合同期间偿还从
该公司获得的开办资金。持续的公司支持包括质量控制、创业和
安全培训，以及寻找其他客户购买砖块的支持。2018 年 9 月 13 
日，Tujenge 公司庆祝工厂砖产量达到 10 万块。公司计划购买
另一台制砖机，并将其市场扩大到科卢韦奇。

特别报道

100,000
Tujenge 在 2018 
年 9 月生产了 
100,000 块砖

供应商培训

项目
团体培训计划中
的供应商数量

个人培训干预措
施中的供应商
数量 培训类型

Kamoa-Kakula 100 0 付款条款、提交建议书、成本和定价、进口、交货、付款跟踪

Kipushi 12 29 付款条款、征求建议书、遵守刚果民主共和国采矿法、遵守刚果民主共和
国分包法律

Platreef 130 1 承包商包、计算机培训、基本业务技能、健康和安全

集团总计 242 30

5.1.4 企业和供应商发展 (ESD)
现场特别重视供应商和企业能力建设。已经进入公司供应链的供应商通过各种团体和个人培训课程得到支持。加强正规和非正规
行业现有企业，提高业务能力，逐步融入公司供应链。我们每个项目的 ESD 化计划简介如下：

PLATREEF 站点的工
作人员 MADIMETJA 
MONAMA 准备为顾客
提供服务

庆祝砖产量达到 
10 万块

KAMOA-KAKULA 的制砖
作业

企业发展

项目

支持正规企业并
逐步升级到供
应链 支持非正规企业

Kamoa-Kakula 4 3

Kipushi 6 4

Platreef 14 31

集团总计 2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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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ega 社区信托基金在 2018 年实施了几个项目：
营销和品牌
信托在当地学校发起了一项命名比赛，
帮助其活动在成员社区扎根，并宣传该
信托的活动。“Bonega”（在北索托
语中意为“带来光明”）被选为获胜名
称。获胜学生获得一台笔记本电脑，参
加比赛的学校收到了改善学校的设备。
选择 Bonega 信托标志中所示的大象家
族，是因为大象是该信托的成员社区所
属的传统权威的象征。

资产映射过程
Bonega 社区信托的信托契约要求该信托
进行系统的咨询过程，通过该过程确定成
员社区中的资产和预期的非营利性项目。
信托任命了一名独立顾问 Aurecon 使用
基于资产的方法，通过有针对性的焦点小
组和社区范围的调查，促进社区发展进
程。该过程还包括为信托咨询委员会成员
提供基于资产的社区发展培训，以便向这
些个人提供对其所在社区正在进行的过程
的全面了解。

免费 Wi-Fi 项目
Bonega 社区信托与 Platreef 项目合作，
赞助了其成员社区中 20 个免费 Wi-Fi 热
点中的 12 个。在执行该项目期间，公
司与 25 家数字青年企业签订了合同，
在 Maru a Mokopane 平台的信托成员社

区激活约 15 000 人。青年企业还向社区
成员展示了 Bonega 社区信托的新网站 
(www.bonegatrust.org)。

PLATREEF 项目中的广义黑人经济振兴 
(B-BBEE)
2014 年 6 月 26 日，为符合南非矿业法律和公司采矿权要求，公司子公司 
Ivanplats (Pty) 有限公司将 Platreef 项目 26% 的股权转让给了广义黑人经济振
兴特别目的机构（B-BBEE 特别目的机构 (SPV)）。在这个行业领先的 B-BBEE 
结构中，20 个东道社区以及雇员和当地企业家共同拥有 Platreef 项目 26% 的
股份。下图详细介绍了 Platreef 项目的所有权结构，并说明了 Platreef 地方所有
权的广泛变革性质。

特别报道

Ivanplats (Pty) Ltd

PLATREEF 项目

业界领先的 B-BBEE 结构

日本财团 (8%)B-BBEE SPV (26%) Ivanplats Holding Ltd 
(66%)

创业公司 (11.5%) 艾芬豪矿业 (98%)社区信托公司 
(77%) 伊藤忠 (2%)雇员信托公司 

(11%)

公司承诺向 Bonega 社区信托（下
称“信托”）每年固定提供 1,100 万
兰特的捐款，直到该信托收到股息为
止。该信托由独立选出的信托谘询委
员会（60 名成员）及受托人委员会
（8 名成员，其中 3 名为独立成员）
管理。该信托是一个注册的非营利性
组织，董事会接受、评估和支持来自 
20 个成员社区的合格项目。

《2003 年广义黑人经济振兴法》要求
对广义黑人经济振兴的遵守情况进行
年度报告。因此，Platreef 项目每年都
会接受评估，最近一次评估是在 2019 
年 5 月，评估依据的是 2013 年 10 月 
11 日在宪报上公布的《广义经济振兴
的 DTI 修订良好实践守则》（即通用
记分卡）。经过最近的验证，Platreef 
项目在 2018 年评估期间达到了 
B-BBEE 2 级贡献者的水平。在过去的
四年里，Platreef 取得了 3 级的成
绩。Platreef 项目最近达到了 2 级的评
分，使该项目成为南非矿业转型的先
驱之一。第 96 页的附录 7.8 为 
Platreef 项目提供了一个独立验证的 
B-BBEE 记分卡。

项目类型
2018 年	
的项目数量

估计受益
人数

教育
 > Mokaba 阅览室
 > Lekwa 高中补习班
 > Jacob Madiba 幼儿中心
 > Refilwe 幼儿中心
 > 天使树弱势儿童圣诞项目 
 > 明星学校计划
 > Lesedi 幼儿中心

8 2,814

环境
 > 社区清洁项目

1 200

数字包容（Wi-Fi 热点项目） 12 7,099

农业
 > Malepetleke 社区花园

1 23

能力建设 
 > 资产映射过程

1 3,823

社会发展
 > Lesedi 幼儿中心
 > Fundisizwe 缝纫项目
 > Ditebogo 退休人员支持中心

3 190

受益人总数 14,149

信托顾问委员会 (TAC) 在开展
社区发展研讨会

数字培训师完成
了免费 WI-FI 和
门户培训

孩子们在翻
新的 JACOB 
MADIBA 临时收
容中心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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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就业数据
我们致力于在我们开展业务之国家的地方监管框架内，为我们项目中的所有雇员促进平等的机会。这一承诺体现在我们的就业公
平、技能发展以及招聘政策和程序中。我们的主要承包商有责任遵守三个主要工程项目的承建商要求架构所订明的雇佣标准。

5.2 人力资本
在艾芬豪矿业，我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的雇员。我们重
视雇员的健康和安全，并不断改进我们的培训和教育实践。艾芬豪矿
业是一家机会均等的雇主，并为我们多元化的雇员队伍感到自豪。我
们的招聘和薪酬实践以我们的企业价值观、政策、标准和企业公民声
明为指导。

按性别划分的雇员和承包商总数
2017 年 2018 年

男 女 总计 男 女 总计

Platreef 雇员 111 50 161 120 51 171

Platreef 承包商 480 103 583 582 108 690

Kamoa-Kakula 雇员 288 12 300 308 11 319

Kamoa-Kakula 承包商 906 7 913 1,349 28 1,377

Kipushi 雇员 451 20 471 477 23 500

Kipushi 承包商 158 0 158 167 7 174

2017 年雇员总数 2,586 2018 年雇员总数 3,231
 
我们正优先考虑在招聘过程中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项目中的女性雇员数量。在 Kipushi 项目中，艾芬豪在收购项目股份时从其合
作伙伴 Gecamines 那里留下了大部分男性雇员。艾芬豪正在积极努力，按照当地法律纠正性别不平等。

我们的人力资本表现概览

85% 
从 2017 年到 2018 
年，我们 PLATREEF 项
目的损失时间和受伤
频率降低了 85% 

145
任何类型的学习援助中
的雇员总数为 145

2017 年，我们 PLATREEF 项目的本地就业人

数 从 67% 增加到了 71%

12,707,807
我们的 KAMOA-KAKULA 
项目的无伤害损失时间
工时数为 12,707,807

25%
从 2017 年起
总体劳动力
增加了 25%

PLATREEF 项目中的
承包商KAMOA-KAKULA 项目的

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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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健康和安全表现
我们的安全管理方针
雇员、承包商及供应商的健康及安全对我们
至为重要。我们制定了集团健康、安全和
环境 (HSE) 政策以及配套的政策和标准操作
程序，以确保我们能够遵守我们“人人不受
伤，天天都安全”愿景。

在 HSE 政策中，我们承诺：
 > 制定、实施和维护职业健康、安全及环境

管理的最高可行标准。
 > 在健康、安全和环境方面创造“零伤害”

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目的是消除工作环境
中的不安全行为和条件。

 > 遵守适用的法律、标准和法规要求。
 > 保护那些不是雇员但可能直接受到我们活

动影响的人。
 > 定期有效地与组织内的所有级别沟通法

规、公司标准、政策和最佳实践。
 > 每年审查 HSE 政策。

我们的风险管理方针
我们的风险管理战略是创建安全工作场所的
核心。有效的风险管理是我们运营的基础，
因为它以积极的方式解决未来的不确定性。
我们的操作风险管理流程基于风险管理的关
键原则，使我们能够确保雇员和利益相关者
的健康和安全，同时满足我们的业务目标和
责任并遵守法规要求。这些流程确保以综合
和协调的方式识别、评估、分析和管理运营
风险，以支持组织目标和目标的实现。

IVANPLATS 的运营主管 
IVANO MANINI 在凿井团
队进入地下前进行安全
简报 

5.2.2 本地就业
艾芬豪矿业的招聘政策是优先从项目所在社区招
募当地雇员。为此目的，公司制定了本地招聘程
序，确保所有的职位首先在内部和本地登广告，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本地候选人，再由外部和非本
地候选人担任。所有非熟练和临时工作都要求使
用本地人员。艾芬豪矿业确保所有现场承包商都
遵守这些当地招聘政策和程序。根据公司的技能
转移和发展计划以及南非的监管要求，越来越多
的管理职位（Paterson* D 及以上）由本地雇员
担任。

PLATREEF 项目 

2018 年    
非本地雇员 29% 
本地雇员  71%

2017 年    
非本地雇员1 33% 
本地雇员  67%

KIPUSHI 项目 

2018 年    
非本地雇员 8% 
本地雇员  92%

2017 年    
非本地雇员2 8% 
本地雇员  92%

KAMOA-KAKULA 项目 

2018 年    
非本地雇员 13% 
本地雇员  87%

2017 年    
非本地雇员2 15% 
本地雇员  85%

1 来自 Mogalakwena 当地直辖市以外
2 来自 DRC 以外

本地雇员管理统计
管理层当地雇员的百分比
当地就业率 2018 年 2017 年
PLATREEF 项目
全面管理雇员 94 100% 88 100%

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南非人 (HDSA)1 31 33% 28 32%

本地非 HDSA 63 67% 60 68%

Kipushi 项目
管理层员工总数 24 100% 17 100%

刚果国民 14 58% 10 59%

外籍人士 10 42% 7 41%

Kamoa-Kakula 项目
管理层员工总数 37 100% 32 100%

刚果国民 10 27% 10 31%

外籍人士 27 73% 22 69%

艾芬豪矿业当地就业统计数据

1  HDSA 指 1993 年《南非共和国宪法》生效前，因不公平歧视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任何人员、人
种或社区

由于 Kamoa-Kakula 项目对高技能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需求增加，在生产的最
后阶段，我们预计非当地雇员的比例将在中短期内增加。不过，在我们的 
Kamoa-Kakula 和 Kipushi 项目中，我们制定了积极的管理发展计划，以逐步
增加公司管理层中刚果国民的人数。我们希望该计划能使 Kamoa-Kakula 本
地和非本地雇员的比例长期正常化。

风险识别和评估 风险缓解措施

基于问题的风险评
估 5X5 矩阵

消除

从物理上消除危险

替代

更换危险物

工程

将人们与危险隔离开来

行政

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

个人防护设备

通过 PPE 保护工人每
 2

 年
进
行
一
次
基
础
风
险
评
估

持续的反馈和改进

持续的风险评估

最
高
效

最
低
效

JENNIFER MAGONGOA 
在 PLATREEF 记录现
场活动

*  Paterson 工作分级系统在国际上用于根据决策标准对工
作进行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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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健康统计和举措
艾芬豪矿业将员工的健康放在首位。除了职业健康和卫生服务外，每个项目地点均设有装备齐全的医疗紧急应变小组。

根据适用于本公司工程项目的有关劳工及矿山健康及安全规例，本公司为雇员及其家属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下表概述了我们 2018 
年主要项目的健康统计数据：

Platreef Kipushi Kamoa-Kakula

失时伤害频率 (LTIFR)

2015

1,
48

0 0,
21

2016

3,
35

0 0,
16

2017

4,
15

0,
70

0

20

15

10

5

0

可记录的总受伤频率 (TRIFR)

2015

18
,4

9

3,
79

5,
90

2016

11
,2

5

3,
20

1,
49

2017

14
,1

7

2,
75 3,
31

5

4

3

2

1

0
2018

0,
64

0,
60

0

15
,1

5

1,
93 2,
07

2018

线性 (Platreef)

我们的安全统计和举措
2018 年，随着 Kamoa-Kakula 项目实现无伤害损失
时间 (LTIF)，以及各项目记录的伤害损失时间 (LTI) 
显著下降，集团安全绩效有所改善。Platreef 和 
Kamoa-Kakula 项目显示，由于活动增加，本报告年
度可记录的总受伤频率 (TRIFR) 略有增加。在报告所
述期间发生的事件已通过安全事件的标准作业程序报
告。这些程序包括：根本原因分析、基于问题的风险
评估和措施，以基于我们的风险管理层次防止重复发
生，特别是在 Platreef 项目考虑到传统凿井活动的情
况下。

