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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席卷全球。面对前所未知、来势

汹汹的疫情，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举国上下万

众一心、团结奋战，全面打响疫情防

控阻击战。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抗疫之

战中，我国黄金行业迅速响应，主动

担当，勇战疫情，用实际行动践行初

心使命，诠释黄金责任，贡献黄金力量。

黄金是公认的全球性战略资源和信用

货币的物质基础。在人类文明发展中，

黄金在应对战争灾变、金融危机、保

障国家经济安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全球公共

卫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也对世界经

济带来巨大冲击，引发世界局势的激

烈动荡 , 全球的未来面临更多的风险

和挑战。作为 后的卫兵和紧急时期

的战略储备，黄金抵御风险、保障安

全的功能再一次凸显，也为黄金行业

赋予了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

疫情就是命令，黄金行业认真学习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党和国家决策部署，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理念，严密部署、精准施策，稳步推进复工复产复市，强化安全环保和风险防范工作，

千方百计把疫情影响降至 低限度，努力实现黄金行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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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肆虐，黄金矿业、相关金融机构、黄金珠宝企业及各级协会主动作为，建立精准有效

的疫情防控体系，周密部署，组织各方力量布控实施防控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全力

保障职工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踊跃捐款和捐赠各类防疫物资，支援

抗疫一线；全力配合属地社区，守护相助，联防联控；科学研判疫情形势，千方百计创造条件，

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复市；正视疫情影响，深入反思，探索和实践创新之法，指引未来发展之路。

经过艰苦努力，至 3 月底黄金矿山企业复工率就已达到 98% 以上，进入 4 月份已基本全面复工

复产。受疫情影响，今年前三季度，全国黄金产量为 262.93 吨，同比下降 4.51%。黄金珠宝

首饰加工及批发零售企业受疫情影响严重，销量大幅下滑，今年前三季度全国黄金实际消费量

548.09 吨，同比下降 28.66%。疫情引发了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大变局，黄金避险功能凸显，

金价在持续波动中屡创新高，黄金市场行情活跃，黄金交易量大幅上升。今年前三季度，上海

黄金交易所黄金成交量达到 4.95 万吨（双边），同比下降 9.87%，成交金额 18.94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2%；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成交量达到 8.28 万吨（双边），同比增长 16.96%，成

交金额 31.46 万亿元，同比增长 38.88%。

抗击疫情，中国人民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的显著优势，这场抗疫之战在中华民族复兴征途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必将载入史册。在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复市征程中，许许多多平凡的黄金人默默坚守在本职岗位上，用汗水书写初心，

用行动诠释责任，筑起一道抗击疫情的黄金长城，铸就一座团结奋斗的精神丰碑。《中国黄金

行业防疫抗疫社会责任报告 2020》真实记录了我国黄金行业抗疫的艰辛历程，全面展现了黄金

行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精神风貌。黄金人英勇抗疫、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力量，必将推动黄金

行业步入高质量发展之路。

当前，黄金行业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仍面临巨大挑战，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实现行业高质量发展

成为主要任务，黄金行业要按照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保持战时状态、战略定力、

进取精神，团结协作，开拓创新，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与行业发展两大战役，实现黄金行业绿色、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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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十八载，春华秋实谱华章。

中国黄金市场自 2002 年全面开放以

来，迄今已走过了 18 年的发展历程。

18 岁，风华正茂，正如一个充满朝气

的青年，伴随着中国黄金市场的不断

成长和发展，上海黄金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金所）已初步形成了功能完善、

竞争有序、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体

系，逐步实现了由速度规模增长向高

质量发展转变，由以经济效益为重向

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转变，

并积极地担当和践行社会责任。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

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形

势的不确定性对黄金市场的稳定运行

带来严峻挑战。上金所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决

策部署，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积极开展复工复产。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强化政治担当。

上金所上下统一思想认识、统一行动

要求、强化责任落实，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的工作局面。

我们坚持金融为民的服务理念，主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减税降费的方针政策，免

收湖北地区会员及相关机构业务费用，为会员单位纾困解难，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截至上半年，上

