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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天利生物氧化关键技术获重大突破 

 

辽宁天利金业有限责任公司坐落于辽宁省凤城市刘家河镇，

是中国黄金集团科技有限公司和凤城市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出

资组建的以处理黄金难选冶资源和高新技术、新设备研发为主的

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所属的生物氧化提金厂是以长春黄金研究院

的重大科技成果—生物氧化提金技术为依托，是我国首家自行设

计、自行建设，以浸矿菌种、生物反应器为核心技术，具有完全

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现代化企业。 

近年来，天利公司外购复杂难处理金精矿逐渐增多，不仅高

砷金精矿比重加大，且多数金精矿中金的粒度微细，生物氧化过

程中出现了金随氧化液流失的现象。此外，天利公司氧化渣采用

氰化物进行浸金作业，不可避免的产生氰渣，一旦氰渣中氰化物

等污染物超标，达不到相关规范规定的尾矿库处置要求，还要支

付高昂的危废处置费用。综上所述，天利公司生物氧化工艺面临

一些关键技术难题和环保问题亟待解决，对生物氧化工艺技术进

行全系统升级已迫在眉睫。 

为此，长春黄金研究院有限公司和辽宁天利金业有限责任公

司开展了“生物氧化工艺全系统升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

该项目针对天利公司外购矿石含铜、铅、砷等有害元素高的问题，

对生物氧化菌种进行定向的选育驯化，通过连续转接驯化法进行

定向的重金属离子抗性驯化，获得性状稳定、性能优良、能适用

多种矿石、氧化活性高的高效生物冶金工程菌种；针对“氧化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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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金”这一世界性难题，以自主开发的方式研制出高效沉金剂

CG836，利用特定的加药系统向天利公司生物氧化系统中直接添

加 CG836，实现该技术的工业应用；通过应用氰渣 GAOP 协同处

理工艺，对氰渣和冶炼废水中氰化物、砷、铁、铜等污染物质进

行绿色高级氧化，破络后的重金属同步沉降，实现多种污染物的

同步去除；对原有生物氧化系统进行了工艺升级改造，建立了双

系统融合生物氧化体系，使天利公司生物氧化工艺对金精矿的适

应性进一步提升。 

随着该项目的顺利实施，许多重大的关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

完善了天利公司生物氧化—氰化提金工艺系统，增加了天利公司

对生产原料的适应范围，降低了生产成本，为企业创造了可观的

经济效益，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利保障。该项目成果新增

利润总额 1994.72 万元，经济效益显著；项目的顺利实施，进一

步拓展了生物氧化技术的应用范围，对我国高砷难处理资源的高

效利用提供了先进的示范平台，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经中国黄

金协会组织专家委员会评价，该项目成果技术创新性强，具有很

好的推广应用前景，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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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优流程、盯弱项、强管理,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2022 年，山东黄金集团瞄定“稳外拓内、创出新高”年度

工作目标，在 2021 年降本增效、资金保障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的

基础上持续发力、久久为攻，全面开展“降本增效再发力 资金

保障再突破 精益管理再提升”活动，引领精益管理从思想意识、

源头把控、管理提升等重点领域提档升级、全面推进，助力集团

实现新发展、新跨越。 

集团坚持系统推进与关键环节相结合、源头管控与内部挖潜

相结合、解决当前问题与着眼长远发展相结合，突出创新驱动、

强化全员推动，着力增强企业发展活力和竞争力，确保实现年度

各项工作目标。 

一、优流程、提效能，突破瓶颈提升运营质量 

组织开展生产流程、生产工艺升级改造，全面梳理、查摆生

产工艺流程中的“瓶颈”、优化采、选、提、运、供、充等生产

系统中“短板”，深入挖掘增产潜能。推广以机械化、智能化生

产替换人工作业，积极探索符合矿山发展的新装备在生产过程的

应用，推进采矿方法变革，逐步提升企业运营质量。 

二、强管理、拓渠道，多措并举降低资金成本 

从“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分析看待“投入”的必要性、

合理性，切实做好投资的可行性分析和效益预测，确保投资决策

与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相匹配。充分利用各类直接、间接融资手

段，拓宽低成本融资渠道，调整资本结构，降低财务成本；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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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A+H”上市公司平台优势，优化资本运作方案，畅通“资