定义：  损失时间伤害频率 (LTIFR) = LTI * 1,000,000/工时数；总体可记录伤害频率 (TRIFR) =  
(死亡率 + LTI + RWI + MTI) * 1,000,000/工时数

2018 年各工地实施的安全举措
Platreef Kipushi Kamoa-Kakula

工时数 1,553,106 1,817,179 3,614,936

雇员和承包商总数 861 674 1,696

2018 年的无 LTI 天数 364 364 365

开展的访客安全教育次数 103 89 404

开展的全面安全教育次数 1,082 149 1,365

开展的安全相关培训干预次数 16 8 6

安全相关培训干预的参与者人数 3,015 4,000+ 1,844

数字 HSE 管理系统全面运作 是 进行中 进行中

医疗统计：

Platreef
Kamoa-
Kakula Kipushi 总计

执行的年度雇员医疗次数 雇员 1,208 1,309 1,409 3,925

检测疟疾的患者人数 雇员 0 970 747 1,717

检测呈阳性并接受疟疾治疗的患者人数 雇员 0 588 349 937

在现场职业健康诊所看到的患者总数 雇员 1,685 1,734 1,092 4,511

每月看到和治疗的慢性病患者总数 雇员 1,328 328 223 1,879

每月看到和治疗的慢性病患者总数 雇员家属1 0 12 5 17

指定医院的患者总数 雇员 56 121 3,213 3,390

指定医院的患者总数 雇员家属 0 1,030 2,698 3,728

健康培训参与者人数 雇员 1,082 1,272 343 2,697

进行的艾滋病毒检测次数 雇员 559 365 174 1,098

HIV 检测阳性的人数 雇员 20 10 2 32

自愿接受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HAART) 的患者人数2 雇员 20 69 1 90

结核病 (TB) 新病例数 雇员 2 1 5 8

噪音引起的听力损失案例数量3 雇员 4 0 1 5

慢性阻塞性气道疾病病例数 雇员 0 0 36 36

涵盖雇员健康主题 雇员 23 10 13 46

急救意识培训参与者 雇员 161 47 626 834

1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劳动法规要求该公司通过国有或私营医疗机构为员工的家属提供医疗服务
2 包括前几年确定的病例
3 较基线的偏移超过 5%

积极监测空气污
染物

积极监测饮用水
水质

积极监测地下通风 监测有毒和/或易燃
气体 地面爆炸监测

工作场所的噪音
水平

除基本卫生保健外，我们的项目还设有职业卫生计划，并在适当情况下
监测下列各项：

积极的职业卫生措施为项目团队提供及时的
信息，以制定预防措施，减轻健康和安全风
险。所有这三个项目的定期职业健康活动也
有助于员工照顾自己的健康。

KAKULA 斜井
的承包商正在
检查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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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人力资源开发
艾芬豪矿业致力于开发我们最宝贵的资源——为实现在南非建立多元化矿业公司的愿景而努力的人们。我
们特别注重通过个人发展，以及职业发展计划和学习帮助来培养当地雇员的能力。我们的三个项目正在进
行技能转移计划。我们正在积极扩展我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项目中的女性劳动力，并根据当地法规为我们
现有的女性雇员提供发展和职业发展的机会。

* Paterson 工作分级系统在国际上用于根据决策要求对工作进行评级
** 这些数字预计将在 2018 年 8 月 Kipushi 实施人力资源重组后有所改善

人力资源开发 - 雇员绩效管理

Platreef
Kamoa-
Kakula Kipushi**

占员工总数的百分比 - 年度绩效评估 100% 98% 24%

占员工总数的百分比 - 个人发展计划已实施或正在进行中 100% 66% 33%

人力资源开发 - 雇员发展

Platreef
Kamoa-
Kakula Kipushi**

参加证书课程的雇员人数 9 45 8

参加文凭课程的雇员人数 4 _ 即将完成重
组过程

注册研究生学位的雇员人数 2 2

注册研究生学位的雇员人数 5 _

接受其他类型学习援助的雇员人数 13 3

接受成人训练及教育（扫盲训练）的雇员人数 8 _

接受与退休有关的便携式技能培训的雇员人数 0 43

人力资源开发 - 接班计划和技能转移

Platreef
Kamoa-
Kakula Kipushi**

为本地雇员确定的接班计划的主要职位数目 8 42 3

参加指导计划的雇员人数 14 22 即将完成重
组过程

参加技能转移计划的雇员人数（与接班计划相关） 8 38 3

职业发展计划中的高潜力候选者人数 5 22
即将完成重
组过程

报告年度的活跃实习生人数 15 7 33

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倡议
所有三个项目的社区关系和发展团队都将参与和支
持以社区健康和安全为重点的倡议作为优先事项。
在 Platreef 项目中，公司支持 6 所学校的同行教育
者提供有关艾滋病毒/艾滋病和药物滥用的预防教
育，使大约 4,000 名学生受益。

艾芬豪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以及总部位于多
伦多的全球医疗技术公司 Fio Corporation 合作，
为“Know for Sure”疟疾项目提供支持。该倡议将
综合诊断和数据技术引入刚果民主共和国 Haut-
Katanga 和 Lualaba 省的自动化、快速检测和实时
报告中。这两个省是疟疾重灾区，也是 Kipushi 和 
Kamoa-Kakula 拉项目的所在地。在本报告年度内，
在这两个省的诊所部署的 200 台 Deki 设备上总共登
记了 58,357 项疟疾诊断测试，指导卫生保健提供者
进行准确的诊断和治疗。

除了艾芬豪对“Know for Sure”项目的支持
外，Kamoa-Kakula 和 Kipushi 社区关系小组每年还
在各自的主办社区开展疟疾意识宣传活动。Kamoa-
Kakula 团队还在五个社区开展有关霍乱和艾滋病毒
的宣传活动，使 772 名学生和社区领袖受益。

3,925
每年进行
体检

DAPHNEY 
TSATSI 正在参
加 PLATREEF 项
目的健康倡议
以鼓励预防性
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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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CA - 当地实习生到
远方学习 
Platreef 项目与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合作，
协助 Platreef 项目所在社区的三名实习生
向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 申请奖学金。

经过严格的选拔过程，Althea Seswahla 
Mokgata、Dolly Mmasabata Molekoa 和 
Malesela Mokhiri Makhafola 被日本大学录
取，进一步在各自的领域学习。

Althea 来自 Mokopane 的 Magongoa 
村，2015 年以环境实习生的身份加入了 
Platreef 项目。她被日本松江岛根大学录
取，攻读环境与可持续性科学理学硕士 (MS)
。Althea 预计将于 2020 年完成学位，尽管存
在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但她适应得很好。她
希望在完成学位后，继续她的研究——利用吸
附剂材料去除废水中的磷。

Dolly 来自 Mokopane 地区的 Molekane 村，
曾获得 Platreef 项目奖学金，以完成她在林波
波大学环境管理的本科学习。毕业后，她以
实习生身份加入了 Platreef 项目的环境部门，
并通过 JICA 计划申请完成在日本的研究生学
习。Dolly 被日本札幌北海道大学录取，攻读
全球环境管理硕士学位。Dolly 预计将于 2021 
年完成学位。

Malesela 来自 Mokopane 的 Chroompark，
在 2015 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地质学学士学位
后，以实习生身份加入了 Platreef 项目。
通过 JICA 计划，Malesela 正在日本札幌
的北海道大学攻读可持续资源工程硕士学
位。Malesela 预计将于 2020 年毕业，并期待
回到 Mokopane，以应用他在可持续矿物提取
领域的新知识。

我们的 Platreef项目 以业务要求为指导，
并由项目的 SLP 授权，每隔五年实施和审
查一次，并受南非矿产立法的监管。2018 
年是项目首个 SLP 实施的第四年。

在 Kamoa-Kakula 项目中，人力资源
开发计划考虑到项目相对偏远的环境、
多元文化的劳动力、公司对当地就业的
承诺、矿产资源的扩张以及对未来熟练
本地劳动力的需求。为了实现这些目
标，Kamoa-Kakula 的人力资源开发部门
专注于通过指导、技能转移项目、学习
援助和积极的接班计划来识别和帮助高
潜力的个人。

在 Kipushi 项目中，人力资源开发计划
基于矿山恢复生产时对各种技能的逐步
需求。人力资源开发部门于 2018 年 8 
月开始全面重组，重点是制定最佳实践
政策和程序。一个正式的技能转移方案
正在进行中，通过该方案，外籍工人和
高技能国民可以培养当地雇员的技能。
在完成之前，Kipushi 项目将为其工人提
供适当的学习援助，以实现其职业发展
目标。

特别报道

ALTHEA SESWAHLA MOKGATA 
在安富士山

DOLLY MOLEKOA 与 MATOME 
MAMODUMO 和 BENTLY 
RAFAPA 在 PLATREEF 项目进
行环境实地考察

MALESELA MAKHAFOLA 准
备徒步登上富士山火山

刚果民主共和国社区关系小组和社区领导人在刚
果民主共和国 LUBUMBASHI 接受社区发展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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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社区技能发展
艾芬豪的主要项目位于新兴经济体，在这些经济体中，艾芬豪所在社区的相当大一部分个人的技能和教育水平，与艾芬豪在矿场
就业或在当地建立和发展成功企业所需的技能之间存在差异。公司投资于成人识字和教育以及其他培训干预措施，使社区成员能
够通过就业或创业活动改善其社会经济地位。

培训干预中社区受益人的数量

Platreef 
Kamoa-
Kakula Kipushi 总计

接受成人教育和扫盲培训的社区成员人数 136 240 234 610

其他培训干预中的社区受益人数 170 180 50 400

在 Platreef 项目中，社区技能发展的重点是与基础
教育部合作举办的成人教育和培训 (AET) 计划的合
作。该计划的重点是帮助成年人掌握基本的识字技
能，并帮助那些想要完成正规中学教育的人。其他
社区培训计划包括利用当地服务提供者培训社区成
员掌握计算机技能，以及与主要承包商合作，为当
地工人提供基本的健康和安全培训。

在 Platreef 项目中，根据“南非矿业宪章”的监
管要求推动了这些关键领域的 SLP 支出：LED、
员工和社区技能开发、企业和供应商开发 (ESD) 
和本地采购（更多信息见第 94 页的附录 7.7）。

在 Kamoa-Kakula 项目中，由于该项目位于历
史上以极度贫困和低识字率为特征的农村地区，
当地社会经济倡议的很大一部分面向粮食安全和
教育。

在 Kipushi项目中，现有的城镇基础设施和对饮
用水的需求促使决定将社会经济预算的很大一部
分用于不断向 Kipushi 镇提供饮用水。最近，一
些教育倡议也加入了社会倡议，例如，为表现优
异的学生设立助学金计划和修复教育基础设施。

正在审查 Kipushi 和 Kamoa-Kakula 的长期可持
续社会发展战略，以符合刚果民主共和国采矿守
则和条例、区域发展计划和正在进行的技术研究
的新要求。

5.3 社会 
与关 
系资本

艾芬豪矿业重视从其主要项目所在社区获得的经营
社会许可。为此，公司制定了可持续发展、企业社
会投资 (CSI) 和社区关系政策，以确保我们保持我们
的社会经营许可证，同时与本地利益相关者创造共
同的价值。社会发展目标和倡议是在东道国的管理
框架内，并在与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团体协商的情
况下拟订的。在本报告所述年度内，公司为促进社
区关系项目小组之间的协调，并在整个社区发展中
培养最佳做法的文化，开展了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倡
议的小组协调进程。

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主要是建立地方教育和社
区基础设施，向社区结构和倡议提供支助和培训，
促进多样化的地方经济，使健康、繁荣的社区能够
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伙伴。

使用 MINE-SPONSORED 科学实验室的 
PLATREEF 项目的学生

同行教育者在 PLATREEF 项目附近的一所学校进行药
物滥用教育学生和老师在使用 KAMOA-

KAKULA 的计算机实验室

我们的社会和
关系资本表现
概览

15,035
2018 年参与的利益相关
者总数

24,178
注册用户总数 MARU A 
MOKOPANE

23,560
教育基础设施和支持项
目的受益人总数

1,010
社区技能发展倡议的
受益人总数

548,856
社区基础设施和支持
项目的受益人总数

153,043 
美元
来自生计项目的社区
总收入 KAMOA-KAKULA

KIPUSHI CSR 官员与 
MIMBULU 学校奖学金
受益人及其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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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oa-Kakula 和 Kipushi 项目与国家企业准备研究所 (INPP) 
合作，这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一项倡议，旨在提供技能培
训，帮助个人申请就业或开办自己的小企业。在 Kamoa-Kakula 
中，社区成员接受汽车电气技术、砖石建筑和建筑方面的培训。
在 Kipushi 项目中，手工采矿者从离矿很近的历史废石中生产集
料，得到支持参加一个 INPP 方案，并接受铺砖、水管、焊接、
基本电线和绘画方面的培训。从培训中获得的技能正在帮助他们
实现收入多样化，为他们的家庭提供生计。

Kushona 缝纫中心在报告年度成立于 
Kipushi 项目。缝纫中心提供手工缝纫机
和工业缝纫机的培训。该中心的长远愿景
是为 Kipushi 矿山提供宾馆和办公室的所
有制服和软装饰。目前有 25 名受益人在
缝纫课程中取得进展，该中心正计划再招

募 25 名受益人。

成人扫盲为赋权铺平道路
艾芬豪在 Kipushi 和 Kamoa-Kakula 项目中资助了一项成人识
字计划，作为其社区技能发展倡议的一部分。该计划与总部位
于金沙萨的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 Alfa Congo 合作开展，致力
于提高弱势社会群体的识字率。这些课程包括基本功能性识字
和算术的结构化方针。