䎸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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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所已为广大市场投资者节省交易手续费 2.09 亿元，预计全年将为全市场节省持仓成本 3.96

亿元。此外，上金所创新疫情期间的国内外会员服务和投资者保护工作方式，通过形式多样的

线上宣传、线下宣讲以及会员座谈积极满足市场需求，全心全意做好服务。

我们持续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实施应急预案、及时采取风控措施，密切关注罕见的市

场行情波动，妥善化解市场风险，全力保障交易、清算、交割等各项业务有序开展，切实有效

地维护市场稳定运行。

我们开展精准帮扶，促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认真落实人民银行定点扶贫工作方案，克服

疫情影响，加大对新疆、甘肃等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特色产业的金融支持，帮助贫困地区解

决农产品滞销问题，并依托党建联动平台持续进行扶资扶智。

我们切实关爱员工，筑牢员工防控疫情安全屏障。团结和引领员工共同筑牢抗“疫”坚实堡垒，

表彰先进抗疫榜样、搭建学习交流平台、推进暖心工程等，各项防护措施做到全员全覆盖，为

上金所稳定发展汇聚了强大动力。

风雨同舟共帆进，凝心聚力创未来。当前，国内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上金所与中国黄金协会、

世界黄金协会共同编写《中国黄金行业防疫抗疫社会责任报告 2020》，回顾和记录中国黄金行

业抗击疫情的光辉历程，向全社会客观呈现面对突发疫情的黄金力量、黄金精神、黄金效率。

我们将与黄金市场各方参与者紧密携手，团结合作，以“守望相助”的情怀凝聚起强大合力，

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金融支持的正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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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黄金协会（WGC）总部位于英国，

业务遍及印度、中国、新加坡和美国，

是一家由全球领先且 具远见的金矿

开采公司组成的协会。作为全球黄金

市场的权威组织，我们旨在促进和维

持黄金需求，提供行业领导力。

基于权威的市场洞察，我们开发黄金

支持解决方案、服务和产品，并携手

合作伙伴将我们的想法付诸实践。在

主要市场领域，我们造就了黄金需求

的结构性转变。我们提供有关国际黄

金市场的见解分析，帮助人们了解黄

金在财富保值方面的价值，及其满足

社会与环境需求时所发挥的作用。我

们通过研究全球黄金市场，帮助人们

更好地理解黄金财富保障的特性以及

它在满足社会环境需求中的重要角色。

黄金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

在保证国家、社区和家庭的财务安全

以及促进医疗、环境和通信技术的进

步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公众信任是黄金发挥积极作用的基石。为了维护并加强这种信任，协会制定了《负责任黄金开采原

则》, 旨在建立一个可信的、全面的、被广泛接纳的行动规范框架来保证黄金的开采是健康可持续的，

并符合全球 ESG 原则。黄金开采行业中所涉及的环境、社会和治理等方面的关键性问题都可以基于

这一框架得到妥善处理，包括：道德行为、安全与健康、劳工权利、与社区合作、环境管理、用水、

能源和气候变化、供应链和透明度、参与和问责制等。

䎸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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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新冠疫情突发，很快席卷全球。中国政府采取了果断的应对措施，有效控制了国内

疫情、稳步恢复了生产和生活，为世界各国的疫情防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肆虐的疫情，给各行

各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黄金行业也不例外，但同时，黄金行业也做了大量的抗疫工作。世界黄

金协会中国区在复工复产后第一时间与中国黄金协会和上海黄金交易所沟通，为积极反映黄金行

业面对危机所采取的举措，三方一致同意出版《中国黄金行业防疫抗疫社会责任报告 2020》，

这个倡议很快在黄金行业备受关注并得到积极响应。令人鼓舞的是，疫情虽然带来了困难，却

也为黄金行业按下了转型升级的快捷键，数字、智能、绿色、生态将成为未来黄金行业发展的

趋势特征。

世界黄金协会还在全球范围发起了一系列援助公益项目，该公益项目在中国也取得了积极的进

展。协会已经完成资助湖北的贫困学生重返校园的计划；为帮助深圳的特殊群体康复机构，协

会也捐款捐物；此外，协会还与相关部门合作，计划邀请钟南山院士担任内容顾问，出版防范

新冠肺炎的知识读本和 APP，让更多受众了解和掌握相关的科普知识，积极乐观、科学理性的

对待疫情。

在疫情过后的中国市场，我们预计，结构性变革也将成为中国金饰行业未来两三年的发展主题。

世界黄金协会 新的《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更多新技术、新平台会应用到现实场景中去，