金-资源-资本”的良性循环，提高资本运营效率，降低集团全口

径资产负债率。同时，进一步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及时提示和有

效防范风险。 

三、盯弱项、猛攻坚，强化创新驱动降本增效 

依托集团“三大实验室”、山东黄金-东北大学矿业技术创

新研究院等技术平台，重点围绕采矿、选冶、充填等行业关键核

心技术创新攻坚，逐步解决深井开采、通风困难等难题；深度开

展基础管理达标活动，将“五率”管理作为降本增效的重要手段，

通过加强采选技术的研究，合理调整生产工艺，着力提高经济技

术指标，促进成本费用进一步降低。 

四、强管理、筑平台，靶向发力提升资产运营效率 

从强化生产用电管理、加强机电设备维保、发挥集采协同效

益等方面入手，有效节约物资能耗，确保材料使用达到最优化。

依照“凡是资产必有去向、必有责任人、全程可追溯”的原则，

通过建立集团闲置资产调拨平台、健全设备管理长效机制等有效

手段，不断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最大化发挥设备生命周期最佳效

益。 

下一步，山东黄金集团将持续深入探索与实践，将精益管理

思想深入践行到工作实际中，抓好精益管理提升的有效执行，为

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蓬勃内生动力，用精益管理成就更加卓越的

山东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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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黄金强化责任担当，锚定奋斗方向 

 

2022 年，是落实湖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开局之年、也

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湖南黄金集团必须心怀“国之大

者”“企之大计”，围绕“建成崇高的、受人尊敬的企业”的发

展愿景，围绕“十四五”规划分解的年度目标任务，更加明晰生

产和经营是中心任务、成本管控和科技创新是立身之本、安全环

保和储量是生命线，奋力谱写湖南黄金集团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一、让坚强的信念成为每一名员工的精神支柱和执着品格 

建设崇高、受人尊敬的企业，湖南黄金集团万名员工必须发

挥滴水石穿、愚公移山的精神，咬定目标，攻坚克难，奋力前行。 

牢记“国之重器”，切实增强做好企业的责任感使命感。回

看集团建矿历史，辰州矿业、金水塘矿业、黄金洞矿业、宝山矿

业、新龙矿业可追溯到 1950 年 5 月、1954 年 5 月、1960 年 1

月、1966年 10月、1973年 3 月，这些都是几十年的老牌企业。

2006年，湖南黄金集团组建成立。从 2007 年 8月“辰州矿业”

上市到 2015 年 5月更名“湖南黄金”，集团迈入了矿业资本化、

资产证券化新阶段。作为湖南省属唯一黄金及有色金属开发综合

性矿业企业，必须始终牢记责任使命，知史明责，知责思进，知

进有为。 

牢记“居安思危”，切实增强做好企业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必须着力防范“大企业病”，防止企业战略失误、发展倒退。树

立“惶者生存”的警惕性。注重将危机感作为企业的底层文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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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长期坚守危机意识，让危机意识成为思维常态、行动常态。

深刻总结汲取湖南黄金集团建设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始终保持警

惕，认真反思，深刻总结，改进工作。 

牢记“党之重托、民之所盼”，切实坚定做好企业的信心和

决心。“十四五”开局，湖南黄金集团狠抓自产产量、安全环保、

探矿增储、资源整合、转型升级、权证办理、成本管控、企业文

化、党的建设，战略目标、发展方向和路径更加清晰。面向未来，

要坚持执行湖南省委省政府、湖南省国资委的决策部署，执行集

团第三次党代会精神，执行集团“十四五”战略规划，咬定目标

不放松，稳扎稳打、狠抓落实，以最坚定的信念坚持到底，一步

一个脚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二、让企业的目标成为每一名员工的力量源泉和奋斗方向 

湖南黄金集团的奋斗目标是：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建

成崇高的、受人尊敬的企业。其中高质量发展是基础、可持续发

展是保障、崇高的受人尊敬的企业是方向。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湖南黄金

集团将坚持在“十个更高”上发力：强化改革驱动、创新驱动、

使命驱动，形成更高格局的发展态势；强化战略导向、选人用人

导向、考核导向，形成更高层次的内生性发展活力；强化矿权办

理、探矿增储，形成更高匹配的发展后劲；强化安全生产、环境

保护，形成更高档次的社会效益贡献；强化资源配置市场化和企

业管理科学化，形成更高契合的市场化运营机制；强化企业经营、

吨矿成本，形成更高水平的盈利能力；强化抗风险能力、自我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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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能力，形成更高性能的自适应韧性组织；强化省内矿业核心平

