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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力拓和中国的合作共赢 

（Partnering with Chines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for Success） 

力拓铁矿中国区总经理 陈胜 

 

第一页 – 2020 年力拓和中国的合作共赢 

尊敬的石秘书长、黎董事长，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陈胜，负责力拓集团

在中国的铁矿业务。 

中国是力拓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市场与合作伙伴。今天非常荣幸出席这个重要的行业论坛，

以这种传统的、面对面的方式，向新老朋友们汇报力拓这一年的与中国的合作进展。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此期间，我们见证了中国从全球健康危机所带来的挑战中强

劲复苏，这样的成就令人赞叹。正是这种韧性造就了今天的无限可能，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

我们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也变得愈发可贵。在此我谨代表力拓集团，向长期以来给予力拓大力

支持的政府部门、客户、合作伙伴表示诚挚的谢意！ 

 

第二页 – 免责声明 

在开始我的介绍之前，请各位注意报告中的免责声明。 

 

第三页 – 力拓致力于保障产品质量和稳定生产，以支持强劲的市场需求 

自 1966 年力拓在澳大利亚皮尔巴拉地区开始生产铁矿石以来，我们已经向全球客户发

运了超过 60 亿吨铁矿石。今年 10 月，我们在中国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自 1973 年首

船铁矿石抵达中国以来，我们向中国发运的铁矿石总量已超过 30 亿吨，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

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满足客户对高品质、质量稳定的产品和服务的需

求。 

面临前所未有的疫情挑战，今年我们的大部分资产都取得了良好的运营业绩，尤其是铁

矿业务。飓风和运营维修带来的不利影响被大大降低，我们正在学习如何与新冠疫情共存，适

应新的运营模式。 

截至 2020 年 9 月底，我们已从皮尔巴拉矿区生产了 2.47 亿吨铁矿石，比去年同期增长

了 2％。今年全年的发运目标仍保持不变，预计在 3.24-3.34 亿吨的区间。 

我们不仅致力于满足当前市场的需求，同时还进行大量投资以确保高品质铁矿的未来供

给。 我们罗泊河谷合营公司产能维持项目的第一批矿石预计在 2021 年出产。我们投资 26 亿

美元的智能矿山库戴德利（Gudai-Darri）将于 2022 年初投产，将成为皮尔巴拉矿区技术最先

进的矿山，预计年产能为 4300 万吨，为稳定 PB 品质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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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页 – 稳定 PB 品质以满足基础炉料需求 

我们的主打产品皮尔巴拉混矿（PB）自 2006 年问世以来已连续生产了 14 年。 PB 是世

界上最受认可的铁矿石品牌，并且是当今市场上数量最大、最稳定和流动性最强的铁矿石品种。

PB 受到客户的高度评价，成为了中国许多钢厂烧结配矿的基础炉料。 

纵观今年，我们的 PB 质量始终保持稳定，这并非易事。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市场最在乎

的就是 PB 品质的稳定性。为此，我们把品质稍低的 PB 单独销售，并命名为 SP10，以确保

PB 品质不受影响。SP10 继承了 PB 的良好烧结性能和还原性，有助于提高炼铁生产效率、降

低综合成本。我们感谢国内一些最大的钢厂率先在 5000 立方米以上的大高炉中，大量连续使

用 SP10 产品，并且还在加大采购。这证明 SP10 可以在炼铁技术可行性和综合性价比上实现

良好的平衡。 

 

第五页 – 支持健康的铁矿价格形成 

只有健康、成熟的铁矿石市场和交易才能准确反映铁矿石的供需基本关系。如今，铁矿

石市场已从年度基准定价体系，逐渐发展为一个流通性实物现货和金融衍生品二元伴生的市场，

价格报告机构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认为铁矿石市场的不断成熟对钢铁行业是一个积极的推动。力拓将发挥我们应有的

作用，确保这个市场继续以稳健的方式发展，并能恰当地反映出矿山、贸易商和最终客户之间

的各种交易。  

今年，我们在北铁中心和 GO 铁矿现货交易平台上都增加了交易量，以更好地支持价格

发现与形成。我们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为建设开放、流通、透明的市场贡献力量。 

 

第六页 – 分享最佳运营经验——块矿再筛分 

我们致力于成为中国首选的铁矿石供应商。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我们

的客户合作，了解他们的生产情况，并共同开发解决方案，以应对他们当前和未来所面临的挑

战。在新冠疫情之前，我们的铁矿石市场和技术团队平均每个工作日对客户进行四次技术或商

务访问，每年进行 1000 多次面对面交流。我非常自豪地汇报，即便是疫情也没有影响我们与

中国业务伙伴强有力的合作。 

我们与客户的技术交流和合作既着眼于实现短期效益，例如改进我们目前铁矿石产品的

使用状况；也着眼于实现长期效益，例如我们开展联合研发工作，以提高铁矿石在炼铁过程中

的利用价值。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2019 年与我国南方钢企客户开展的块矿再筛分合作项目。  