创新的产品将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者。随着今年金价的高涨，黄金的表现远远好于其他主流资

产，这并不是昙花一现。正如我们在《近期的金价：驱动，展望以及中长期支撑因素》中指出的，

从中长期的角度看，人民币黄金的回报率超过了国内的债券、商品以及现金资产，仅次于股市。

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所引发的危机，进一步凸显了黄金作为战略资产配置及风险对冲工

具的作用。

目前，疫情防控已进入常态化，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世界黄金协会将联合更多合作伙伴，履行

应有的责任和义务，继续致力于黄金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结构性变革，推进该行业的健康发展

和积极参与整个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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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5 日，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卢进前往中金珠宝旗舰店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黄金在人类发展史上一直担当诚信、公正、恒定的角

色，向世人宣示着责任的本质内涵。面对来势汹汹的

新冠病毒疫情，我国黄金行业迅速响应，主动担当，

勇战疫情，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诠释黄金责任，

贡献黄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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爢⠔餓⟣㺕露
危难关头冲在前，重任之下有担当。中国黄金集团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积极投身防
疫公益事业，在全民抗疫中贡献央企力量。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卢进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上海黄金交易所将继续贯
彻国家战略部署，在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下，扎实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稳中求进、奋发有为，
积极践行黄金市场的责任与担当，为促进黄金市场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上海黄金交易所党委委员、总经理王振营

山东黄金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千方百计“战疫情、促达产、抢效益”，

整体工作呈现高点起步、平稳发展的良好态势，为扎实推进“六稳”“六保”作出了应有贡献。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玉民

“开发矿业、造福社会”，紫金矿业首先要高度重视员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关注并帮助项目所在地社区人民的健康和防疫问题。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景河

面对后疫情时代的新形势、新挑战，山东招金集团将与中国黄金行业同仁一道，勠力同心，共克时艰，
砥砺拼搏，努力交出一份抗疫大战、业绩大考、抢抓机遇的合格答卷，为中国黄金行业的高质量发
展贡献招金力量！

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翁占斌

抗击疫情严控制、复产复工早行动，圆满完成各项生产经营目标任务，取得抗击疫情和复产复工“双
胜利”，彰显云南黄金集团在“抗疫”中的黄金人担当。

云南黄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王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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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常态化疫情防控持久战和高质量发展攻坚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湖南黄金人的
智慧和力量！

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选祥

突如其来的疫情是检验人心的试金石，在这场防疫抗疫的伟大战役中，无数平凡的“黄金人”挺身而出，
以担当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以责任意识体现人性光辉，是为之记，以飨来者。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金属业务部党委书记、总经理李宝权

世界黄金协会与行业紧密联系向全社会积极反映中国黄金业者抗疫举措的同时，进行了多项公益援
助并取得了良好进展。我们坚信，黄金人定会以黄金之心助力抗疫成功并保障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黄金协会中国董事总经理王立新

峥嵘庚子，新冠肆虐，举国勠力谋大猷；群英争前，万众齐诛，细防严控灭疫凶。

中国金币，义不容辞，使命必达勇担当；抗疫丰歌，鼓舞中华，平安康泰满神州。

中国金币总公司财务总监张明艳  

面对疫情，民生银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勇于担当，通过线上服务为客户提供市场分析、产品与服务，
有效保障客户权益，积极防范市场风险，为维护贵金属市场稳定运行贡献力量。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市场部总经理杨越

疫情面前，勇担责任。作为企业家，坚决与国家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做好防疫，带领全员复苏企业，
就是尽自己的责任，为国家分忧！珠宝人加油！

深圳百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周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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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履行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全面落实“六稳”和“六保”工作任务，全
力以赴夺取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双胜利。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华