一个令人遗憾的现实是，文盲可能成为这两个项目所在社区约 
18 万寻求晋升机会的许多人的主要绊脚石。女性识字率明显
较低。国际研究表明，改变这种不平衡可以使整个社区受益，
因为妇女更经常地将她们获得的技能和知识传授给儿童。

在 Kipushi 项目中，在 Kipushi 村和附近的 Mimbulu 村分别开
设了三个功能性识字培训班。结构化阅读和写作项目的成功已
经超出了预期，目前已有250多名参与者报名。

在 Kamoa-Kakula，家禽项目的受益者发现识字项目特别有
用，因为它使他们能够跟踪业务支出和收入，并与家禽项目收
益存放的银行进行互动。

特别报道

5.3.2 教育基础设施和支持
艾芬豪认识到，在其所在社区长大的大量儿童最终将成为该公司正在开发的矿山劳动力的一部分。全面的中等教育也为在矿区
及其周围的企业活动中取得成功提供了基础。

下表概述了报告年度项目所在社区的教育基础设施和支持项目。

教育基础设施是指向学校提供的结构或物质援助，而教育支持则表示通过与教师或学生的直接培训干预来加强学习的计划。

教育基础设施
Platreef Kamoa-Kakula Kipushi 集团总计

学校数量 受益人数 学校数量 受益人数 学校数量 受益人数

幼儿发展中心 2 190 0 0 1 60

小学 1 500 3 327 0 0

中学 5 3,500 1 103 2 1,200

特殊教育需要机构 1 26 0 0 0 0

受益学校总数： 9 4 3 16

受益人总数： 4,216 430 1,260 5,906

234
女性参与
者报名参
加

KIPUSHI 的 INPP 培训

第一批缝纫学生在 KUSHONA 获得证书

KIPUSHI 项目正在开展 ALFA 刚果课程

KAMOA-KAKULA 新建的 
KAMISANGE 学校正在进行科学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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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支持

Platreef
Kamoa-
Kakula Kipushi 集团总计

数量
受益者

数量
受益者

数量
受益者

奖学金（合格学童的教育支持） 101 165 76

助学金（为来自东道社区的合格大学生提供教育支持） 4 0 20

寄宿社区幼儿中心的教育增益课程 150 0 0

寄宿社区小学的教育增益课程 300 740 0

东道社区中学的教育增益课程 2,100 203 76

针对数学、科学和IT的教育增益课程 400 203 0

针对健康和/或安全主题的教育增益课程 4,000 740 4,000

教育消费品支持 4,000 300 76

受益人总数： 11,055 2,351 4,248 17,654

在 PLATREEF 项目的 MOTSHITSHI 
小学进行的迷你课程

通过 PLATREEF 项目的教育技
术实现卓越教学
通过南非技术署、南非教育工作者理事会和项目执行伙伴
之间的伙伴关系，南非专业技术培训公司 AMORICOM 的 
Platreef 项目团队为 Platreef 项目足迹地区的教师发起了一
个基于技术的创新技能指导项目。该计划的重点是通过在 
Mokopane 六所学校的教室里安装交互式白板，支持教师向
大学生教授技术、数学和科学。

互动白板由基于云的软件提供动力，学生和教师可以从任
何地方访问网络广播、网络研讨会、电子学习和远程实验
室，前提是他们有稳定的互联网接入。作为该计划的一部
分，Platreef 项目为这些学校提供互联网功能。

学生可以实时参加在线实时课程，并通过即时文本或语音选
项与老师和其他学生互动，提出问题和评论。他们还可以在
白板上画画和注释、观看幻灯片、进行“网络之旅”，观看
补充学习内容的示例或视频。

该计划确保提高员工的促进技能，并利用混合学习方法，提
高学习者对学习内容的参与度。这是通过在交互式虚拟教
室中学习实现的，在为期 12 个月的指导和辅导会议的支持
下，教师的技能基础得到了提高。共有 4,000 名当地学生受
益于这一举措。

特别报道

4,000
从这项倡议中获益的
本地学生

6
MOKOPANE 的学校收
到了交互式白板

学生们在 PLATREEF 项目中听远程讲
师讲授科学课

PLATREEF 项目的学生参加由远程主题专家通过交
互式白板系统提供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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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OA-KAKULA 生计项目
Kamoa-Kakula 的生计计划每年都从适度的开始发展到大规模
的经营，数百名受益者种植玉米和蔬菜，销售家禽和蜂蜜。范
围界定阶段的项目包括：商业鱼塘、菠萝和香蕉生产。生计项
目有一个示范园，在社区成员接受将这些做法应用于他们自己
的菜园的培训之前，对环保农业做法进行测试和调整。该计划
帮助农民将产品销售到矿场厨房和更远的地方，将玉米加工
成面粉，并不断增加产量。Kamoa-Kakula 企业和供应商开发
部门还通过业务培训计划为农民提供支持。该计划是 Kamoa-
Kakula 项目为当地农民开展的生计恢复计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些农民由于地表基础设施的开发而无法进入田地（参见
第 54 页第 5.3.4 节）。

特别报道

蔬菜

445% 
2015 年到 2018 年的
产量增加

33 
受益家庭数量

253% 
2015 年到 2018 年的
收入增加1

11 
受益社区数量

1714 美元 2018 年农民的平均收入2

家禽

2 
受益社区数量

253% 
2015 年到 2018 年的
收入增加1

26 
受益家庭数量

236 美元 2018年农民的平均收入2

玉米

36% 
2017 年到 2018 年的
产量增加

92 
受益家庭数量

36% 
2017 年到 2018 年的
收入增加

14 
受益社区数量

914 美元 2018 年农民的平均收入2

养蜂

30 
受益家庭数量

2 
受益社区数量

614 美元 2018 年农民的平均收入

1 由于各种蔬菜作物的价值不同而导致的变化
2 家庭和大家庭消费后的销售额

菠萝生产正
处于范围界
定阶段

5.3.3 社区基础设施和支持
艾芬豪集团的社区发展战略指导我们的项目团队在与社区受益者和基于政府的国家和地区发展计划协商后选择社区发展项目。在
选择和执行社区发展项目时，确保广泛的利益是另一项战略考虑。下表为各项目团队 2018 年实施的各类社区基础设施和支持项
目受益人数估算。

社区基础设施

Platreef
Kamoa-
Kakula Kipushi 集团总计

估计数量
受益者

估计数量
受益者

估计数量
受益者

估计数量
受益者

提供饮用水基础设施 150 4,636 200,000

提供免费 WiFi 17,079 0 0

提供电力 0 250 100,000

道路基础设施支持 0 6,933 100,000

社区建筑的基础设施支持 150 20 0

社区卫生的基础设施支持 15,000 4,638 100,000

受益人总数 32,379 16,477 500,000 548,856

在 Platreef 项目中，数字包容性覆盖了大多
数社区成员，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通过免费的在线工具提高他们的教育和社会
经济地位。饮用水和道路维修是 Kipushi 社
区的重要需求，公司在这方面的努力使整
个 Kipushi 人口受益。在 Kamoa-Kakula，
它的社区足迹比其他两个项目要小，饮用水
和通往偏远社区的道路是本报告年度的优先
事项。

提供和维护通往 
KAMOA-KAKULA 偏
远社区的道路

在 KIPUSHI 的太阳能供
水饮用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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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REEF 项目
该公司正在进行一项长期的地面租赁协议流程和受影响土地使用者的生计
恢复流程。除了 2017 年第一个成功完成的坟墓搬迁流程外，2019 年还计
划进行一个额外的坟墓搬迁流程，目前正在审批许可中。

Platreef

搬迁类型 搬迁原因 经济活动类型 受影响人数
受影响的社
区数量 状态

经济转型 矿山基础设施发展 玉米种植 296 2 制定薪酬框架

经济转型 矿山基础设施发展 牛放牧 77 1 制定薪酬框架

长期地表租赁协议背景 
 > Platreef 项目正在开发的地表面积属于当地社区，并由国家政府为他们

的利益托管。
 > 该地区的地表权作为农业用地由该地区的传统权力机构进行分配。
 > 由于该项目的发展，来自三个社区的自给自足的玉米农民和畜牧农民限

制进入他们的玉米和放牧地。
 > 项目团队根据与受影响社区签订的临时地面租赁协议，向受影响的土地

所有者提供补偿。
 > 这些临时协议将由长期的地面租赁协议取代，包括针对受影响个人的生

计恢复计划。
 > 长期地面租赁补偿将基于土地的独立估价。
 > 以下政府部门参与了这一过程：农村发展和土地改革部 (DRDLR) 和人类

住区和传统事务合作治理部 (COGHSTA)。长期地面租赁过程由 DRDLR 
规定和指导。

 > 这一长期地面租赁协议分别为每个受影响社区提供公共补偿，并为受影
响的玉米和牲畜农民恢复个人生计。

个人生计恢复进程、大致时间表和当前进
展

 > 基线农业调查于 2018 年完成，受影响最大的是土地使用者（玉米田所
有者和牲畜所有者）。

 > 基线调查期间收集的数据为正在进行的其他生计选择调查提供了依据。
 > 正在根据基线调查期间收集的数据对资产进行估价，并制订一个薪酬框

架。
 > 在报告年度内，Platreef 项目在 Borealis 利益相关者管理系统上获取了所

有与生计恢复相关的数据，以确保薪酬流程的最佳实践治理。
 > 与受影响个人就生计恢复方案进行接触，通知将与受影响个人签署正式

生计恢复协议。
 > 将实施个人生计恢复计划，并在商定的时间内提供生计恢复支持。

5.3.4 生计恢复计划

PLATREEF 项目的鸟
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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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概述了 Kamoa-Kakula 团队与独立的搬迁顾问和相
关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部门合作进行的家庭搬迁和经
济转型活动：

Kamoa-Kakula

搬迁类型 搬迁原因

经济活	
动类型	
/结构类型

受影响	
家庭/农	
民的数量 

受影响	
的社	
区数量 状态

家庭搬迁
矿山地面基础设施、
道路 

村庄的传统住
宅1 58

16 个村庄1

3 个社区 已完成

经济转型
矿山地面基础设施、
道路 农业 170

16 个村庄
3 个社区1 95% 完成

遵循以下程序管理经济转型和家庭搬迁过程：

1 确定受影响地区、农民和家庭所有者。

2 与受影响人民、当地传统当局、领土行政官和农业部当地办事处合作，设立一个搬迁工
作组。

3 进行基线调查，以确定农地的规模、农作物的种类及建筑物的类型和规模。

4 分别就经济转型和家庭搬迁的补偿框架达成一致。此外，就公共财产丧失的公共赔偿达
成协议。

5 根据农作物的价值补偿受影响农民的经济转型，并支持他们在替代田地上寻找、清理和
种植作物。

6 协助受影响人员开设银行账户以安全存入赔偿金。

7 对于家庭搬迁，与当地有关部门协商新建房屋用地，按照约定的规格新建房屋。

8 实施公共补偿项目，如学校建筑、饮用水井和太阳能。

KAMOA-KAKULA 项目
Kamoa-Kakula 项目的地面基础设施和道路开发需要小规模农民的经济转型和
居住在该地区的家庭的家庭搬迁。以下活动导致重新安置：

 > Kakula 矿山的地面基础设施。
 > 电力线及旁路开发。
 > Kamoa 住宅营地围栏的延伸。
 > 机场道路开发。

KAKULA 受家庭搬迁影
响的典型村庄1

KAMOA-KAKULA 
的搬迁。一家
人自豪地在他
们的新房外

1 村庄是一个小家庭群，通常由一个大家庭的房屋组成

其中一间教室是 
KAMOA-KAKULA 公共
补偿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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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管理环境影响和保护自然资源的战略方针
艾芬豪矿业环境管理战略模型

5.4 自然 
资本
艾芬豪矿业致力于负责任地管理我们开发
项目所处的自然环境。我们采用积极的系
统，旨在限制对环境的影响，并在不可避
免环境影响时采取缓解措施。

温室气体排放
用水和排水

废水和废弃物管理
土地质量
生物多样性

响应驱动的环境管理
要素

利益相关者环境能力建设

向利益相关者报告

事件响应

缓解和管理影响

环境监测和数据更新

积极的环境管理要素

遵守法律框架

风险和环境影响评估

工程控制和最佳实践

环境管理计划

对环境负责的日常运营

持续的反馈和改进

持续的反馈和改进

5.4.2 合规和持续监控
对我们而言，遵守有关我们对周围环境潜在影响的当地法规和最佳实践非常重要。我们主要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 (EIA) 正处于不同
的更新阶段，具体取决于相应项目的研究阶段。下表概述了迄今为止的进展情况：

项目 研究阶段 环境影响评估及合规状态
Platreef 已完成 4 Mtpa 最终可行性研究 

(DFS)
>> 已完成 EIA
 > EIA 修正案已获得批准，等待诉请结果
>> 积极环境管理计划 (EMP) 到位
>> 水务署已批准用水许可证

Kipushi >> 已完成预可行性研究 (PFS)。
>> 最终可行性研究 (FS) 于 2018 
年第一季度开始

>> 已完成完整的 EIA 更新，目前正在等待批准
>> 环境部门审计已于 2018 年完成，运营环境管理计划已更新和
实施。

Kamoa-Kakula 研究已于 2019 年初完成：
 > Kakula 矿山一期开发的 PFS 
为 6 Mtpa。
>> 在 Kamoa-Kakula 进行综合 

