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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2020 年 2 月 24 日。 

 

《负责任采矿指数（2020）》：大型矿业公司选择性报告，存

在“SDG 漂染”风险 

  
许多全球最大型的矿业公司选择性地报告其经营活动的影响，可能会存在“ SDG 漂染”的风

险，即以“SDG”之名，行“牟利”之实。企业通常会在其《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强调自身对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积极贡献，却忽略了阻碍实现 SDGs 的负面影响。负责任矿业

基金会（RMF）今日发布的《负责任采矿指数（2020）》指出，企业的片面报告未能如实地

向利益相关方提供采矿业在支持 SDGs 上遇到的挑战。 

 

RMF 首席执行官海琳·皮亚杰（Hélène Piaget）表示：“SDGs 为报告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

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社会性框架，但企业着重报告“好的”实践而掩盖负面影响，这一固有的或无

意的行为可能会阻碍 SDGs 的实现。'' 

 

《负责任采矿指数（2020） 》（简称《RMI 2020 报告》）对 38 个大型采矿企业的经济、环

境、社会和治理（EESG）政策及实践进行了实证评估，这些公司运营着 780 多个矿区，占全

球采矿活动生产力的 28％。此外，报告还根据负责任采矿的 10 个基本指标评估了 45 个国家

的 180 个矿区。这项为期一年的研究对每个公司都进行了深入了解，每个公司的审查和评估

时间约为两个月。 

 

《 RMI 2018 报告》中评估的大多数公司在《RMI 2020 报告》中考察的许多问题上都取得了

一定的进展。但是，大部分的进展体现在公司做出了承诺，而在遵循承诺采取具体行动方面则

缺乏实证。 评估得分最低的项目是公司在跟踪、审查和采取行动以提高其 EESG 表现的实

践。因此，尽管做出承诺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关键一步，但采矿业作为一个整体，无论是在

绩效还是在与利益相关方建立信任上，都将受益于在整体运营和不同问题上展现出更加一致的

承诺践行。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采矿业仍旧是最危险的三大行业之一。在 RMI 上一次评估后的两

年中，数家大型采矿企业一直处于争议的焦点，其尾矿事故造成了伤亡事件，损害了整个社区

的利益，并造成了重大的环境灾难。巴黎 HEC 副教授兼 RMF 董事会成员阿夫辛·莫普雅

（Afshin Mehrpouya）表示：“整个行业在应对这样的悲剧时表现极差，与公司负责任采矿的

主张形成鲜明对比。行业必须加倍努力，证明其优先考虑 ESG 责任，而不只是短期性的考

量。”  

 
《RMI 2020 报告》还指出了公司的政策及标准与矿区实践的脱节。矿区是采矿影响最为明显

的地方。企业通常很少或几乎没有证据可以显示与邻近社区、工人、政府和投资者分享过相关

的公共利益信息。同样，也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公司在这些问题上与当地利益相关方进行过沟

通，例如地方采购、申诉机制或空气和水质。在所评估的 180 个矿区中，只有一个矿区的得

分超过 50％，145 个矿区的得分则低于 20％，45 个矿区在所有的 10 个指标上得分为零。没

有一家公司在其拥有或运营的矿区中表现出一致的执行力。 

 

https://2020.responsibleminingindex.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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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18 年的评估一样，《RMI 2020 报告》也指出采矿业可以符合社会的期望。如果一个公

司各项指标都达到其最高分，那么它将达到最高成绩的 70%以上。同样，如果一个矿区获得

所有指标的最高分，则得分将超过 80％。我们鼓励所有公司系统地采纳已经在各个行业中执

行了的良好实践。  

 
 

《RMI 2020 报告》显示，采矿企业总部所在国或资源生产国或投资者提出的要求可以推动公

司在 EESG 问题上的透明度，并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 。例如，投资者可以要求披露尾矿存储