至诚于中，真心真金。中矿集团将坚定不移战疫情、保安全、促生产，着力提升经济运行质量、共
享企业发展成果，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地方安定和谐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山东中矿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建波

疾风知劲草 疫情炼真金！

我们黄金行业全体员工，勠力同心，共克时艰，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携奋斗超越风雨兼程。祈岁
月静好，春暖花开，我们挺身而上，负重前行，因为胸中跳动着一颗金子般闪光的心！

灵宝黄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陈建正

把员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建立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长期协调机制。科学防疫，趋利避害，
践行社会责任，助力地方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

灵宝金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军强

秉持共生共长、协同发展理念，践行责任，回报社会，赤诚之心，铸炼真金。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吕晓兆

越是困难时刻，越能见证守望相助的真情；越是紧要关头，越要凝聚同舟共济的力量。黄金人在疫
情面前奉献了大爱，彰显了社会担当，恒邦股份也在其中贡献了一份力量，我们愿一如既往，也将
勇往直前。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总裁曲胜利

爢⠔餓⟣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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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更是社会责任的积极承担者。疫情是历练，更是挑战，菜百公司一手
抓防疫，一手抓经营，落实“四方责任”，为防疫及复产工作做出积极贡献。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赵志良

与全社会一起同心抗战疫情，群防群控，勇于担当社会责任，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梦金园黄金珠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忠善

上海豫园珠宝时尚集团致力于营造 FC2M 有机生态圈，在抗疫中为合作伙伴提供资金、物资帮助，
共克时艰；在公益捐助、稳岗就业等方面积极作为，承担社会责任。

上海豫园珠宝时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震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我们将努力稳定就业岗位，带领企业奋力拼搏、力争一流，
同全体员工携手共渡难关，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深圳市翠绿首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万洲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面对疫情，“中国黄金”快速反应，闻令而动，精准施策，勇担责任，
在抗疫复工中发挥“顶梁柱”作用，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贡献“黄金力量”！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雄伟

疫情当前，奋斗的路途艰险且远，然而绵薄之力亦可磅礴成山海，微光成炬，能穿透阴霾；向光前行，
必走出黑暗。“大爱齐家、为国为民”是粤豪一直秉承的人文精神，只要我们心手相牵，必能踏平
坎坷成大道，共克时艰渡难关！

深圳市粤豪珠宝有限公司总裁周德奋

阻离病毒，凝聚同心，科学抗疫，积极防护！同心同向，克难奋进，萃华珠宝公司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与各方通力合作，坚决助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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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和“9·11 恐怖袭击”、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等大事件一样，都引

发了国际黄金市场的急剧震荡、金价大幅飙升。2020 年 8 月黄金价格升破 2000 美元 / 盎司，

创下历史纪录。这些事实都验证了黄金在应对战争灾变、金融危机、通货膨胀中所表现出的

避险、保值、保障金融安全的重要作用和不可代替性。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政治、安全

形势会更加动荡不安，预示着黄金将在重构全球格局、促进全球经济社会有序发展中扮演至

关重要的角色。

我国黄金行业始终肩负着发展黄金生产，繁荣黄金市场，增加黄金储备，维护金融安全，为

人民币国际化强力“增信”的任务和使命。面对疫情来袭 , 黄金行业全体干部职工胸怀大局，

勇于担当，团结协作，攻坚克难，扛起防疫抗疫、复工复产的责任，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以

黄金人的品质和责任守护职工群众的健康和生命、维护黄金行业的稳定和谐发展。

疫情初期 , 全国黄金生产受疫情影响出现大幅下降，一季度全国黄金产量 82.633 吨，同比下降 10.93%。随后在国家
迅速有效的统筹部署下，黄金企业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双向推动工作。二季度，全国黄金产量 87.436 吨，
环比增长 5.81%，三季度全国黄金产量已达到 92.862 吨，环比增长 6.21%。1-3 季度全国黄金产量 262.93 吨，仅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4.51%，黄金生产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氋䞔⛓♴랕ꆄ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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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黄金集团坚定站在疫情防控第一线，认真制定和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率先复工复产，积极