18 Mtpa 三期开发的初步经济
评估 (PEA)。

>> 正在进行 EIA 更新，以纳入修订后的综合 PEA 领域
>> 已制定积极的 EMP
>> 随着研究的推进，将继续对 EIA 进行修订

根据 Platreef 和 Kamoa-Kakula 批准的环境管理计划 (EMP) 以及 Kipushi 的最新实践标准，将在各项目中持续进行以下环境监测。

KAMOA-
KAKULA 团队
正在讨论道
路和通道的
开发

KAMOA-KAKULA 的地表
水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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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芬豪项目的监测实践
Platreef Kamoa-Kakula Kipushi

空气质量 是 作为 ESIA 专家研究的一部分1 是

地表水 是 作为 ESIA 专家研究的一部分1 是

地下水 是 是 是

噪声 是 作为 ESIA 专家研究的一部分1 作为 ESIA 专家研究
的一部分1

振动（爆破） 是 是 开始采矿后立即实施

天气数据 是 是 是

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是 是 是

废弃物监测 是 是 是

员工宿舍的饮用水 是 是 是

社区饮用水 是 是 是
1 在等待当前 ESIA 更新完成时于内部进行

监测报告根据环境管理计划的要求提交给各自的监管机构。目
前，监测数据还未识别到因采矿活动而造成的任何重大影响。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项目内发生的环境事件数量如下。它们主
要由于液压泄漏而导致。

 > Platreef 项目中 11 起；
 > Kipushi 项目中 5 起；和
 > KAMOA-KAKULA 项目中 3 起。

所有这些事件均已按照有关标准作业程序进行缓解和处理，并
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管控，以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Platreef 项目通过基于云的中央合规跟踪程序来管理对环境法
规、许可证和 EMP 的遵守情况，Kamoa-Kakaula 和 Kipushi 
的系统实施正在进行中。根据监管要求，所有三个项目每年进
行独立审计。

字幕

MOKOPANE 青年推动环保
创新
Platreef 项目的环境部于 2018 年开始举办年度科
学竞赛。这项比赛的目的是鼓励学生探索和发展创
意，以帮助解决环境问题，例如空气和水质、可再
生能源和固体废弃物回收。

来自 Platreef 项目附近当地 Mokopane 社区中学
的 7 个团队向来自政府部门的评审小组介绍了他
们的概念。来自 Nkakabidi 中学的团队从多个出色
的演示中脱颖而出，被选为获胜者。Nkakabidi 的
学生展示了一种原产于南非的多肉树 Spekboom 
如何高效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spekboom 也被
称为大象的食物，在除碳方面，其每公顷的效率是
热带森林的 10 倍。它们可以成为对抗气候变化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Nkakabidi 学校获得了 1 万
兰特的奖金，团队的每个成员都因其创新思维而获
得了一台平板电脑。

特别报道

Spekbooms 
的除碳效率

是热
带森
林
的 10 倍

KAMOA-KAKULA 
的水流量监测
评估

与 IVANPLATS 环保团
队一起参加年度科学
竞赛的获胜团队

5.4.3 环境目标和举措 
每个项目的环境管理计划都规定了各个项目的环境目标，包括以下几类：事故预防和管理；持续的环境风险评估；所有现场工作人员
和承包商的环境教育；以及围绕环境主题的工作人员和社区能力建设。每个项目的环境举措总结如下。

举措 Platreef Kipushi Kamoa-Kakula

事故预防和持续风险管理 与现场管理部门合作进行定期环境审计

提供的环境教育次数 1,082 149 1,365

员工能力建设 >> 废弃物管理
>> 每月环保谈话主题

>> 溢油套件演示
>> 每月环保谈话主题

>> 每月环保谈话主题

社区能力建设 >> 植树节学校走访和年度
环境创新竞赛

>> 主要通道上的社区环境
清理运动

>> 两个社区中的社区环境清
理运动

SPEK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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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抽取的最大数量的地下水（每年约 2,000 兆立特）是 Kipushi 饮用水站
项目，作为社会发展倡议的一部分，该项目向 Kipushi 镇（180,000 人）提
供饮用水。Kipushi Mine 有过量的地下水，这些地下水被泵至地表，使地下
活动成为可能。持续抽水有助于 Kipushi 项目的高抽水量指标。

本报告期的集团平均用水量比 2017 报告年度低 20%。尽管 Kamoa-Kakula 
和 Platreef 的活动增加，Kipushi 的持续脱水活动也在增加，但用水量却较
低，这要归功于改进的水管理和在关键测量点安装流量计的更精确测量。

按项目列出的取水源
水源 Platreef Kipushi Kamoa-Kakula 

地下水 - 可再生 ü ü ü

地下水 - 不可再生 ü ü

工艺用水 ü

5.4.4 水资源管理
采矿项目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水用于凿井活动、地面基础设施的建设
以及爆破和运输道路上的抑尘。艾芬豪矿业的项目面临着一系列不
同的水资源挑战。水资源短缺被认为是 Platreef 项目的主要风险。
然而，Kamoa-Kakula 和 Kipushi 项目具有净正的水量平衡，并且在
不断降低泛洪的风险，以保障开发作业。

B. 我们对水风险的反应
尽管刚果民主共和国水资源丰富，但迄今为止的调查表
明，Kipushi 和 Kamoa-Kakula 项目有多种潜在的水源供应，
但这两个项目都不断面临地下洪水的风险。风险管理策略包
括主要脱水系统、万一发生故障时的备用系统和洪水应急响
应计划。

Platreef 项目处于水资源匮乏的地区，因此确保充足的水源
和水量是一个挑战。为了减轻这一风险，Platreef 项目团队
需要确保对即将进行的水开发项目的权益或使用权。获取此
类权限的方法包括确保水源的商业权利。开发将水运送到 
Platreef 项目的基础设施，以及获得必要的政府和监管许可。
目前，Platreef 项目团队参与以下活动以降低此风险：
>> 与公共决策者接触；
>> 与流域其他利益相关者接触；
>> 公共水基础设施投资；
>> 公共水基础设施维护；和

治理

排放评估

目标和举措

机遇与威胁

沟通

气候变化战略计划
的实施

KIPUSHI 镇的
黎明

在 KIPUSHI 项目
检查脱水泵

KIPUSHI 的妇女从
饮用水井中取水

5.4.5 气候变化和能源
艾芬豪矿业的主要项目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物理和政策影响。我们敏锐地认识到气候变化对我们发展项目可能产生的社会、环
境、基础设施和财政影响。我们的气候变化战略总结如下：

A. 我们的主要水指标
下表概述了我们主要项目的水资源管理关键指标：

艾芬豪矿山现场水位核算（百万升/年）

集团 PLATREEF KIPUSHI KAMOA-KAKULA

2017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8 年

抽取量 26,735 24,357 10,4 9 25,404 23,391 1,321 957

排放量 18,969 17,637 1,6 0 17,520 16,732 1,174 905

消耗量 8,040 6,720 8,8 9 7,884 6,659 147 52

>> 通过为以前的非正式定居点提供饮用水和社区水箱，加强与
当地社区的联系。

2018 年 5 月 7 日，艾芬豪宣布签署了一项新的协议，接收当
地经过处理的水，供应 Platreef 第一阶段生产所需的大部分散
装水。Mogalakwena 地方政府已经同意从 Mokopane 新建的 
Masodi 污水处理厂开始，从 2022 年开始，在 32 年的时间里
每天至少供应 500 万升净化水。初步供应将用于 Platreef 正在
进行的地下矿山开发和地面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该协议的条款，Ivanplats 将向市政府提供财政援助，用于
完成 Masodi 污水处理厂的核定费用，最高可达 2.48 亿兰特（
约 1,960 万美元）。Ivanplats 每天将以每千升 5 兰特的优惠价
格购买前 10MI 净化水，以抵消最初投入的部分资金。

Ivanplats 于 2019 年 1 月获得了综合用水许可证，有效期为 30 
年，使 Platreef 项目能够按 DFS 的计划使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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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生物多样性和土地利用
采矿作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自然环境，而且这些活动可能会影响周边的自然环境。确保我们了解我们运营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是
我们在项目中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估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确保我们的环境管理计划在我们的环境管理战略中优先考虑保护
我们经营所在地区的生物多样性。

下表概述了我们在各自项目中的生物多样性管理进展情况。

PLATREEF KIPUSHI KAMOA-KAKULA
>> 为现场整个围栏项目区制定了生物多
样性管理计划和数据库。
>> 正在努力捕获现场动物物种，以便迁
移到自然保护区。

>> 生物多样性管理计划作为环境管理计
划的一部分提交。
>> 在最近向当局提交 ESIA 报告之后，
等待批准 EMP（包括生物多样性管
理）。

>> 已制定积极的本地重新造林计划。
>> 在当地种植树苗，用于重新造林计
划。
>> 持续进行钻井现场检查和现场修
复。
>> 在生计项目中强调社区农林复合经
营技术。

除了现有研究提供的基线资料外，法例和规管方面的发展，以及持续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团体接触，均为有关项目的土地用途规
划提供指引。

在 Kamoa-Kakula 或 Kipushi 的 ESIA 过程中没有发现遗址影响。据 2017 年 Platreef 项目报道，已经确定了三个考古遗址（石器
时代 (2) 和铁器时代 (1)）。在这三个遗址中，有两处需要缓解风险，已由两名考古学家按照法定程序完成。在 Platreef 项目中没
有发现新的遗址。

在报告年度，艾芬豪提交了其首个公共气候变化 CDP 响应。CDP 响应的重点如下表所示：

要素 描述 进展

治理 >> 使公司政策与整体气候变化战略保持一致
>> 在运营团队中任命负责人

>> 受影响的策略已更新并正在等待批准
>> 项目的环境经理被任命为负责人

排放评估 >> 捕获气候变化相关数据并计算温室气体排
放因子

>> 所有三个项目均提交了报告年度的温室气体
数据集（见下表）

目标和举措 >> 制定以科学为基础的目标和举措，规定如何
减少/最大限度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 由于我们所有三个项目仍处于开发阶段，很
可能在达到稳定生产之前就会加大建设活动
>> 目标和举措旨在规划矿山投产时的能源效率

机遇与威胁 >> 确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影响的
机会

>> 在现场层面，通过能源效率倡议，包括项目
规划中的替代能源战略来处理机会和威胁

沟通 >> 与各利益相关者团体一起实施沟通计划，以
提高对气候变化的认识

>> 与现场员工一起开展气候变化意识活动
>> 员工完成了通勤问卷调查

艾芬豪每个项目的排放因子
范围 1（公吨 CO2E） 范围 2（公吨 CO2E）

集团 3,963 7,324

Platreef 237 6,953

Kamoa-Kakula 3,270 218

Kipushi 429 153

Kamoa-Kakula 和 Kipushi 项目的 2 级排放系数较低，因为
这两个项目的电力供应来自于环境友好的水力发电。与其他
两个项目相比，Kamoa-Kakula 项目要求员工乘坐公司巴士
的距离相对较远，这也是该项目高范围 1 排放因子的原因之
一。2018 年的数据用作基线数据，以监测项目的温室气体排
放量。

技术人员监测电力线，
为 KAMOA-KAKULA 项目
带来清洁水电

一名社区志愿者为 KAMOA-
KAKULA 的当地苗圃准备育
苗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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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尾矿储存设施的设计概述

设计标准 PLATREEF KAMOA-KAKULA KIPUSHI
类型 在南非条件下，由于低地震荷载

条件和高净蒸发，上游设计（正
在审查中）是可行的

下游采用工程填土墙 下游采用工程填土墙

沉积方法 100 米宽的混合围场沉积 工程墙后面接水龙头 工程墙后面开口

排水系统 烟囱排水系统 窗帘排水系统 窗帘排水系统（如果需要衬
管，则需要额外排水）

围堵护堤 下游作为附加安全功能 没有要求 需要考虑

衬管 经批准的高密度聚乙烯衬管 高密度聚乙烯衬管 衬管要求待确认

用作矿山回填 是，60% 通过一个垃圾填埋
厂，然后泵回地下，对已完成的
采矿场进行回填

是，55% 通过一个垃圾填
埋厂，然后泵回地下，对已
完成的采矿场进行回填

尾矿不用于回填，但 DMS 
丢弃物将用于回填，23% 的 
ROM 报告给尾矿坝

批准 南非水和卫生部门 刚果民主共和国矿业环境保
护局 (DPEM)

刚果民主共和国矿业环境保
护局 (DPEM)

已进行外部审查  > OreWin、MSA 和 MDM 作为
技术报告备案的一部分

 > IBIS consulting 和 
Chlumsky、Armbrust 和 
Meyer, LLC（美国）作为贷
方尽职调查程序的一部分

OreWin、MSA 和 MDM 作
为技术报告备案的一部分

OreWin、MSA 和 MDM 作为
技术报告备案的一部分1

Peter Lighthall 和 John 
A Wates（咨询岩土工程
师）的补充国际独立评论

进行中 进行中 进行中

1 请参阅 www.ivanhoemines.com 和 www.sedar.com，获取所有技术报告 

5.4.7 废弃物管理
在运营层面，艾芬豪矿业专注于减少我们每个项目产生的废
弃物数量。尽可能回收废料，包括纸张、有机物料和油。除
了管理减少废弃物的活动外，我们还确保遵守相关废弃物法
例，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及邻近社区的影响。

我们的废弃物管理方法，在运营层面由适用于工程项目的有
关法例、规例及牌照所指引。在我们所有的项目中，废弃物
管理程序亦载于有关的环境保护计划内。

KAKULA 开发鸟瞰图

所有三个地点都在进行废弃物清查。它们描述了项目中每个过程
产生的废弃物的来源、数量和类型以及处置方法。家居废弃物会
在授权的堆填区弃置，而石油等危险废弃物则会通过专业服务供
应商循环再造，或通过有安全处置证明书的设施弃置。