PB 块矿是中国高炉配料中广泛使用的主力产品之一，它具有品质稳定、无需烧结、直接

入炉、还原性好等优点。在中国努力实现低碳排放的过程中，它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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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客户拜访中听到两个普遍性问题。一是粉率高，尤其是当内陆客户不得不多次转运时，很

多客户说，我买的是 PB 块，为什么你发来这么多 PB 粉？第二个问题是很难筛分，尤其是在

雨季。对于粉率问题，我们已经在力拓澳大利亚港口筛分系统设置了专人监测，以确保在装船

时含粉率得到严格控制。对此今年客户普遍反映粉率有明显改善。事实上，今年夏天当块矿溢

价很低时，有些客户甚至抱怨说，为什么粉率这么低？PB 块里能不能多一些粉？ 

为什么会有这么神奇的转变呢？经过我们的走访了解到，一些客户发现，PB 块中所含粉

矿的化学性质与普通的 PB 粉不同。它的铝含量低得多，约为 1.5%，磷含量较低，为 0.08%，

铁含量较高，为 62.4%或以上。烧结后，其成分与市场上最昂贵的低铝产品非常相似，是一种

性价比极高的低铝产品。  

我们日本钢厂客户的反馈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极少抱怨 PB 块中的含粉率。相

反，他们使用大孔筛网从 PB 块中筛出更多的粉，并将其以 6%左右的固定百分比加到烧结生

产中。事实证明，这是 PB 使用非常经济有效的方法。 

 

第七页 – 块矿再筛分的优化：高炉炉料中块矿配比提高 4% 

关于第二个难筛分的问题，力拓非常乐意提供帮助，因为我们每年在皮尔巴拉地区筛分

数亿吨铁矿石，具有丰富的经验。我们把我们的筛分专家请到客户的筛分现场，对系统设备进

行检查和测试，并向客户提出建议。可立即采取的措施包括减少块矿倒运过程中的水份侵入，

改进给料机，使块矿更均匀地分布在筛板上；增加筛板的弹性，以提高筛分效果。中期措施包

括增加筛分设备的重力加速度，增加振幅以加强筛分效率，增设皮带重量称来监测筛分过程，

以及建立新的筛分系统。 

我们在与一家行业领先的国内钢厂合作进行块矿筛分优化时，客户的块矿在整个炉料中

的配比提高了 4%，焦炭消耗量没有变化，这使铁水成本降低了 3%。目前该客户块矿配比年

均达到 19%。 

我们正在将这一客户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其他 15 家中国客户，并努力帮助客户更有效地利

用块矿这一更为环保的铁矿石资源。 

 

第八页 – 铁矿技术交流大会 

每两年，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的 200 多名钢铁行业专家将参加我们主办的铁矿技术交

流大会，目前已成功举办 12 届。大会为钢铁行业的各位同仁交流最新技术进展、分享力拓产

品使用经验提供了重要平台。块矿筛分合作项目正式是 2019 年长白山技术交流大会的成果之

一。这一系列互惠互利的合作，为力拓与中国钢铁行业未来更坚实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第九页 – 与客户分享安全知识和最佳实践 



4 
 

安全是力拓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在过去的六年里，我们每年都邀请我们的中国供应商参

加年度健康、安全和环境论坛。我们相信所有事故和与工作相关的健康风险都是可以预防的，

因此我们需要识别、理解、管理相关风险，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消除这些风险。去年，我们在论

坛上邀请了我们的钢铁企业客户参与，这样我们就可以合力应对在提高企业安全绩效方面面临

的共同挑战。 

我们明白安全对力拓和我们的客户来说同等重要。我们邀请了负责运营和研究机构的安

全专家来展示我们的安全文化和行业最佳实践。参与者有机会访问企业的安全中心，以获取安

全开展工作的实地经验。 

 

第十页 – 通过港口交易支持人民币现货市场 

为了更好地服务中国市场，2019 年我们建立了港口现货贸易业务，直接从中国港口销售

力拓铁矿石。铁矿石的港口现货贸易以人民币结算，这使我们能够为使用人民币采购的客户提

供服务。在中国港口开展直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与钢厂客户合作，快速响应不断变化的市

场需求，而且可以与港口合作，混合或筛分出不同的铁矿石产品，不断为市场提供高性价比的

选择。 

 