设施的位置和安全性，向股份持有人、债券持有人、保险公司和政府提供更完整、更公开的重

要数据。 

 

“矿业公司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与社会缺乏信任关系，《 RMI 2020 报告》可以作为业界对各种

信息请求的沟通工具。从各个矿场开始采用开放数据的形式，主动提供 EESG 数据，可以帮

助公司建立信任、控制风险、赢得尊重。实际上，更主动的数据披露有助于减少公司的报告需

求”， 海琳·皮亚杰表示。 

 

 《RMI 2020 报告》以实践和学习共享、数据开放原则和透明性为承诺，在线提供了七种语言

版本，涵盖了 6000 多个详细数据。此外，评分框架，审查阶段从公共领域收集或公司提交的

3500 个原始文档， 以及每个公司的数据（包括可搜索的涵盖了 3500 多个股东，3000 多个子

公司，1,000 多个矿区，1200 多个尾矿存储设施和死亡报告的列表）都可以在线获取。 

 
 
《RMI 2020 报告》评估的公司清单 

 

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英美黄金阿散蒂公司（AngloGold Ashanti），安托法加

斯塔矿业（Antofagasta），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Mittal），万浦集团（Banpu），巴利克黄

金公司（Barrick Gold Corp），必和必拓（BHP），布埃纳文图拉开采（Buenaventura），

印尼布米资源（Bumi Resources），中国神华（China Shenhua），印度煤炭（Coal 

India），智利铜矿公司（CODELCO），ERG 石化集团（ERG） 耶弗拉兹集团（Evraz） 南

非爱索矿业（Exxaro Resources），第一量子矿业（First Quantum Minerals），福特斯克

（Fortescue），自由港迈克墨伦公司（Freeport-McMoRan），嘉能可公司（Glencore）， 

金田有限公司（Gold Fields），墨西哥集团（Grupo México），佩诺尔斯工业公司

（Industrias Peñoles），MMG 公司（MMG），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矿业公司（Navoi 

MMC）， 纽克雷斯特矿业公司（Newcrest Mining），纽蒙特矿业（Newmont） 印度国家矿

业开发有限公司（NMDC），诺德黄金（Nordgold），阿海珐（Orano），博地能源公司

（Peabody Energy），俄罗斯多种金属公司（Polymetal），力拓矿业集团（Rio Tinto），俄

罗斯铝业（RUSAL），西班伊-静水公司（Sibanye-Stillwater），泰克资源（Teck），巴西淡

水河谷公司（Vale），韦丹塔资源公司（Vedanta Resources） 紫金矿业（Zi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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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
 

负责任采矿基金会（RMF） 

 

负责任采矿指数评估和摘要报告由负责任的采矿基金会编制。基金会是独立的研究机构，通过

开发工具和框架，共享公共效益数据，促进采矿企业与利益相关之间展开具有知识性和建设性

的互动，鼓励整个行业不断深化负责任的采矿实践。 

 

基金会支持以下原则：采矿活动应在造福经济，改善民生，尊重资源生产国、尤其是全球最贫

困地区的资源生产国的环境的同时，使采矿企业以公平可行的方式获益。 

 

基金会的工作和研究为社会指出了对采矿企业在经济、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上应有的合理期

待。 基金会不接受任何来自采矿业的资金，研究资金大部分来自于瑞士和荷兰政府以及

Triodos 基金会。 

 

《负责任采矿指数（2020）》 

 

《摘要》高度概括了《负责任采矿指数（2020）》的内容和评估结果。《摘要》、所有公司

的全部评估结果、以及 180 个矿区的报告均提供了中文、英文、法文，印度尼西亚文，葡萄

牙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版本，均在 2020 年 2 月 24 日上线，请访问：

www.responsibleminingindex.org 
 

图表和表格下载页面： 

 