在 Platreef 和 Kamoa-Kakula 项目中，废料堆按照指定的尺寸
进行管理，并进行植被覆盖，以防止灰尘和侵蚀。

安全优先：尾矿贮存设施
艾芬豪矿业以其安全、现代和创新的矿山设计和开发方法而自豪。我们仔细考虑我们的项目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以我们工
人和主办社区的安全为先。

我们的矿山设计团队与国际专家紧密合作，结合地质、水文地质、环境和社会条件等因素，为三个主要项目分别设计尾矿库
设施。这些设计必须符合严格的内部和外部审查要求，以确保所有可能的风险都已考虑在内，并计划、实施和监测适当的缓
解措施。

我们的 TSF 计划规定将 60% - 80% 的地下尾砂作为回填。因此，与其他作业相比，我们的尾矿足迹相对较小。在淡水河
谷位于巴西的 Brumadinho 铁矿最近发生上游 TSF 设计事故后，董事会已委托对该集团所有 TSF 设计进行独立审查。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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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芬豪矿业内部的智力资本是通过我们的员工参与培训和指导计
划，以及在项目成功实施时进行的集体学习，通过分享最佳实践
和在我们的项目中开发创新解决方案来建立的。我们的智力资本
使公司在开发三个主要项目时具有竞争优势。

资源开发
艾芬豪矿业以勘探和开发三种极为独特的矿藏而感到自豪。我们
的地质专家拥有各种环境和矿床风格的背景和经验。这种广泛的
经验基础提供了独特的竞争优势，用于支持公司内部的矿产资源

5.5 智力资本
艾芬豪矿业将智力资本定义为可以用来创造财富的知识。这
些知识包含在公司的人力资本中，并在我们的招聘和挽留策
略中得到仔细考虑。支持员工工作的结构，例如信息管理系
统，也被认为是我们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发。该经验基础，外加领域内公认的一流顾问和学术界>
（个人和学术机构）的大量参与，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的智力
资本。这些丰富的知识正通过技能转移项目和在职培训传递
给我们项目中的当地员工。

KAMOA-KAKULA 地
质学家在记录岩心
样本

信息管理系统
艾芬豪矿业公司非常重视包含其智力资本的信息的完整性
和安全性。为此，公司采购了全面的专业数据管理系统，
使员工能够在各种主题领域应用先进技术和分析，如资源
建模、矿山规划、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以及利益相关者
管理。这些系统为员工提供了工具，以便其深入了解公司
主要项目的不同运营领域，并形成创新思维的文化。

我们以利用各种技术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以便深入了解地质控
制。我们鼓励员工理解这些控制，并在所获得的洞见引导下进行
探索，以取得巨大的成功。自然系统很难理解和建模，而且更难
预测。我们的执行管理层愿意支持矿产资源开发并承担必要的风
险，使公司通过对资源开发的投资，实现其智力资本所固有的财
富。

我们在 Kamoa-Kakula 西部前陆的最新勘探成功证明了我们的专
有勘探模型。伯恩斯坦研究公司 (Bernstein research) 的分析师在 
2019 年 2 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将 Kamoa-Kakula 描述为：

这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
最令人兴奋的采矿项目。“ ”

西部前陆勘探区的钻井平台

PLATREEF 的团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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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合作伙伴关系建立社区
艾芬豪矿业、紫金矿业和 SNEL 水力发电伙伴关系的主要活动集中在 Mwadingusha 和 Nzilo 发电站。作为协议的一部
分，本着合作伙伴精神，艾芬豪同意在这两个地点投资企业社会投资计划。这些倡议旨在改善 SNEL 雇员的生活和工作条
件，这些雇员与艾芬豪小组一起翻新发电站。作为艾芬豪和 SNEL 水力发电伙伴关系的一部分，以下企业社会投资倡议已
完成：

>> 在严重风暴破坏后紧急修理 Nzilo 的 SNEL 员工宿舍

>> 捐赠一辆 60 座的公共汽车给居住在 Mwadingusha 镇的 SNEL 员工

>> 维修从 Likasi 到 Mwadingusha 80 公里的公路

>> 在 Mwadingusha 镇为 SNEL 员工建造 5 栋新房和翻新 10 栋旧房

>> 安装 Mwadingusha 镇小型变电站 (500 kVA - 6.6/0.4 kV)，为居民提供电力

>> 为 Mwadingusha 镇安装饮用水站

>> 翻新 Mwadingusha 医院和捐赠医院设备

特别报道

5.6.1 大功率
在 Platreef 项目中，我们的管理团队与南非公共
电力公司 ESKOM 以及当地政府和社区进行了合
作谈判，将一条 5 兆伏安培 (MVA) 电力线带到矿
山开发现场，在矿山建设期间提供电力。此外，
该团队还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自建方案，确保了 
70 MVA 的永久电力供应，通过该方案，该公司
将建造所需的电力线基础设施。

整个发展计划均采用能源效益设计和规划，以确
保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在 DFS 期间，还研究了在
该地区加入第三方独立电力供应商 (IPP) 100 MVA 
太阳能项目的可能性。

Kamoa-Kakula 和 Kipushi 已在使用水力发电，
我们正在寻找将太阳能融入我们所有业务的方
法。Kipushi 已安装了一条 120 千瓦的双电源线
路，以消除停电的风险。

艾芬豪矿业是刚果民主共和国 Mwadingusha 水电
站升级改造项目的关键合作伙伴。该举措在现场
提供主要设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发电厂被关
闭，以更换被发现处于腐蚀晚期的部分压力管。
我们将于 2019 年开始通过先进的控制和仪器逐
步重新调试涡轮、全面翻新和实现现代化，并将
于 2020 年第三季度完成。翻新后的工厂将提高 
10% 的产量，达到约 72 兆瓦 (MW) 的清洁水力
发电能力。

Mwadingusha 项目是瑞士洛桑的 Stucky 工程公
司所开展的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最终将对三座
水电站进行检修并提高产量。该项目由艾芬豪矿
业和紫金矿业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国有电力公
司 SNEL 共同负责。一旦完全恢复，这三家发电
厂将为国家电网总共提供约 200 兆瓦的装机容
量，预计足以满足 Kamoa-Kakula 项目的用电需
求。

Kansoko 矿山、Kakula 矿山和 Kamoa 营自 2017 
年 12 月完成 Kansoko 和 Kakula 之间 12 公
里、120 千伏的双回路电力线以来，已经连接到
国家水电电网。已开始设计 11 千伏永久网状通风
井和矿井，包括变电站、架空线路和地面电缆。

5.6 基础设施资本
在新兴经济体发展矿业项目带来了一系列独特的挑战，比如确保电力
供应和出口港口的畅通。艾芬豪矿业公司已成为非洲基础设施公私合
作伙伴关系的领导者。

KIPUSHI 项目电力
线的翻新

社区受益于艾芬豪项
目的 MWADINGUSHA 镇
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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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REEF KIPUSHI KAMOA-KAKULA
正在与南非国家公路局有限公司  
(SANRAL) 进行合作，以升级国家公路 
(N11)。

2017 年 10 月，艾芬豪矿业公司与法国
刚果化学学会 (SNCC) 签署了一份谅解
备忘录 (MOU)，旨在恢复 Kipushi 矿山
与 Munama 镇之间连接到主要铁路网
的铁路支线。主铁路网和 Lubumbashi-
Sakania 线是连接铜带和德班港的南北走
廊的一部分；这条走廊是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最著名的铁路走廊。在与 SNCC 
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艾芬豪已委托对该
支线所需的工程进行可行性研究。目前
正在进一步研究运输锌精矿的办法。

已经开发并正在维护一个道路网，将 
Kamoa-Kakula 和科卢韦奇以及住宅区
和两个开发地点连接起来。

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该地区的其他
公司合作，规划和谈判科卢韦奇机场和 
Kamoa-Kakula 之间的一条直接道路的
工作正在顺利进行。

5.6.2 接驳基础设施
向采矿开发区提供可靠和安全的基础设施
是有效发展工作的必要条件。艾芬豪矿业
的业务小组在其业务领域与有关当局建立
了积极的伙伴关系，以确保雇员和承包商
能够方便和安全地进入他们的工作场所。
此外，与战略伙伴的持续接触和合作将有
助于在矿山投产时有效运输矿物。下表概
述相关地点接驳基础设施的开发进度：

为 KAKULA 矿山
的地表基础设施
划出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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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艾芬豪矿业致力于遵守国际最佳实
践准则，以照顾其人民，处理利
益相关者的利益，并尽量减少其勘
探、开发和经营活动在其经营领域
的环境影响。
我们鼓励所有利益相关者就艾芬豪
的活动发表意见，以履行我们的
战略承诺，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影
响，促进有意义的社会和经济增
长。

PLATREEF 项目的 2 号竖井
正在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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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关于前瞻性信息的警示性
声明
本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某些声明构成适用证券法含义中的“前
瞻性声明”或“前瞻性信息”。该等声明和信息涉及已知和未
知的风险、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成果、业绩或成
就、其项目或行业结果与此类前瞻性声明或信息所表达或暗示
的任何未来结果、业绩或成就存在重大差异。这些声明可以通
过使用“可能”、“能”、“可以”、“将”、“打算”、“
预期”、“相信”、“计划”、“期望”、“估计”、“安
排”、“预计”、“预测”和其他类似术语来确定，或者声明
某些行动、事件或结果“可能”、“能”、“将”、“可能
会”或“将会”将被采取、发生或实现。这些声明反映了公司
对未来事件、业绩和结果的当前预期，并且仅代表本可持续发
展报告的日期。

这些声明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时间和结果：(i) 声明将在 1 号井的 
950 米矿井深度开发另一个站点；(ii) 关于 1 号井在 2020 年初
达到计划的地表以下 982 米最终深度的声明；(iii) 关于 2 号井
开发时间的声明；(iv) 关于 1 号井的操作和技术能力的声
明；(v) 关于 2 号井的内径和提升能力的声明；(vi) 有关本公司
分三期开发 Platreef 矿的计划的声明：初步年生产率为 400 万
吨/年 (Mtpa)，以建立支持未来扩展的运营平台；随后将产量翻
番至 8 Mtpa；然后在第三期扩展到稳态 12 Mtpa；(vii) 关于 
Platreef 项目计划的地下采矿方法的声明，包括深孔回采和漂
填采矿；(viii) 关于从 Mokopane 镇新建的 Masodi 处理厂供应
净化水的声明，包括其将在 32 年内每天供应 500 万升净化
水；(ix) 关于在 Kakula 矿床南侧开发一处斜井，为 2 号通风井
提供底部通道，使该井能够通过提升钻孔来建造，这种斜井也
将被用来作为从矿井中撤离的另一种手段的声明；(x) 关于 
2019 年第三季度 Kipushi 项目最终可行性研究的时间和完成情
况的声明；(xi) 关于涡轮机逐步重新调试、在 Mwadingusha 电
站采用最先进的控制和仪表进行全面翻新和现代化，将于 
2019 年开始，并于 2020 年第 3 季度完成，产量增加到大约 
72 兆瓦电力的声明；(xii) 关于 Platreef 预测其为非洲成本最低
的铂族金属生产商的声明；(xiii) 关于在 Kakula 矿床建造一座 
1,050 米高的大坝并在 2019 年中期投入使用的声明；(xiv) 关
于在 2020 年获得完全独立担保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声明；以
及 (xv) 完成对 TSF 设计的独立审查。

此外，Kakula 铜矿预可行性研究的所有结果以及更新和扩展的 
Kamoa-Kakula 项目初步经济评估、Platreef 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和 Kipushi 项目的预可行性研究，构成前瞻性声明或信息，包
括内部收益率、净现值，未来产量、现金成本估算、拟议采矿
计划和方法、开采寿命估计、现金流量预测、金属回收率、资
本估算和运营成本以及项目分阶段开发的规模和时间。此外，
关于 Kamoa-Kakula、Platreef 和 Kipushi 项目发展的具体前瞻
性信息，公司的假设和分析基于某些固有的不确定因素。不确
定因素包括：(i) 基础设施的充足性；(ii) 地质特征；(iii) 矿化的
冶金特征；(iv) 发展适当加工能力的能力；(v) 铜、镍、锌、

铂、钯、铑和金的价格；(vi) 完成开发所需的设备和设施；(vii) 消耗
品和采矿及加工设备的费用；(viii) 不可预见的技术和工程问题；(ix) 
事故或破坏或恐怖主义行为；(x) 货币波动；(xi) 法规变更；(xii) 合资
伙伴对协议条款的遵守情况；(xiii) 熟练劳工的可用性和生产
力；(xiv) 各政府机构对采矿业的监管；(xv) 筹集足够资金以发展此
类项目的能力；(xv) 政治因素。

本可持续发展报告还包含对矿产资源和矿产储量估算的参考。矿产
资源的估算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涉及许多相关因素的主观判断。
矿产储量的估算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但仍然涉及类似的主观判
断。非矿物储量的矿产资源没有经证实的经济可行性。任何此类估
计的准确性都基于可用数据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用于工程和地质解
释的假设和判断（包括公司项目的未来预计产量、将开采的预期吨
位和等级以及将实现的估计回收水平），这可能证明是不可靠的，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钻井结果的分析和统计推断，最终可能
被证明是不准确的。矿产资源或矿产储量估计可能需要根据以下因
素重新估算：(i) 铜、镍、锌、铂族元素 (PGE)、黄金或其他矿物价
格的波动；(ii) 钻探结果；(iii) 冶金测试和其他研究；(iv) 拟议的采矿
作业，包括稀释；(v) 在矿山计划的任何估计和/或变更日期之后评
估采矿计划；(vi) 可能未能获得所需的准许、批准和许可；(vii) 法律
或法规的变更。