台的企业定位，稳健推进资源整合，形成更高优化的产业布局；

强化“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融合，形成更高水准的治理

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强化以人为本、社会价值创造，形成更

高认同的社会声誉。 

紧紧扭住关键，坚持可持续发展。集团将牢牢把握创新、资

源、人才可持续发展三要素，围绕探、采、选、冶关键环节，生

产和经营两个重点，加大集成创新力度，提高集成创新水平。深

入实施三年深边部探矿行动，积极寻找国内并购资源，探索走出

海外。全面排查超深越界，启动全集团矿业权扩界工作，一体化

思考矿权、权益金、勘查等工作。不断健全完善人才管理制度，

高标准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懂经营、会算账、会

管理的人才队伍。 

始终不辱使命，建成崇高的、受人尊敬的企业。坚持把政治

建设摆在首位，强化政治忠诚、提升政治能力；要把坚持党的领

导、加强党的建设这一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

优势；要坚持“国企姓党为民”，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改革发展、

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确保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承担好经济责任。围绕净利润、利润总额和营

业收入利润率、资产负债率、研发投入强度、全员劳动生产率“两

利四率”考核指标体系下狠功夫，千方百计提高自产产量，强化

精细化管理，降本增效，提高盈利水平。积极创造社会价值，履

行好社会责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打好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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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战，提升绿色矿山建设水平。聚焦职工“急难盼愁”问题办

实事，扩大就业；做好驻村帮扶工作，助力乡村振兴。 

三、让打胜仗的思想成为每一名员工的不变情怀和孜孜追求 

关键之年，必须有关键之举，湖南黄金集团要锚定目标，集

中精力办成几件大事。 

树立一个标准：以效益论英雄。围绕“做实资产、做实成本、

做实效益”，抓产量、抓成本、抓“五率”、抓安全、抓均衡生

产，积极探索制度制定、制度执行和制度监督架构分设机制，理

顺关系、优化流程。提升集约化管理水平，优化组织架构、财务

制度、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等管理创新，智能化改造，提升劳

动生产效率。打造“精简、干练、高效”的集团总部，强化协同、

协调、协作意识，提升为企业的服务能力。 

把握一个关键：坚定转型升级。当前，矿山的转型升级就是

企业发展的一个难题。湖南黄金集团将坚持以湖南省国资委

“2+4”数字化转型工程智慧矿山示范项目为契机，从企业经营

的信息化和矿山生产的自动化两方面入手，围绕“矿石流”打造

集团采选冶的数据中心、标准中心、服务中心、辅助决策中心，

打造薄矿脉难选冶有色行业智慧型示范矿山，积极推进数字化转

型，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打造全国矿山类先进企业。 

把握一个根本：加强成本管控。着力纠治企业重生产管理轻

成本管控等问题。以狠抓均衡生产、方案优化、降本节支、增收

创效等微观成本为直接抓手，推动公司成本管控体系和能力建设

上台阶，经营盈利能力上水平。 



10 

 

弘扬一种风气：坚决把事干成。湖南黄金集团上下要围绕大事要

事打好攻坚战，围绕急事难事打好歼灭战，围绕薄弱环节打好持

久战。要把“帽子”戴到有实绩的人“头上”、“镜子”照到做

虚功的人“脸上”，以鲜明导向引领干部职工把事干成。 

形成一种氛围：营造清朗政治生态。严厉打击欺上压下、溜

须拍马的行为；严厉打击不讲责任贡献、只求索取享乐的行为；

严厉打击徇私渎职、投机取巧的行为；严厉打击利益输送、关联

交易的行为；严厉打击推诿扯皮、不敢担当的行为，驰而不息地

打造过硬的清廉湖南黄金。（湖南黄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

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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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民族品牌老凤祥是怎样炼成的 

 