捐款捐物，支持地方疫情防控工作，以自身的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和带动力，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稳定行业运行发展贡献力量，彰显了行业顶梁柱的责任和担当。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努力克服黄金消费市场萎缩、资金链和供应链承压等多重困难，捐资捐物驰援一线，严密防控

疫情，积极推动复产复工，创新营销模式，提升服务，稳生产经营、保就业岗位，努力把疫情

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 低限度。

2020 年 1-9 月份，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成交量达到 4.95 万吨（双边），同比下降 9.87%，成交金额 18.94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2%

黄金珠宝首饰业受疫情冲击较大，2020 年前三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 548.09 吨，同比下降 28.66%。一季度全国黄金消
费量 148.63 吨，同比下降 48.20%。进入二季度，随着疫情防控态势持续好转和各项促消费政策落地生效，黄金消费量
有所回升，达到 174.66 吨，环比增长 17.51%。三季度全国黄金消费量达到 224.80 吨，环比增长 28.71%

2020 年 1-9 月份，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成交量达到 8.28 万吨（双边），同比增长 16.96%，成交金额 31.46 万亿元，
同比增长 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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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矿业新疆阿舍勒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锦丰矿业有限公司选矿厂

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大尹格庄金矿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三山岛金矿

复工后的深圳市百泰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加工车间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推出“中国加油”抗疫主题投资金条

顾客在复工后的菜百股份总店选购黄金珠宝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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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发挥引领推动作用，动员全行业全力以赴投入防疫抗疫，促进企业有

序复工复产；倡导黄金企业之间团结协作、相互体谅、相互帮助、共渡难关；发出倡议书，号

召黄金企业为抗疫一线捐款捐物，积极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工作；深入了解会员单位在疫情期间

的生产、生活方面情况及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及时向政府部门反映，为国家精准制定针对疫情

的企业帮扶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中国黄金协会、上海黄金交易所、世界黄金协会高度重视和关注黄金行业抗疫工作，通过发布

倡议书、举办论坛、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等多种形式，总结交流黄金行业防疫抗疫、复产复工的

经验和做法，宣传在抗击疫情中涌现出的感人事迹，树立正气，激发活力，助力黄金行业打赢

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

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众多商业银行和相关市场机构迅速行动，科学实施防疫抗

疫举措，开展多种形式公益行动支援抗疫一线 , 确保黄金市场交易安全畅通，积极稳妥应对突

发事件，在危机关头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良好的应急处置能力。切实提升对会员单位

和投资者的服务，主动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方针政策，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维护

国家金融安全、为黄金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上海黄金交易所交易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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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 日，山东黄金集团召开“战疫情 促达产 抢效益”誓夺首季开门红动员大会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黄金行业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企

业党组织发挥引领和战斗堡垒作用，切实扛起防疫抗

疫责任，周密部署，精准施策，凝聚群团力量，广泛

组织动员职工群众，筑牢防疫抗疫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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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㕂랕ꆄ꧋㔙党委把关掌舵，领导靠前指挥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按照国资委党委部署，迅

速行动，1 月 23 日下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27 日

召开党委会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28 日成立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卢

进任组长。要求集团所属企业顾全大局，坚决服

从党中央统一指挥，坚决服从地方党委、政府的

安排，坚决贯彻集团公司要求，切实加强疫情防

控纪律性。集团及下属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务必要

坚守岗位、靠前指挥。非常时期要有非常之策，

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对贯彻部署不力，对不

敢担当、作风漂浮、推诿扯皮的，要追究直接责

任人的责任。全集团要上下一条心，严防死守 , 

确保 5 万余名员工的生命健康安全，确保企业

安全有序发展，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根据国资委的要求，中国黄金集团开展境外疫情风险排查，全面摸清境外机构（项目）的基本

情况，检查和部署应急处置措施和防疫保障工作，严防疫情发生。

2020 年 1 月 28 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

治保证的通知》, 黄金行业迅速部署、立即行动，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

1 月 23 日，中国黄金集团党委向全集团印发通知，要
求各企业、各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并对防疫抗疫
具体措施作出要求