第十一页 – 大连港的RTBF混矿 

我们目前已在中国的 12 个港口开展了现货业务。自 2019 年 10 月首次交易以来，我们

已从中国港口直接销售了 500 多万吨矿石，并为 80 多家新客户提供了服务。  

供应链的延长为我们服务市场提供了更多机遇。事实证明，在港口使用力拓加拿大精粉

和澳大利亚 SP10 铁矿粉混配出的新产品 RTBF，能够很好地满足市场对中品矿的需求。  

下面请看我们在大连港的混矿作业视频。[播放视频]  

除了为中国东北客户提供更好的选择外，我们与大连港在保税区的合作也使我们能够以

大连港作为转运中心，向亚洲其它地区的客户提供 RTBF 产品。 

 

第十二页 – 以自动化、数字化创新支撑“从矿山到市场”的敏捷性 

力拓几年来一直保持 3.3 亿吨的生产运营水平。这主要归功于贯穿我们整个价值链的自

动化生产体系。我们在 2006 年开启了大规模自动化的进程，到 2019 年底，我们拥有 183 辆

无人卡车，及 26 部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无人钻机。  

我们的无人卡车运行成本比同等重载卡车低 15%。我们自动钻机将生产率提高了 25%，

设备利用率提高了 40%。  

今天，我们位于珀斯的远程运营中心的员工数量相当于我们一个矿山的人员，但他们负

责管理着全部 16 座矿山。  



5 
 

以创新和技术为支撑、将价值链从矿山延伸到市场，是我们的重要任务。我们正与中国

合作伙伴一起考虑，如何将自动化的优势相互学习，互相补充。 

 

第十三页 – 微信小程序促进港口业务发展 

为了配合我们的港口现货销售活动，优化客户的购买体验，我们在今年率先推出了港口

现货微信小程序。该应用程序使我们的客户从中国港口购买铁矿石时更加便利，可以通过手机

接收交易文件。整个操作过程简单、成本低，最重要的是十分安全。 

这个项目得到了市场的普遍认可，甚至由于它精巧的法律设计，我们的法务团队在 2020

年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最具创新性的公司法务团队之一。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通过小程序售出了 100 多万吨铁矿。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力拓潜在

客户能如我们港口现货客户一样，体验微信小程序带来的愉快交易过程。 

 

第十四页 – 通过数字化创新优化客户体验 

通过技术和创新，不断改善客户体验，是我们的重要战略。我们与宝武集团宝钢股份一

起完成了铁矿石行业第一单区块链加密、人民币结算的无纸化交易。继宝钢之后，我们还与南

京钢铁和盛隆钢铁完成了区块链交易。  

这些交易是力拓致力于数字创新、提高跨境金融交易的效率和安全性的有力证明。在今

年疫情期间纸质文件流转面临挑战时，这样的交易模式相比传统的流程带来了显著的好处。从

合同关键条款确认，到货款支付、货物交付，力拓客户可以获得无缝衔接的交易体验和不间断

的服务。 

 

第十五页 – 与业界合作以减少我们自身运营及行业的碳排放，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 

与客户的合作不仅有助于客户优化产品的使用。对力拓来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更好地

了解整个钢铁行业及力拓客户所面临的挑战，以及钢铁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些见解对力拓

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决定了我们未来的投资方向，确保我们提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符合未来市

场需求。  

新冠疫情也许是近十年来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但气候变化等挑战可能会给人类带来更

大的长期风险。  

今年，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方面设定了新的愿景——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我

们新的气候目标是到 2030 年，将绝对排放量和排放强度分别降低 15%和 30%。总体而言，

从现在到 2030 年期间，我们的增长将实现碳中和。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宣布了一项 10

亿美元的基金，将在未来五年内投资于气候相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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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页 – 与清华、宝武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合作 

我们认识到，没有一家企业能够独自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与世界

各地的伙伴合作，共同协商解决方案——我们与清华和宝武的合作就是很好的例子。  

2019 年，我们与宝武和清华大学合作，将通过开发和实践新方法，合力减少碳排放、改

善整个钢铁价值链的环境绩效。我们正与宝武密切合作，寻找低碳冶炼项目的投资机会，并对

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课题开展研究。  

两周前，我们进一步加强了与清华大学的合作，签署了一项新的合作协议，并承诺在未

来五年内再出资 3000 万元，以支持清华-力拓资源、能源和可持续发展联合研究中心的研究

项目。  

该项合作将继续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是支持力拓实现 2050 年净零排放战略，以

及支持力拓与中国宝武在推动低碳钢铁产业链方面的合作。 

 

第十七页 – 聚力拓新，共享未来 

这是一种开创性的合作关系，超越了常规的供应商/客户关系。我们还能一起携手开拓更

多新项目、新领域，而且是势在必行。  

作为合作伙伴，我们为彼此创造更多价值，这在面临挑战的时期更弥足珍贵。  

合作共赢归根结底是基于友谊和信任。力拓感恩我们在中国所拥有的相互尊重的伙伴关

系，它将支持我们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共赢。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