前瞻性声明和信息涉及重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不应被视为对未来业
绩或结果的保证，也不一定是是否能够实现此类结果的准确指标。
若干因素可能导致实际结果与前瞻性声明或资料中所讨论的结果有
重大差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和“重大事项”项下讨论的因素，以
及法律、规则或规章的意外变更或适用当局的执行情况；当事人未
按照约定履行合同；社会或劳工动乱；商品价格的变动；勘探项目
或研究未能提供预期的结果，或无法证明并支持继续勘探、研究、
开发或作业的结果。

虽然本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包含的前瞻性声明基于公司管理层认为合
理的假设，但公司无法向投资者保证实际结果与这些前瞻性声明一
致。这些前瞻性声明自本可持续发展报告印发之日制定，并由本警
示声明明确限定其全部内容。根据适用的证券法，本公司不承担更
新或修订此处包含的前瞻性声明，以反映本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布之
后发生的事件或情况的义务。

附录
7.1 合格人员声明
本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科学或技术性披露已经过 Stephen Torr 
的审查和批准，他凭借其教育、经验和专业协会会籍被认为是 NI 
43-101 条款下的合格人员。由于 Torr 先生是 NI 43-101 项目地
质和评估的副总裁，因此他在 NI 43-101 下并不被认为是独立
的。Torr 先生已核实本报告披露的技术数据。
艾芬豪已经为 Platreef 项目、Kipushi 项目和 Kamoa-Kakula 项
目编制了一份符合 NI 43-101 标准的最新独立技术报告，该
报告可在艾芬豪的 SEDAR 网站上获得，网址为 www.sedar.
com：

 > 2019 年 3 月 18 日的 Kamoa-Kakula 综合发展计划，
由 OreWin Pty Ltd.、Amec Foster Wheeler E&C Services 
Inc.（Wood PLC 的一个部门）、SRK Consulting Inc.
、KGHM Cuprum 研发中心有限公司、Stantec Consulting 
International LLC、DRA Global、Golders Associates 和 
Epoch Resources (Pty) Ltd. 编制，涵盖公司的 Kamoa-
Kakula 项目；

 > 2017 年 9 月 4 日的 Platreef 2017 可行性研究技术报
告，由 DRA Global、OreWin Pty Ltd.、Amec Foster 
Wheeler、Stantec Consulting、Murray & Roberts 
Cementation、SRK Consulting、Golder Associates 和 Digby 
Wells Environmental 编制，涵盖公司的 Platreef 项目；以及

 > 2019 年 3 月 28 日的 Kipushi 2019 资源更新，由 OreWin 
Pty Ltd.、MSA Group (Pty) Ltd.、SRK Consulting（南非）
(Pty) Ltd. 和 MDM（技术）Africa (Pty) Ltd. 编制，涵盖了公
司的 Kipushi 项目。

这些技术报告包括有关生产日期的相关信息、本报告中引用的 
Platreef 项目、Kipushi 项目和 Kamoa-Kakula 项目的矿物资源估
算的假设、参数和方法，以及有关数据验证、勘探的信息、本报告
中有关 Platreef 项目、Kipushi 项目和 Kamoa-Kakula 项目的科学
和技术信息披露的程序和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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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主题

一般标准披
露 披露说明 披露详细信息 参考

相关的进一步解释及/或遗漏原
因

102-8 有关雇员和其
他工人的信息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按性别划分的不同雇佣合同（长期和临时）

的雇员总数。
b.   按地区划分的不同雇佣合同（长期和临时）

的雇员总数。
c.   按性别划分的不同雇佣类型（全职和兼职）

的雇员总数。
d.   组织活动的重要部分是否由非雇员员工执

行。如果适用，描述非雇员员工的工作性质
和规模。

e.   在披露文件 102-8-a、102-8-b 和 102-8-c 
中报告的任何重大数字变化（例如旅游业
或农业行业的季节性变化）。

f.      解释数据的编制方法，包括所作的任何
假设。

5.2   人力资本 
（第 36 页）

d.  不适用
e.  不适用
f.      数据由相关项目的人力资源

部门编制，采用公司工资系统
作为雇员信息的权威来源。

102-9 供应链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对组织供应链的描述，包括与组织活动、主

要品牌、产品和服务相关的主要要素。

5.1   经济资本 
（第 29 页）

公司主要项目的供应链主要包括
矿业咨询公司、矿业建设公司、社
会和环境咨询公司以及商品和服
务供应商
 适合矿山的开发阶段。

7.3 艾芬豪矿业 2018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标准指数
一般标准披露

材料主题

一般标准披
露 披露说明 披露详细信息 参考

相关的进一步解释及/或遗漏原
因

组织简介
102-1 组织名称 2.1   我们是谁（第 10 

页）

102-2 活动、品牌、
产品和服务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对组织活动的描述。
b.   主要品牌、产品和服务，包括对某些市场中

禁止的任何产品或服务的解释。

2.    业务概览（第 10 
页）

102-3 总部所在地 附录 7.11（第 100 
页）

102-4 运营地点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组织开展业务的国家数量，以及其具有重

大业务和/或与报告所涉主题相关的国家
的名称。

2.2  我们的主要项目 
（第 11 页）

102-5 所有权和法律
形式

2.2   我们的主要项目 
（第 11 页）

如需年度信息表，请访问  
www.ivanhoemines.com

102-6 市场服务 市场服务，包括：
a.  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地理位置；
b.   服务的行业；
c.    所服务的客户和受益人类型。

2.2   我们的主要项目 
（第 11 页）

4.      我们的利益相关
者（第 22 页）

102-7 组织规模 组织的规模，包括：
a.  员工总数；
b.   运营点总数；
c.     净销售额（私营部门组织）或净收入（公共 

部门组织）；
d.    在债务和公平方面细分的总资本（用于私

营部门组织）；
e.  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数量。

1.4   报告范围 
（第 1 页）

2.2   我们的主要项目 
（第 11 页）

iv.   总资本化在 2018 年的
财务报表中披露，网址为 
https://www.ivanhoemines.
com/investors/financial-
statements/consolidated-
financial-statements-as-at-
december-31-2018/

iii.   主要项目尚处于开发阶段，净销
售额不适用；

v.   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数量不适用

77附录  
GRI 标准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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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主题

一般标准披
露 披露说明 披露详细信息 参考

相关的进一步解释及/或遗漏原
因

战略
102-14 高级决策者的

声明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该组织最高决策者（如首席执行官、主席或

同等高级职位）关于可持续性与组织及其
解决可持续性战略的相关性的声明。

1.5  联席董事长致辞 
（第 2 页）

1.6     主席和首席执行
官致辞（第 6 页）

1.7  可持续发展委员
会主席致辞 

（第 8 页）

道德和诚信
102-16 价值观、原

则、标准和行
为准则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对组织的价值观、原则、标准和行为准则

的描述。

2.1   我们是谁 
（第 10 页）

2.4   治理和管理方针 
（第 18 页）

治理
102-18 治理结构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组织的治理结构，包括最高治理机构的委
员会。

b.  负责经济、环境和社会主题决策的委员会。

2.4   治理和管理方针 
（第 18 页）

利益相关者互动
102-40 利益相关者小

组清单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该组织聘用的利益相关者小组的清单。

4.  我们的利益相关者
（第 22 页）

102-41 集体谈判协议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集体谈判协定所涵盖雇员总数的百分比。

100%

102-42 确定和选择利
益相关者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确定和选择与之互动的利益相关者的基

础。

4.  我们的利益相关者
（第 22 页）

102-43 利益相关者互
动方针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组织的利益相关者互动方针，包括按类型

和利益相关者团体划分的互动频率，以及
是否将任何互动作为报告编制过程的一部
分进行的指示。

4.2  互动（第 24 页）

材料主题

一般标准披
露 披露说明 披露详细信息 参考

相关的进一步解释及/或遗漏原
因

组织资料（续）
102-10 组织的规模、

结构、所有权
或供应链的重
大变化

组织的规模、结构、所有权或供应链的重大变
化，包括：
a.   经营场所的变更，或经营范围的变更，包括

设施的开业、关闭和扩建；
b.    股份资本结构和其他资本形成、维持和变

更业务（适用于私营部门组织）的变更；
c.     供应商所在地、供应链的结构或与供应商

的关系（包括选择和终止）的变更。

2.3  推进我们的项目（
第 12 页）

b.   2018 年 9 月 19 日，艾芬豪
宣布，中国领先的国际资源公
司之一中信金属有限公司（中
信金属）的直属子公司中信金
属非洲公司完成对艾芬豪矿
业的重大战略股权投资，总额
为 7.23 亿加元（合 5.55 亿美
元）。艾芬豪矿业通过私募向中
信非洲金属发行 196,602,037 
股普通股，发行价为每股 3.68 
加元。紫金行使其反稀释权，
为艾芬豪带来了 7,800 万加元

（6,000 万美元）的额外收益。
紫金对其反稀释权的行使价格
为每股 3.68 加元。

c.   在报告期内，供应商所在地、供
应链结构或与供应商的关系没
有重大变化。

102-11 预防原则或
方针

组织是否以及如何应用预防原则或方针。 5.2.1  健康和安全表现
（第 36 页）

102-12 外部举措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外部发展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宪章、原则或

本组织签署或赞同的其他倡议的清单。

 > 我们是南非国家商业计划 
(NBI) 的成员

 > 年度 CDP 水资源披露

102-13 协会成员资格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行业或其他协会以及国家或国际倡导组织

的主要成员名单。

 > 南非矿产委员会
 > 南非矿业和冶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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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主题

一般标准披
露 披露说明 披露详细信息 参考

相关的进一步解释及/或遗漏原
因

报告实践（续）
102-52 报告周期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报告周期。
1.   我们的可持续

发展和报告方针
（第 1 页）

102-53 有关报告的问
题的联络点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有关报告或其内容的问题的联络点。

附录 7.11（第 100 
页）

102-54 根据 GRI 标
准提交报告的
声明

如组织根据 GRI 标准编制报告，则本组织的
声明为：
i.  “本报告根据 GRI 标准编写：核心选项”；
ii.   “本报告根据 GRI 标准编写：综合选项”。

1.1   关于本报告 
（第 1 页）

102-55 GRI 内容索引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GRI 内容索引，它指定了所使用的每个 

GRI 标准，并列出了报告中包含的所有披
露。

b.  对于每相披露，内容索引应包括：
 i.     披露的数量（适用于 GRI 标准所涵盖的

披露）；
 iii.    可在报告或其他出版资料内找到有关

资料的页码或网址；
 iii.     如适用，并在获准的情况下，未能作出

所需披露的漏报理由。

附录 7.3（第 77 页）

102-54 根据 GRI 标
准提交报告的
声明

如组织根据 GRI 标准编制报告，则本组织的
声明为：
i.  “本报告根据 GRI 标准编写：核心选项”；
ii.   “本报告根据 GRI 标准编写：综合选项”。

1.1   关于本报告 
（第 1 页）

材料主题

一般标准披
露 披露说明 披露详细信息 参考

相关的进一步解释及/或遗漏原
因

利益相关者互动（续）
102-44 提出的主要议

题和关注事项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通过利益相关方互动提出的主要议题和关

注事项，包括：
i.   组织如何回应这些主要议题和关注事项，包

括其报告；
ii.    提出每个主要议题和关注事项的利益相关

者群体。

3.    我们最重要的事项
（第 20 页）

4.2  互动（第 24 页）

报告实践
102-45 合并财务报表

中包括的实体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组织合并财务报表或同等文件中包括的所

有实体的清单。
b.   本报告不包括关于任何实体是否包含在本

组织合并财务报表或同等文件内的内容。

1.   我们的可持续发展
和报告方针 

（第 1 页）

102-46 定义报告内容
和主题边界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对定义报告内容和主题边界的过程的说

明。
b.   解释组织如何实施报告原则以定义报告

内容。

1.   我们的可持续发
展和报告方针（第 
1 页）

102-47 材料主题列表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定义报告内容的过程中确定的材料主题

的列表。

3.  我们最重要的事项
（第 20 页）

102-48 重述信息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前次报告所载资料的任何重述的影响，以

及重述的理由。

重述 2017 年的信息以概述趋势。

102-49 报告的变更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与以前的报告期间相比，材料主题列表和

主题边界发生的重大变更。

无。

102-50 报告期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报告期间提供的信息。

1.1   关于本报告 
（第 1 页）

102-51 最近报告的
日期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最近一份报告的日期（如适用）。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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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针和材料主题
材料主题

一般标准披露 披露说明 披露详细信息 参考
相关的进一步解释及/或遗
漏原因

公司必须在其项目中开发大量基础设施（电力、铁路和供水），以便开始开发和采矿作业

GRI 103：
管理方针

103-1
材料主题及其
边界的说明

对于每个材料主题，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解释为什么该主题很重要。
b.  材料主题的边界，包括以下描述：
 i.  发生影响的地方；
 ii.  组织对影响的参与情况。例如，组织是否

已经产生或促成了影响，或者通过其业务
关系直接与影响相关联。

c.  关于边界主题的任何特定限制。

5.6 基础设施资本 
（第 70 页）

公司主要项目位于新兴经
济体国家，需要额外的投
资来支持当地基础设施的
发展。

GRI 103：
管理方针

103-2 
管理方针及其
组成部分

对于每个材料主题，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说明组织如何管理主题。
b.  关于管理方针目的的声明。
c.  如果管理方针包括该组件，则对以下内容进

行描述：
 i.   政策
 ii.   承诺
 iii.    目标和目的
 iv.   责任
 v.   资源
 vi.  申诉机制
 vii.  具体行动，如流程、项目、计划和举措