中国黄金集团总部对境外项目疫情防控工作进行视频巡检

絡皂鿈縭礵ⲥ倶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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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ꆄ䨾强化政治担当，坚决扛起疫情防控责任

为坚决守住疫情防控和安全稳定防线，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 , 统筹推进复工复产相

关工作，上海黄金交易所党委积极作为，迅速行动：1 月 23 日，上金所党委成立应对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应急工作方案，从交易、清算、交割、系统运维、国内国际会员服务、

办公秩序等多环节细化应急方案，组织开展模拟演练，确保春节后开市平稳运行。上金所党委

第一时间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按照人民银行的要求，切实发挥党建工作的引领带动

作用，密切关注境内外黄金市场价格波动情况，妥善应对市场风险；及时向投资者发布市场风

险防范提示，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迅速出台了多项举措，帮扶湖北地区会员减免会员相关业

务费用，共计 1100 万元，帮助疫情严重地区会员单位渡过难关。

2 月 27 日，上金所召开党委专题扩大会议，安排部署疫情防控和复工复市工作

4 月 23 日，上金所党委书记、理事长焦瑾璞同志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讲授专题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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稘ꆄ瀤⚌꧋㔙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境内外企业共抗新冠疫情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党委书记陈景河亲自挂帅，科学

研判，早作部署，召开多次疫情防控专题会，要求公司党政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号召基层

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取得了防控疫情和生产经营重大成果。

针对日益严峻的国外疫情，紫金矿业集团积极促进国内抗疫经验在境外项目地的推广，各级管

理干部提前返岗指挥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广大员工坚守在岗位、奋战在一线，以实际行动彰

显紫金人甘于奉献、敢于担当的可贵品质。

2 月 2 日 , 紫金矿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景河召开党委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㿋⚎랕ꆄ꧋㔙坚持疫情防控与生产经营工作两不误

山东黄金集团党委把疫情防控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来抓，建立疫情常态化工作机制，成立以党委

书记、董事长陈玉民为组长的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确保集团疫情防控不放松。2 月 7 日，

山东集团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进一步部署企业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工作，陈玉民

要求集团上下提高政治站位，压实主体责任，全面摸排企业人员情况，做好员工健康监测，坚

持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工作两不误。

山东黄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玉民到基层企业调研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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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㕂⽪ꛥ鸣䋏䚪Ⱆ垂直化和属地化相结合，打出全力战“疫”组合拳

⚥㕂䊨蒌꧋㔙建立“点对点”疫情分工责任制，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㿋⚎䬸ꆄ꧋㔙制定疫情防控责任制和奖惩制度，确保防控政策落实到位

面对公司员工人数超 2 万人且遍布全国 11 个城市、分布较为分散的情况，中国印钞造币总公

司党委采取垂直化管理和属地化管理相结合办法，构建起总公司和所属公司、各单位和各部门

各岗位人员职责分明、举措严密的战“疫”防护网。总公司党委要求下属各企业全力保障干部

职工口罩、消毒液等防疫防护物资，每日统计上报职工疫情防控信息、异地返岗信息等，将疫

情防控工作的责任逐级压实到各级党组织，将工作纪律传达到每一名干部职工。

中国工艺集团党委成立以党委书记李晶为组长的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建立“点对点”疫情分工

责任制，集团领导分工负责督导二级公司防疫抗疫工作，对疫情状况执行“零报告”、“日报

告”制度。集团党委建立疫情防控微信工作群，并通过中国工艺集团微信公众号宣传上级重要

精神和疫情防控知识，确保全系统员工提高疫情防控的意识，指导日常行为。

2 月 25 日，招金集团党委成立了党委书记、董事长翁占斌任组长，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永

胜任副组长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和部署集团公司新冠疫情防控各项工作，领导

小组下设工作专班，每天通过现场会或在线会议等形式，及时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迅速建

立起集团公司疫情防控指挥体系，领导和推动疫情防控工作有力开展，统筹推进科研生产任务

有序进行。

招金集团党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广大党员干部勇于担当、主动作为，

加强防控工作的研究部署和组织协调，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建立起组织有

力、响应及时、运转有效的群防群控工作体系，为职工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提供坚强保障。