▪ 所有专题领域评估结果汇总页 

▪ 各个专题领域评估结果分页 

▪ 企业矿区的平均得分 

▪ 在世界地图上查看采矿企业总部所在国/资源生产国及矿区 

采矿企业总部所在国清单 

 
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国，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卢森堡，墨西哥，秘鲁，

俄罗斯联邦，南非，瑞士，泰国，英国，美国，乌兹别克斯坦。 

 

资源生产国清单 

 
阿根廷，澳大利亚，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布基纳法索，加拿

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多米尼加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芬兰，加纳，几

内亚，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利比里亚，马达加

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蒙古，莫桑比克，纳米比亚，新喀里多尼亚，尼日尔，巴

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南非，西班牙，苏里南，塔吉克斯

坦，坦桑尼亚，土耳其，乌克兰，美国，乌兹别克斯坦，赞比亚，津巴布韦。 

http://www.responsibleminingindex.org/
https://www.responsibleminingfoundation.org/app/uploads/RMI_Report_2020-Thematic_Rankings-Overall.jpg
https://www.responsibleminingfoundation.org/app/uploads/RMI_Report_2020-Individual_Thematic_Rankings.pdf
https://www.responsibleminingfoundation.org/app/uploads/RMI_Report_2020-Average_Mine-site_Ranking.jpg
https://www.responsibleminingfoundation.org/app/uploads/RMI_Report_2020-World_Map.jpg


 

 

 
Responsible Mining Foundation 

Rue Saint-Jean 4, 1260 Nyon, Switzerland   

www.responsibleminingfoundation.org 4 

分析框架 

 

分析框架包括六个专题领域：经济发展，商业行为，项目周期管理，社区福祉，工作条件和环

境责任；以及 76 个独立的指标（2018 年为 73 个），分布于三个衡量领域： 

◼ 承诺指标评估企业以下行为的程度：（i）在特定问题上正式做出承诺；（ii）为履行 

这些承诺分配责任和职责；（iii）提供资源和人员以实施承诺； 

◼ 行动指标评估企业制定系统方法解决特定问题，并对自身关键领域的活动进行披露的

程度； 

◼ 有效性指标评估企业跟踪、报道自身对特定问题的管理，以及在此类问题中持续改进

的表现。 

 

▪ RMI 分析框架图表下载图] 

矿区层面指标 

 

在矿区层面采用了 10 个指标（2018 年为 6 个）对 45 个资源生产国中选定的 180 个矿区

（2018 年为 127 个）进行了评估，涉及地方就业，地方采购，项目结束后计划，社区申诉机

制，工人申诉机制，空气质量，水质，水量，尾矿管理和应急准备。 

 

RMI 2020 框架和方法论 

 
《RMI 框架》提供了中文、英文、法文、印度尼西亚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版本，《RMI 方法

论》提供了英文版本。请访问：https://www.responsibleminingfoundation.org/rmi-framework-

2020/ 
 
《RMI 框架》与约 50 个与负责任采矿或企业问责相关的国际倡议、标准和指南相互呼应：

https://www.responsibleminingfoundation.org/app/uploads/2019/12/RMI_Methodology2020_
Mapping_EN_WEB.pdf 
 

免责声明 

 
RMI 报告仅用于提供信息，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作为宣传材料。本报告无意提供审计、法律、

税收或投资方面的建议或建议，也无意作为购买或出售任何金融工具的招售或游说。完整的免

责声明可查阅报告摘要。 

https://www.responsibleminingfoundation.org/app/uploads/RMI_Report_2020-Analytical_Framework_WEB.png
https://www.responsibleminingfoundation.org/rmi-framework-2020/
https://www.responsibleminingfoundation.org/rmi-framework-2020/
https://www.responsibleminingfoundation.org/app/uploads/2019/12/RMI_Methodology2020_Mapping_EN_WEB.pdf
https://www.responsibleminingfoundation.org/app/uploads/2019/12/RMI_Methodology2020_Mapping_EN_WEB.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