5.6 基础设施资本 
（第 70 页）

c.vi
4.  我们的利益相关者

103-3
评估管理方针

对于每个材料主题，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说明组织如何评估管理方针，包括：
 i. 评估管理方针有效性的机制；
 ii.  管理方针评估的结果；
 iii.   对管理方针的任何相关调整。

5.6 基础设施资本 
（第 70 页）

材料主题

一般标准披
露 披露说明 披露详细信息 参考

相关的进一步解释及/或遗
漏原因

报告实践（续）
102-55 GRI 内容索引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GRI 内容索引，它指定了所使用的每个 GRI 标
准，并列出了报告中包含的所有披露。

b.  对于每相披露，内容索引应包括：
 i.  披露的数量（适用于 GRI 标准所涵盖的披

露）；
 iii.  可在报告或其他出版资料内找到有关资料

的页码或网址；
 iii.   如适用，并在获准的情况下，未能作出所需

披露的漏报理由。

附录 7.3（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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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主题

一般标准披露 披露说明 披露详细信息 参考
相关的进一步解释及/或遗
漏原因

由于项目位于新兴经济体导致我们当地利益相关者的社会期望

GRI 103：
管理方针

103-1
材料主题及其
边界的说明

对于每个材料主题，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解释为什么该主题很重要。
b.  材料主题的边界，包括以下描述：
 i.  发生影响的地方；
 ii.    组织对影响的参与情况。例如，组织是否

已经产生或促成了影响，或者通过其业务
关系直接与影响相关联。

c.  关于边界主题的任何特定限制。

4.      我们的利益相关
者（第 22 页）

5.3   社会与关系资本
（第 46 页）

5.4.2  合规和持续监控
（第 59 页）

103-2  
管理方针及其
组成部分

对于每个材料主题，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说明组织如何管理主题。
b.  关于管理方针目的的声明。
c.   如果管理方针包括该组件，则对以下内容进

行描述：
 i.    政策
 ii.    承诺
 iii.  目标和目的
 iv. 责任
 v.  资源
 vi. 申诉机制
 vii. 具体行动，如流程、项目、计划和举措

4.   我们的利益相关者
（第 22 页）

5.2   社会与关系资本 
（第 36 页）

5.4.2   合规和持续监控
（第 59 页）

 

103-3
评估管理方针

对于每个材料主题，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说明组织如何评估管理方针，包括：
 i.   评估管理方针有效性的机制；
 ii.   管理方针评估的结果；
 iii.    对管理方针的任何相关调整。

4.    我们的利益相关者
（第 22 页）

5.3   社会与关系资本 
（第 46 页）

5.4.2    合规和持续监控
（第 59 页）

材料主题

一般标准披露 披露说明 披露详细信息 参考
相关的进一步解释及/或遗
漏原因

公司必须在其项目中开发大量基础设施（电力、铁路和供水），以便开始开发和采矿作业（续）

GRI 203：
间接经济影响

203-1
支持的基础设
施投资和服务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支持的重要基础设施投资和服务的开发程

度。
b.   当前或预期对社区和当地经济的影响，包括

相关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c.   这些投资和服务是商业性、实物还是公益

性的。

5.6  基础设施资本 
（第 70 页）

203-2
重大间接经济
影响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组织已确定的重大间接经济影响的示例，包

括正面和负面影响。
b.   间接经济影响在外部基准和利益相关者优

先事项方面的重要性，如国家和国际标准、
议定书和政策议程。

5.1  经济资本 
（第 29 页）

GRI 303：
水

303-1  
取水源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抽取的总水量，按下列来源分类：
 i.    地表水≠≠包括来自湿地、河流、湖泊和

海洋的水；
 ii.   地下水；
 iii.    组织直接收集和储存的雨水；
 iv.   来自其他组织的废水；
 v.  市政供水或其他公共或私人供水设施。
b.  采用的标准、方法和假设。

5.4.4  水管理 
（第 62 页）

303-3  
水回收和再
利用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组织回收和再利用的水总量。
b.   回收和再利用的总水量占披露 303-1 中规

定的总取水量的百分比。
c.  采用的标准、方法和假设。

5.4.4   水管理 
（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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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主题

一般标准披露 披露说明 披露详细信息 参考
相关的进一步解释及/或遗
漏原因

由于项目位于新兴经济体导致我们当地利益相关者的社会期望（续）
GRI
指南：采矿和
金属行业补充

MM4：
按国家/地区列
出且持续超过
一周的罢工和
停工次数

无

MM9： 
移民安置的地
点，每个地点
的移民安置家
庭数目，以及
他们的生计在
此过程受到的
影响

5.3.3   搬迁生计恢复
计划（第 52 页）

招募和留住有能力的工作人员从事偏远地区的项目，并制定培训方案，培训当地工作人员达到国际标准

GRI 103：
管理方针

103-1
材料主题及其
边界的说明

对于每个材料主题，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解释为什么该主题很重要。
b.   材料主题的边界，包括以下描述：
 i.  发生影响的地方；
 ii.    组织对影响的参与情况。例如，组织是否

已经产生或促成了影响，或者通过其业务
关系直接与影响相关联。

c.  关于边界主题的任何特定限制。

5.2   人力资本 
（第 36 页）

5.5   智力资本 
（第 68 页）

材料主题

一般标准披露 披露说明 披露详细信息 参考
相关的进一步解释及/或遗
漏原因

由于项目位于新兴经济体导致我们当地利益相关者的社会期望（续）

GRI 413：
当地社区

413-1
实施当地社区
互动、影响评
估和发展计划
的业务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实施当地社区互动、影响评估和/或发展计划

的业务的百分比，包括使用：
 i.      基于参与进程的社会影响评估，包括性

别影响评估；
 ii.     环境影响评估和持续监测；
 iii.      公开披露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结果；
 iv.    基于当地社区需求的当地社区发展计

划；
 v.    基于利益相关者映射的利益相关者参

与计划；
 vi.    广泛的当地社区咨询委员会和流程，包

括弱势群体；
 vii.      工作委员会、职业健康和安全委员会以

及其他工人代表机构处理影响；
 viii.    正式的当地社区申诉程序。

4.   我们的利益相关者
（第 22 页）

5.3    社会与关系资本 
（第 46 页）

5.4.2   合规和持续监控
（第 59 页）

GRI 203：
间接经济影响

203-1
支持的基础设
施投资和服务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支持的重要基础设施投资和服务的开发程

度。
b.   当前或预期对社区和当地经济的影响，包括

相关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c.   这些投资和服务是商业性、实物还是公益

性的。

5.1   经济资本 
（第 29 页）

5.3   社会与关系资本 
（第 46 页）

5.6   基础设施资本 
（第 70 页）

5.5   智力资本 
（第 68 页）

GRI 203：
间接经济影响

203-2
重大间接经济
影响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组织已确定的重大间接经济影响的示例，包

括正面和负面影响。
b.   间接经济影响在外部基准和利益相关者优

先事项方面的重要性，如国家和国际标准、
议定书和政策议程。

5.1   经济资本 
（第 29 页）

5.3  社会与关系资本 
（第 46 页）

5.5   智力资本 
（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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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主题

一般标准披露 披露说明 披露详细信息 参考
相关的进一步解释及/或遗漏原
因

招募和留住有能力的工作人员从事偏远地区的项目，并制定培训方案，培训当地工作人员达到国际标准（续）

103-2  
管理方针及其
组成部分

对于每个材料主题，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
息：
a.  说明组织如何管理主题。
b.  关于管理方针目的的声明。
c.   如果管理方针包括该组件，则对以下内容

进行描述：
 i.    政策
 ii.    承诺
 iii.    目标和目的
 iv.   责任
 v.   资源
 vi.   申诉机制
 vii.   具体行动，如流程、项目、计划和举措

5.2   人力资本 
（第 36 页）

5.5   智力资本 
（第 68 页）

GRI 103：
管理方针

103-3
评估管理方针

对于每个材料主题，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
息：
a.  说明组织如何评估管理方针，包括：
 i.    评估管理方针有效性的机制；
 ii.     管理方针评估的结果；
 iii.     对管理方针的任何相关调整。

5.2  人力资本 
（第 36 页）

GRI 103：
管理方针

404-2
提高员工技能
的计划和过渡
援助计划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为提高员工技能而实施的计划的类型和范

围以及提供的帮助。
b.   为促进持续就业能力和管理因退休或终止

就业而结束的职业生涯而提供的过渡援
助计划。

5.2.2 人力资源开发 
（第 38 页）

5.5 智力资本 
（第 68 页）

404-3
接受定期绩效
评估和职业发
展评估的雇员
比例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按性别和按雇员类别列出的在本报告所述

期间定期接受业绩和职业发展审查的雇员
总数百分比。

5.2.2  人力资源开发 
（第 38 页）

5.5  智力资本 
（第 68 页）

材料主题

一般标准披露 披露说明 披露详细信息 参考 附加评论

公司必须确保对其自然资源进行负责任的管理

GRI 303：水 103-1 材料主
题及其边界的
说明

对于每个材料主题，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解释为什么该主题很重要。
b.  材料主题的边界，包括以下描述： 

i.       发生影响的地方；
 ii.     组织对影响的参与情况。例如，组织是否已经

产生或促成了影响，或者通过其业务关系直
接与影响相关联。

c.  关于边界主题的任何特定限制。

5.4  自然资本

103-2 管理方
针及其组成
部分

对于每个材料主题，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说明组织如何管理主题。
b.  关于管理方针目的的声明。
c.   如果管理方针包括该组件，则对以下内容进行描

述：
 i.     政策
 ii.   承诺
 iii.   目标和目的
 iv.   责任
 v.    资源
 vi.   申诉机制
 vii.  具体行动，如流程、项目、计划和举措

5.4  自然资本
4.  我们的利益相

关者

103-3 评估管
理方针

对于每个材料主题，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说明组织如何评估管理方针，包括：
 i.    评估管理方针有效性的机制；
 ii.    管理方针评估的结果；
 iii.   对管理方针的任何相关调整。

5.4  自然资本

303-1 取水源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抽取的总水量，按下列来源分类：
 i.     地表水，包括来自湿地、河流、湖泊和海洋的

水；
 ii.    地下水；
 iii.   组织直接收集和储存的雨水；
 iv.   来自其他组织的废水；
 v.   市政供水或其他公共或私人供水设施。
 b.   采用的标准、方法和假设。

5.4  自然资本（第 
62-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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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2018 年艾芬豪矿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本地采购报告机制调整
LPRM 披露标准号 披露说明 披露详细信息 页面参考 进一步说明

LPRM 100 上下文 项目描述和运营区域 2.2  我们的主要项目 
（第 11 页）

LPRM 200 采购系统 披露 201：当地供应商政策 5.1  经济资本 
（第 29 页）

披露 202：对当地供应商的责任 5.1  经济资本 
（第 29 页）

LPRM 300 当地采购支出 披露 301：本地供应商的类别。
定义本地

5.1  经济资本 
（第 29 页）

披露 302：采购支出细分 5.1  经济资本 
（第 29 页）

LPRM 400 本地采购尽职调查 披露 401：当地供应商的申诉 5.1  经济资本 
（第 29 页）

披露 402：反腐败政策 2.4  治理和管理方针 
（第 18 页）

披露 403：供应商的培训和指导 5.1  经济资本 
（第 29 页）

LPRM 500 鼓励本地采购的方法 披露 501：承诺（目标） 5.1  经济资本 
（第 29 页）

南非矿业宪章表现

披露 502：在投标评分中的优
先权

5.1  经济资本 
（第 29 页）

LPRM 500 鼓励本地采购的方法 披露 503：其他鼓励本地采购的
方法

5.1  经济资本 
（第 29 页）

披露 504：
支持当地供应商了解招标过程

5.1  经济资本 
（第 29 页）

披露 505：
本地供应商的特殊付款程序

5.1  经济资本 
（第 29 页）

LPRM 600 外部义务和承诺 披露 601：遵守当地法规 南非矿业宪章表现

材料主题

一般标准披露 披露说明 披露详细信息 参考 附加评论

公司必须确保对其自然资源进行负责任的管理（续）

303-2 取水源
受到严重影响
的水源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按类型列出的受取水方式影响较大的水源总数：
 i.    水源的大小；
 ii.   水源是否被指定为国家或国际保护区；
 iii.   生物多样性价值（如物种多样性和特有物种，

以及受保护物种的总数）；
 iv.  水源对当地社区和土著人民的价值或重要性。
b.  采用的标准、方法和假设。

5.4 自然资本（第 
62-63 页）

303-3 水回收
和再利用

报告组织应报告以下信息：
a.  组织回收和再利用的水总量。
b.   回收和再利用的总水量占披露 303-1 中规定的总

取水量的百分比。
c.  采用的标准、方法和假设。

5.4 自然资本（第 
62-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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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联合国全球契约 (UNGC)
艾芬豪矿业公司致力于坚持恪守 UNGC 的十项原则。下表参考了提供有关如何实现这些原则的更多详细信息的内容。

联合国全球契约 部分

人权

原则 1 企业应支持和尊重对国际公认的人权的保护。 2.4  治理和管理（第 18 页）
5.3 社会与关系资本（第 46 页）

原则 2 企业应确保他们不参与侵犯人权行为。 2.4  治理和管理（第 18 页）

劳工

原则 3 企业应当维护结社自由，有效承认集体谈判的权利。 5.2 人力资本（第 36 页）

原则 4 企业应坚持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和强制劳动。 2.4  治理和管理（第 18 页）

