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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甘肅新任省委書記王三運深入金川集
團考察調研，稱讚金川集團名聲在外、名不虛傳、
名副其實，取得的成績可圈可點、可喜可賀，希望
金川集團 「扎根金川，展翅高飛」，爭創世界500強
、提升中國百強身位，向着基業長青、百年金川的
目標更加奮發努力。

扎根金川 擔當跨越發展排頭兵
近年，金川集團全力推進跨國經營，大力實施

「三個四」戰略，成立了大澳區、歐非區、美洲區
、中亞區4個資源公司；確定了金川股份、金川實業
、金川科技、金川海外4個業務板塊；劃分了以金川
總部為生產經營決策管理中心、蘭州為科研中心、
上海為營銷中心、北京為資本運營中心4個中心。

然而，金川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楊志強說，
「金川是我們的根、是我們的本、是我們賴以生存

和不斷發展壯大的基礎」，他要求每一個金川人都
要深刻地認識到金川的重要。無論什麼時候，公司
發展的核心都是金川，金川始終是公司 「生產、經
營、決策、管理」的中心， 「走出去」開展的一切
工作都要以金川為圓心，扎根於此，堅守這方熱土
。甘肅進入了轉型跨越的新時期，金川要始終擔當
甘肅跨越發展的排頭兵。

科技創新 贏得加快發展主動權
有人說，金川之所以 「金光閃閃」，得益於一

個世界級 「聚寶盆」──世界第三大硫化銅鎳礦床
。可金川人明白，從 「金娃娃」到 「中國的驕傲」
絕非單靠資源優勢，是技術創新增加了金川這塊招
牌的 「含金量」。

2010年12月，第19次金川科技攻關大會召開。
這次大會標誌着金川集團新一輪科技聯合攻關啟動
。會上，22 家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簽署協議
，組建 「鎳鈷資源綜合利用技術創新聯盟」，圍繞
鎳鈷資源綜合利用的關鍵技術，探索新的聯合科技
攻關模式。公司與12家高校簽署 「校企合作協議」
，建立人才培養、科研等全方位的合作關係。

應邀參會的中國科學院院士葉大年為一個企業
能連續19次召開科技攻關大會感到震撼。以他的全
國視野讚嘆道，這是非常罕見的。

時下，面對全球新興產業加速崛起的現實，金
川集團立足電子、電池、國防、軍工和航空等領域
對功能性材料的需求，進行電解鎳粉、超細鎳粉、
鎳扣、鎳鈷氧化物粉末及貴金屬粉末等新產品的研
製開發。同時，大踏步向新材料、新能源方向邁進
。建成了國內首條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寬幅太陽能
鍍膜生產線；成功進入二次電池、動力電池領域，
鎳氫電池已形成年25萬支產能，產品全部出口歐美
；結合國家實施 「大飛機」戰略，進入 「超級合金
」研發生產領域。2011 年，新興產業新產品銷售收
入佔公司產品銷售總額的20%以上。

2012 年 1 月 7 日，金川集團對上年度 12 項科技
進步項目、59 項技術改進項目等一批科技創新成果
給予重獎，獎金總額超過1000萬元，其中獲得科技
進步特等獎的單項獎金達到100萬元。

楊志強說： 「面對日益加劇的國際競爭，只有
加快科技創新步伐，掌
握一流核心技術，才能
贏得發展的主動權。」

項目引擎 構建多元發展新格局
「十一五」以來，金川集團已組織實施了400多

項技術改造和重點項目，總投資超過300億元。項目
建設已成為助推企業跨越發展的 「強力引擎」。

剛剛過去的2011年，金川集團新建年產20萬噸
陰極銅、1萬噸鈷、5000噸羰基鐵等一批重點工程順
利竣工投產；年產 6 萬噸電解鎳擴能改造工程、1.5
萬噸海綿鈦、1萬噸羰基鎳等部分重點項目完成年度
建設計劃。

金川集團公司總經理王永前介紹說，2011 年，
公司安排續建和新建項目達 270 多項，完成投資 61
億元。這些項目瞄準國際先進水平，技術起點高，
科技含量大，將對產業升級、新材料開發、效益增
長發揮重要作用。進入金川集團鎳冶煉廠，一座高
大雄偉的冶煉爐格外醒目，這就是全球最大的富氧
頂吹鎳熔煉爐，它採用 JAE 富氧頂吹浸沒噴槍熔池
熔煉技術，在世界上首次將該技術應用於鎳熔煉工
業化實踐。這一項目具有處理量大、對物料適應能
力強、自動化程度高、能耗低、環保效果好、金屬
回收率高等顯著特點。

近年，金川集團以科技為先導，組織實施礦山
改擴建、選冶化系統技術改造等一大批重點項目，
全面提升企業的技術水平和裝備水平，調整優化產
品結構。尤其是在銅冶煉系統幾次實施重大擴能改
造項目，使銅產量由過去不足 2 萬噸增加到現在的
52 萬噸，有效規避了 「一鎳獨大」的市場風險，形
成多元發展的良好格局。