清朝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费汝明在上海南市大东门

开了一家“凤祥银楼”，这就是后来的老凤祥。创立至今的 174

年间，这家百年民族品牌经过多年的发展与沉淀，老凤祥已经成

长为集“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民族品牌龙头企业。

近日，老凤祥发布 2021 年业绩快报，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归

母净利润、扣非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586.91 亿元、32.32 亿元、

18.76亿元、15.89 亿元，同比增长 13.47%、15.56%、18.30% 、

5.01%，每股收益为 3.59元。老凤祥董事长石力华认为，要始终

敢于创新，愿意创新，包括管理创新、机制创新、体制创新、技

术创新、产品创新等等，这是把老凤祥这一百年中国民族品牌打

造成国际一流品牌的基石。 

一、重构老凤祥 

1998年，第一铅笔决定出资 8000余万元收购上海老凤祥有

限公司 50.44%股权。三年后，石力华来到老凤祥，兼任老凤祥

总经理。接手老凤祥时，企业正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阶段，内部

存在经营理念与市场错配、人才大量流失的困境，外部面临黄金

饰品行业在计划体制下的发展瓶颈。老凤祥需要的，是一次彻底

的改造。 

接手公司后，石力华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除了设定“老

凤祥自己的银楼，必须卖自己的产品”这一原则外，他还提出“一

个声音，一个目标，一个愿景”的战略，强调上下一心、步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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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地管理和经营企业，逐步恢复下属工厂生产力。 

对于一家处于困顿中的百年企业而言，依旧留在岗位中的老

员工不仅更了解公司的情况，也有着更为深厚的感情。因此，石

力华不仅选择保留老凤祥的原管理团队，还提升了技术人才的薪

酬水平，为 100多位经营层和优秀技术人员制定了持股计划。现

在看来，该计划比如今倡导的混合所有制早了近十年。这一被石

力华称为“打地基”的阶段，前后花了三年。 

重新梳理好公司的组织架构后，第二步是做优、做强企业品

牌，建立品牌意识、市场意识、管理和效率意识、产品和质量意

识和服务意识。这一步，石力华又花了三年。 

根据第一铅笔 2007 年的年报，老凤祥金银珠宝首饰单年销

售和利润双双创下 50%以上的增度，全年完成销售收入 61.06亿

元，同比增长 51.33%；实现利润 1.77亿元，同比增长 69.78%。

同年，“老凤祥”荣获了黄金首饰和贵金属镶嵌饰品两项“中国

名牌”产品称号，在 “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中名列

第 221位。 

2009 年，第一铅笔正式更名为“老凤祥”，老凤祥也因此

成功借壳上市，公司进入第三个阶段——产品品类、规格多样化，

以及品牌国际化。进入第三阶段不久后，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悉

尼的卡斯特罗佛街上开始出现老凤祥的身影。2015 一年中，老

凤祥就在先后在港尖沙咀海防道 53-55 号和纽约第五大道开设

旗舰店。2017年，老凤祥加快在中国内地的开店速度。截至 2021

年末，老凤祥门店总数达到 4945家（含海外银楼 16 家），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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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增 495 家。 

二、老凤祥开创饰品多元化先河 

老凤祥积极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产品毛利率，加强市场调

研，准确把握不同层级消费者需求，实现产品全面升级。 

具体来看，2016年后，公司推出的“金镶玉、珊瑚、腕表” 

和迪士尼主题系列产品，向年轻消费者群体植入时尚、年轻、

浪漫、梦幻的品牌形象。2018年，依托自身 170年的文化沉淀

和技艺延续，老凤祥推出古法金，还原金饰哑光淳黄的天然本

色。2019年，老凤祥开创的饰品新门类——胸针系列，胸针产

品包含：金、银、铂、钻、珠、玉、翠、宝、木、石、珐琅等

多种材质。与此同时，东莞生产基地全力提高自产比例和精品

比重，研发古法黄金、5G手镯、吊坠和项链等产品。 

目前，老凤祥已经具备从源头采购到设计、生产、销售较

为完整的产业链。在设计方面，老凤祥拥有国家级工艺美术大

师 8人，上海市级工艺美术大师 16 人，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具备较强的研发设计能力。在生产方面，公司拥有两家设计生

产基地，其中东莞素金生产基地装备了 100 余台国内一流的自

动化首饰机械，加强了自主创新、研发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