原则 5 企业应坚持有效废除童工。 2.4  治理和管理（第 18 页）

原则 6 企业应坚持消除就业和职业方面的歧视。 2.4  治理和管理（第 18 页）
5.2 人力资本（第 36 页）

环境

原则 7 企业应支持采取预防措施应对环境挑战。 5.4 自然资本（第 58 页）

原则 8 企业应采取措施促进更大的环境责任。 5.4 自然资本（第 58 页）

原则 9 企业应鼓励开发和推广环保技术。 5.4 自然资本（第 58 页）
5.6 基础设施资本

反腐败

原则 10 企业应该反对各种形式的腐败，包括敲诈勒索和贿赂。 2.4  治理和管理（第 18 页）

7.5 ICMM 一致性
10 项可持续发展原则
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倡议符合 ICMM 可持续发展框架和 ICMM 的十项原则。下表参考了可在本报告中找到的提供关于如何实现
这些原则的更多详细信息的内容。

ICMM 可持续发展原则 部分

1.  实施和维护道德的商业实践和健全的公司治理体系。 2.4  治理和管理（第 18 页）

2.  将可持续发展考虑因素纳入公司决策过程。 3.  我们最重要的事项（第 20 页）
1.5 联席董事长致辞（第 2 页）
1.6  CEO 致辞（第 8 页）

3.  在与受我们活动影响的员工和其他人打交道时，坚持基
本人权并尊重其文化、习俗和价值观。

附录 7.6 联合国全球契约（第 77 页）
2.4 治理和管理（第 18 页）
5.2 人力资本（第 36 页）
5.3 社会与关系资本（第 46 页）

4.  基于有效数据和健全的科学实施风险管理策略。 2.4 治理和管理方针（第 18 页）
3.  我们最重要的事项（第 20 页）

5.  努力持续改善我们的健康和安全表现。 5.2.1 健康和安全表现（第 36 页）

6.  努力持续改善我们的环保表现。 5.4 自然资本（第 58 页）

7.  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土地利用规划的综合方法。 5.4 自然资本（第 58 页）
5.3 社会与关系资本（第 46 页）

8.  促进和鼓励负责任的产品设计、使用、再使用、回收和处
置我们的产品。

5.4 自然资本（第 58 页）

9.  为我们经营所在社区的社会、经济和体制发展做出贡
献。

5.2 人力资本（第 36 页）
5.3 社会与关系资本（第 46 页）

10.  与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实施有效和透明的接触、沟通和独
立核实的报告安排。

4. 我们的利益相关者（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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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南非矿业宪章表现
就其 Platreef 项目而言，艾芬豪矿业寻求遵守《南非矿业宪章》的文字和精神。我们的转型战略根据《采矿宪章》的七项
内容制定，其中特别注重地方就业和采购倡议。我们努力利用《采矿宪章》的每一项内容，为 Platreef 项目的所有利益相
关者创造共同的价值。

Platreef 项目 - 2016 年矿业宪章表现和 2017 年进展
要素 描述 措施 目标 2017 年 2018 年进展 权重 达到的分数

报告 公司是否符合报告要求 矿产资源部出具的接收证明文件 每年一次 是 是 否 是

所有权 有效 HDSA 所有权的最低目标 有意义的经济参与 否 是

完全股东权利 26% 26% 26% 否 是

住房和生活条件 改建及改善宿舍，以达到一人一间的入住率 占用率降至 2014 年目标的百分比 一人一间的入住率 一人一间的入住率 是 不适用

把宿舍改建为家庭单元 把宿舍改建为家庭单元的百分比 已建立家庭单元 已建立家庭单元 是 不适用

采购和企业发展 BEE 实体的采购支出 资本货物 40% 99,93% 100,00% 5% 是

服务 70% 47% 50% 5% 是

耗材 50% 91,57% 98,00% 2% 是

跨国供应商对社会基金的贡献 跨国供应商的年度采购支出 采购价值的 0.5% 0% 0% 3% 否

就业权益 劳动力多元化，以反映国家的人口结构，从而获
得竞争力 

最高管理层（董事会） 40% 64% 100% 3% 是

高级管理人员 (Exco) 40% 50% 57% 4% 是

中层管理人员 40% 54% 61% 3% 是

基层管理 40% 97% 94% 1% 是

核心技能 40% 100% 100% 5% 是

人力资源开发 发展必要的技能，包括支持南非当地的研究与
发展活动，以便在勘探、采矿、加工、技术效率（
采矿中的能源和用水）、选矿和环境保护方面制
定解决方案

人力资源开发开支占全年工资总额的百分
比（不包括强制性技能发展征款）

5% 7,10% 5,05% 25% 是

矿山社区发展 开展人种志社区咨询和协作过程，描述社区需
求分析

实施批准的社区项目 1% 47732,50% 4225911,00% 15% 是

可持续发展和增长 改善行业的环境管理 批准的环境管理计划的实施 100% 95% 94% 12% 参见自然资本（第 58 
页）

提高行业的矿山健康和安全绩效 实施关于健康和安全的三方行动计划 100% 进行中 进行中 12% 参见人力资本（第 36 
页）

利用南非的研究设施分析采矿价值的样本 南非设施样本的百分比 100% 100% 100% 5%

选矿 矿业公司对选矿的贡献（本措施自 2012 年起
施行）

超出基线的有助于本地价值增加的附加量 MPRDA 第 26 条（超
出基线的百分比）

否 不适用

总得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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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B-BBEE 记分卡 - PLATREEF 项目

查询

电话:

086 111 4003

传真:

086 505 7284

verification@empowerlogic.co.za

www.empowerlogic.co.za

广义黑人经济振兴核查证书

2 级贡献者
实测实体

B-BBEE 状态 BEE 采购认可水平 

水平 合格 % 

1	 ≥ 100 分 135% 

2	 ≥ 95 且 < 100 125% 

3	 ≥ 90 且 < 95 110%

4	 ≥ 80 且 < 90 100% 

5	 ≥ 75 且 < 80 80%

6	 ≥ 70 且 < 75 60%

7	 ≥ 55 且 < 70 50% 

8	 ≥ 40 且 < 55 10%  

 不合规            <40   0%

修订代码 - 通用 
修订后的通用代码于 2013 年 10 月 11 日刊登宪报 

EmpowerLogic (Pty) Ltd 
注册 编号: 1995/000523/07 
BBBEE 核查机构 

Per Favours Mphahlele 
成员 - 核查委员会

SANAS 认证

发放给

公司名 Ivanplats (Pty) Ltd
注册号 1988 /000334/ 07
增值税号 4090202880

地址 7 2nd Street
 Trimpark
 Mokopane
 0601

Ivanplats (Pty) Ltd  

B-BBEE 状态等级 2 级 

*黑人所有：> = 51% 和净值满分 *黑人女性所有：> = 30% 和净值满分

发布日期 2019 年 6 月 5 日 
到期日 2020 年 6 月 4 日
证书编号 ELC8611RGENBB 
版本 最终
适用记分卡 
适用的 BBBEE 代码 

BVA018 
此证书取代之前颁发给实测实体的任何证书。该证书是根据广义黑人经济振兴良好实践守则对被测实体的 BBBEE 状态进行独立公正核查的结果。此证书已根据 
EmpowerLogic 核查证书策略颁发。逻辑使用法律信托高级电子签名系统 (AeSign)，该系统符合 2002 年《电子通信与交易法》第 25 条。只要数字签名详细信息与
证书上显示的技术签名人的详细信息一致，就可以确保证书的有效性。

获得的要素分 EO：20.47 分；MC：13.77 分；SD：18.17 分；ESD：38.26 分；SED：5 分

应用贴现原则 否 测量期年末 31/12/2018

赋予供应商权力 是  

黑人投票权 26. 00% 黑人女性投票权 1. 27%

黑人经济利益 26. 00% 黑人女性的经济利益 1. 27%

51% 黑人所有* 否 30% 黑人女性所有* 否

黑人指定团体 23. 08% 应用正常流量原则

7.9 缩略语和术语表
缩略语 定义 
3PE+Au 铂、钯、铑和金

AET 成人教育培训

AIDS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AIF 年度信息表

ASLIC 刚果工业工会的替代方案

ATAC Alliance des Travailleurs Avertis 
et Consciencieux（明智和负责任的工人
联盟）

B-BBEE 广义黑人经济振兴

CDP 碳信息披露项目 (CDP)。

CDP 职业发展计划

CGTC Centrale Generale des Travailleurs du 
Congo（刚果总工会）

CIM 加拿大矿业学院

CITIC 中信金属集团

CMG 中信金属集团

CMP 保护管理计划

COGSTA 合作治理、人类住区和传统事务

CSC Confederation Syndicale du Congo（刚
果联盟辛迪加）

CSI 企业社会投资

CSR 企业社会责任

CTP Conscience des Travailleurs et 
Paysans（工农意识）

DAFF 农业、渔业和林业部

DMR 矿产资源部

DRC 刚果民主共和国

DRDLR 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司

DTI 贸易和工业部

EIA 风险和环境影响评估

EMP 环境管理计划

ESD 企业和供应商发展

ESIA 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

ESKOM 南非电力供应商

EVG&D 经济价值的产生和分配

FORCES Force Ouvriere pour la Renaissance 
de la l’Ethique Syndicate（工会道德复
兴工人力量）

FS 可行性研究

GPS 全球定位系统

缩略语 定义 
GRI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ST Garantie Sociale des Travailleurs（工人
社会保障）

HAART 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HRD 人力资源开发

HDSA 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南非人

HIV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SE 健康、安全和环境

ICMM 国际采矿与金属理事会

IDP 个人发展计划

IFC 国际金融公司

IIRC 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

IMLAS 最初授权牵头人

INPP 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培训机构

IPP 独立电力供应商

IRR 内部收益率

JICA 日本国际合作署

KPA 关键绩效领域

KPI 关键绩效指标 

LB 磅

LED 地方经济发展

LHD 装卸机

LPRM 地方采购报告机制。

LTI 失时工伤

LTIF 无失时工伤

LTIFR 失时伤害频率

MD&A 管理层的讨论和分析

MDG 千年发展目标

MLM Mogalakwena 地方议会 

MPRDA 矿产和石油资源开发法案

MSc 理科硕士

MTI 医疗伤害

Mtpa 百万吨/年

MVA 兆伏安培

NBI 国家商业计划

NGO 非政府组织

NPV 净现值

NUM 全国矿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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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公司 艾芬豪矿业有限公司

Maru a Mokopane Mokopane 云 (Sepedi)

信托 Bonego 社区信托

缩略语 定义 
OHADA 非洲公司法协调组织

PEA 初步经济评估

PFS 预可行性研究

PGE 铂族元素

PGI 国际铂金协会

PGeo 地球科学专家

PGM 铂族金属

PhD 哲学博士

PPE 个人防护设备

RWG 搬迁工作组

RWI 限制性工伤

SAHRA 南非遗产资源局

SANRAL 南非国家公路管理局有限公司

SEDAR 电子文件分析与检索系统 

SLAM 停止、查看、评估和管理

SLO 社会经营许可

SLP 社会和劳工计划

SMME 小型、微型和中型企业

SNCC Société Nationale des Chemins de Fer du 
Congo（刚果国家铁路公司）

SNEL La Société Nationale d’Electricite（法国
国家电力公司）

SOE 国有企业

SPV 特别目的机构

TAC 信托咨询委员会

TB 结核病

TRIFR 可记录的总受伤频率

TSF 尾矿贮存设施

TSX 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TUMEC Travailleurs Unis des Mines（矿工工会）

UL-LU 林波波大学与劳伦森大学合作

UNDHR 联合国人权宣言

UNGC 联合国全球契约

UNISA 南非大学

USD 美元

UNWHO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VAT 增值税

WWTP 污水处理厂 

YTD 年初至今

ZAR 南非兰特

7.10 利益相关者反馈表
我们鼓励所有利益相关者分享其对艾芬豪矿业表现的看法。艾芬豪矿业致力于实现为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创造共同价值的战
略承诺，并将公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您的意见很重要。请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您属于哪个利益相关者群体？ （可勾选多个回答）

雇员 股东 投资者 客户

分析师 供应商 社区 NGO

其他

报告是否解决了您最关注的问题？

完全 部分 完全没有

请注明您认为应该报告的任何其他事项：

您对该报告的整体印象如何：

优秀 良好 合格 较差

内容和范围

设计和布局

您对该报告或艾芬豪矿业的整体表现有任何其他意见吗？

您的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和其他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Lisl Fair
集团经理：社会投资部
实际地址：82 on Maude, 82 Maude Street, Sandton
电话： +27.71.493.0478
电子邮件：lisl.fair@ivanpla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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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详细联系方式和其他
信息

艾芬豪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编号：C0949887
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TSX)：IVN
OTCQX 最佳市场：IVPAF

注册地和公司办公室
加拿大
654-999 Canada Place
Vancouver, BC
Canada V6C3E1
电话：+1.604.688.6630

南非
82 on Maude, Second Floor
82 Maude Street Sandton
South Africa, 2146
电话：+27.11.088.4300
网站：www.ivanhoemines.com

可持续发展部
姓名：Lisl Fair
职位：集团经理：社会投资部
电话：+27.71.493.0478
电子邮件：lisl.fair@ivanplats.com

董事
Robert Friedland
“万里行”孙玉峰
Egizio Bianchini
Tadeu Carneiro
Ian Cockerill
William Hayden
Oyvind Hushovd
Livia Mahler
Peter Meredith
Kgalema Motlanthe
Guy de Selliers

过户登记处
AST 信托公司（加拿大）
1600-1066 West Hastings Street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V6E 3X1
加拿大和美国免费电话
1.800.387.0825
加拿大和美国境外
+1.416.643.5500

投资者关系部
姓名：Bill Trenaman
职位：投资者关系副总裁
电话：+1.604.688.6630
电子邮件：billtr@ivancorp.net

治理与合规部
姓名：Mary Vincelli
职位：合规部副总裁兼公司秘书
电话：+1.604.688.6630
电子邮件：mary@ivancorp.net

独立审计师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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