圍繞新材料產業，先後開工建設高精度銅及銅
鎳合金管棒材、鎳及鎳合金板帶材、離子膜燒鹼、
海綿鈦冶煉等一大批重點項目，延長了產業鏈條，
提高了產品附加值，成為企業新的經濟增長點。

通過持續不斷的項目建設，企業經營規模和經
濟總量得到進一步擴張，綜合競爭實力進一步提升
。目前，已形成年產鎳15萬噸、銅60萬噸、鈷1萬
噸、化工產品280萬噸的能力。

循環經濟 持續發展 「助推器」
2011年7月，金川集團年產110萬噸銅爐渣選礦

項目正式開工建設。項目建成後，每年可從銅冶煉
廢渣中回收銅金屬量1萬多噸，相當於建了一個年產
200萬噸、品位0.5%的中型銅礦。

「金川集團發展循環經濟有兩個重要目標，一
是做到資源利用的最大化，實現可持續發展；二是
對廢棄物吃乾榨盡，變廢為寶，實現污染物排放的
最小化，走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新型工業化
路子。」楊志強說。

近年，金川集團投入巨資，先後實施一硫酸挖
潛技術改造、70萬噸／年硫酸工程、15萬噸／年亞
硫酸鈉擴建、三硫酸系統改擴建、銅冶煉煙氣綜合
治理以及回轉窰煙氣配氣製酸等項目，利用二氧化
硫煙氣生產硫酸能力由 「九五」末的22萬噸／年提
高到目前的 220 萬噸／年，當地環境污染 「元兇」
─鎳、銅冶煉主要排放物二氧化硫得到有效回收利
用。同時，集團還與地方合作引進國內多家企業加
盟 「循環經濟圈」，金昌市圍繞消化硫酸形成的化
工產業年生產化工產品已達 400 萬噸，產值超過 30

億元。
作為金昌市的用水大戶，金川集團投入巨資和

技術實施了一大批工業廢水處理和中水循環回用工
程。2000 年，公司有色金屬產量約為 6 萬噸，新水
用量6000萬噸；2011年，產量超過60萬噸，新水用
量 7000 萬噸。產量增加近 10 倍，新水用量僅增加
17%。

作為國家循環經濟示範企業，首批國家技術創
新示範企業，近年，金川集團已發揮卓有成效的實
踐和示範作用。圍繞回收消化冶煉煙氣、煙灰、爐
渣等廢棄物資源，實施的一大批循環經濟項目，不
僅取得淨化環境、減少污染的良好社會效益，而且
變廢為寶，吃乾榨盡，創造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去
年初，金川集團投資1億多元白煙灰綜合利用項目正
式建成，通過新技術新工藝提取生產出氧化鉍、氧
化鋅、金屬銦、三鹽基硫酸鉛等4種新產品，年銷售
收入上億元。不僅解決了過去冶煉銅轉爐產生的大
量白煙灰存放難度大，污染嚴重問題，還創造巨大
經濟效益。

跨國經營 資源資本「兩輪驅動」
從龍首山下的 「鎳都」向 「世界金川」轉變、

向世界500強挺進，是金川人的夙願，也是甘肅轉型
跨越發展的現實要求。

金川的國際化之路其實從上世紀90年代已經開
始。但在十多年間，主要以產品出口為主參與國際
貿易競爭。進入新世紀，金川人認識到不能坐等收
購原料，應該走出去佔有原料。由貿易項下的合作
到通過參股等方式與國外企業合作，再到建立自己
的海外生產加工基地或穩定的原料供應基地，金川
人經過了長達十多年的艱苦跋涉。

2009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視
察時勉勵金川集團 「實施跨國經營，建設百年金川
」。時下，金川面向全球的四個資源開發區域的資
源戰略布局及跨國經營格局初步形成。鎳、銅、鈷
原料礦產資源保障能力進一步提高。2011 年，金川
集團成功收購加拿大大陸礦業公司、南非思威鉑業
、墨西哥巴霍拉齊銅礦，開發加拿大大陸礦業公司
下屬的西藏天圓礦業銅礦。成功進入煤炭資源領域
，擁有儲量達14億噸的煤炭資源。

目前，金川集團已獲得國內外64個探礦許可證
，公司與全球五大洲30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了礦產資
源方面的合作，成為澳洲阿比頓、墨西哥泰勒資源
有限公司、南非思威鉑業有限公司等17家境外礦業
公司的股東；完成了墨西哥巴霍拉齊銅項目、贊比
亞穆納利鎳礦等20個項目的投資。通過推進國內外
風險勘查項目，獲得有色金屬資源總量鎳45萬噸、
銅400萬噸以上；通過融資及包銷，在境外擁有資源
含鎳量過 100 萬噸、含銅量過 300 萬噸、含鈷量過 6
萬噸。

2011 年 2 月 18 日，金川集團國際資源有限公司
（簡稱 「金川國際」）在香港成立，成功登陸香港
主板市場，成為甘肅首隻H股。

2012 年 1 月 13 日，金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揭牌
，企業整體股改全面啟動，擬年內擇機完成 A 股發
行上市。

展翅高飛 挺進世界500強
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在金川調研時講到，甘肅

要有企業進入世界500強。擔當這一使命，金川集團
責無旁貸。

金川集團結合實際及時調整、完善 「十二五」
發展目標：營業收入確保2000億元，力爭2200億元
；利稅總額確保100億元，力爭120億元；有色金屬
及加工材年產量過150萬噸，稀貴金屬過350噸；化
工產品450萬噸。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經營集
團、在中國百強企業中升位、衝刺世界500強、打造
「百年金川」。

1958年，地質工作者在甘肅河西走廊永昌縣境內的龍首
山上發現了銅鎳礦床，先被命名為永昌鎳礦，後因礦床附近
有一條金川河，於是更名為金川鎳礦。中國鎳鈷工業的崛起
就與 「金川」這個名字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早在上世紀80年
代，金川生產的鎳和鉑族金屬產量佔全國的90%以上，金川
被譽為中國的 「鎳都」。

1966年，鄧小平視察這裡，盛讚金川是祖國的 「金娃娃
」；2009年，溫家寶視察金川集團，讚譽 「金川是中國的一
個驕傲」。進入新世紀，金川迅速發展融入世界經濟潮流與
全球同頻共振，在倫敦金屬交易所（LME），金川生產的金
駝牌電鎳、JNMC高純陰極銅和金駝牌電鈷是金川向世界展
示的名片。今天，活躍在五大洲30多個國家的金川人用他們
的足跡印證着金川集團的跨國經營。金川以她驕人的業績吸
引世界的目光。

甘肅首家營業收入過千億企業：2011年，金川集團實現
營業收入1200億元，同比增長30%；完成利稅60億元，其中
利潤40億元；生產有色金屬及加工材79萬噸，化工產品246
萬噸，成為甘肅首家營業收入過千億元的企業。

獲第二屆 「中國工業大獎」：2011年，金川集團喜獲中
國工業領域最高獎── 「中國工業大獎」；喜獲 「全國模範
勞動關係和諧企業」；被國土資源部、財政部授予首批 「礦
產資源綜合利用示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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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有色冶金最大的選礦磨浮生產線─每日
14000噸選礦磨浮生產線 柯玉棟攝

▲甘肅省委副書記歐陽堅、副省長咸輝等為金川
集團 「藍天碧水」 工程投運剪綵

▼金川集團利用工業廢氣製酸設施
閻宗攝

▲金川集團銅合成爐中央控制室現場

中國「鎳都」金川金川

金川發展史：一部科技創新史

自1978年開始，圍繞金川資源開發與綜合利用，在時任
國務院副總理方毅的主持下，金川聯合全國50多家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開展了跨系統、跨行業、多層次、多學科的科技
聯合攻關，一批國際領先的新技術、新工藝、新裝備的研發
應用，使金川步入世界鎳鈷工業先進行列。1989年， 「金川
資源綜合利用」項目榮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

跨入新世紀，金川集團瞄準世界先進水平，開展持續的
科技攻關，解決了一大批制約金川發展的重大技術難題。僅
「十一五」期間，全公司開展的科研課題就達到近500項，

其中承擔國家科技攻關課題7項，投入科研經費達到62.7億
元。

2011年，金川科研人員圍繞生產和發展的關鍵難題，共
開展重點科研攻關課題19項，取得重大成果14項，其中12
項獲省部級以上獎勵；共申請專利152項，獲得授權107項。

目前，金川集團擁有高氧化鎂鎳精礦閃速熔煉、富氧頂
吹鎳熔煉等13項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且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
心技術。金川鎳礦所含 21 種元素中已有 16 種貴重金屬得以
提取和利用，礦石回採率達95%以上，成為世界上極少數能
夠將多種有價金屬在同一工廠內實現分離提純和商品化生產
的企業之一。當前，技術進步對金川集團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達到65%以上。

3年擲23億 重見藍天碧水
2009年初，金川集團提出 「用三年時間根治環境污染，

還大家一個實實在在的藍天碧水」的治理目標，先後投資
23.18億元，實施十大 「藍天」工程、十大 「碧水」工程，完
成26個治理項目。

1 月 5 日，該工程全部建成投運，使二氧化硫利用率達
到96.1%，年中水利用量達1320萬噸，工業污水全部淨化循
環利用，金昌市區空氣質量首次達到國家二級標準，在全國
城市環境綜合 「城考」排名中列甘肅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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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中）、省長劉偉平（左）為金川集團股
份有限公司成立揭牌，右為金川集團董事長楊志強

▲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中）在金川集團調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