2 月 3 日，山东招金集团总经理刘永胜到招冶公司督导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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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中国黄金协会、上海黄金交易所、世界黄金协会召开会议，共同研究筹划《中国黄金行业防疫抗疫社会责任
报告 2020》编撰工作

⚆歲랕ꆄ⼸⠔发扬国际合作精神，
助力中国抗疫事业

世界黄金协会积极主张加强国际合作，共同

抗击全球疫情，宣传中国黄金行业抗击疫情

进展和做法，提出记录中国黄金行业抗疫经

历、让全球黄金业分享中国经验的建议，经

中国黄金协会、上海黄金交易所、世界黄金

协会商议，决定共同编写出版《中国黄金行

业防疫抗疫社会责任报告 2020》。

世界黄金协会在中国开展以“黄金之心”为

主题的公益活动，开展了广泛的疫情防控教

育活动，让更多受众了解和掌握新冠肺炎防

护方面的科学知识；援助湖北贫困生完成高

中学业，其中一名受援助学生今年被北大录

取；捐助地方康复机构和重点扶贫学校的学

生得到更好的防疫保障。希望所有人都能怀

有一颗黄金般的心，用纯粹、奉献、真诚和

庄重的态度，筑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坚固

堡垒。 

⚥㕂랕ꆄ⼸⠔引导企业科学精准防
疫、有序复工复产

1 月 30 日，中国黄金协会向全行业发出了《中

国黄金协会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倡议

书》，号召广大会员单位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

作，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压实责任，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因企施策 , 科学精准推进复工复产，

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全行业同舟共济，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双线战役”。

为深入了解会员单位在疫情期间的生产、生活

方面情况及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中国黄金协会

针对黄金行业 35 家重点黄金企业进行了跟踪

调研，撰写了 5 份调研报告，及时向工信部

等部门反映行业情况、企业诉求，为政府精准

制定企业帮扶政策提供依据。

4 月 28 日，中国黄金协会与上海期货交易所

联合举办 2020 年一季度黄金行业运行情况暨

疫情下黄金珠宝业发展论坛，共同分析探讨疫

情对黄金珠宝行业的深刻影响与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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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4 日，四川省黄金协会深入部分会员企业调研，了解企业复工复产情况，指导企业工作

♳ꆄ䨾齐心协力共抗疫  志愿服务耀金辉

ぐ㖑랕ꆄ⼸⠔齐心协力抗击疫情，为复工复产添动力

疫情期间，上海黄金交易所开展“志愿服务耀金辉”系列活动，第一时间制作完成了“众志成

城抗击疫情——防控知识宣传”电子资料、“抗击疫情 争当先锋”倡议书，为武汉抗击疫情

白衣天使录制加油短视频，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复工后，上金所团委组织青年志愿者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对进入办公区域的人员实施体温

检测，把好第一道关口。青年员工们自发成立志愿服务队，每天前往食堂取餐，并做好分送服

务，确保员工就餐安全，体现了互助友爱的团队精神。

为及时摸清疫情对行业的影响情况，广东省黄金协会在会员单位中开展问卷调查，将问卷反馈

的共性问题形成报告，呈报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

湖南黄金协会向会员单位发出了《共同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倡议书》，号召各会员

企业坚定信心，履行社会责任，严密防控，确保行业安全、有序、健康发展。

山东、河南、辽宁、

广东、四川、广西、

湖南、上海等省（区、

市） 黄 金 协 会 按 照

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要

求，推动黄金企业落

实疫情防控各项措

施，支持企业有序复

工复产，组织捐款捐

物，助力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

党有号召，群团有行动。各单位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在防疫抗疫工作中的

重要作用，发挥协同效应、形成强大合力，党建带群团，共同投入到疫情阻击战。

疫情肆虐，时刻牵动着黄金行业广大共青团员的心。共青团组织迅速组建起青年突击队、志愿

服务队，加入防疫抗疫行列，用实际行动谱写青春赞歌，贡献青春力量。

䶀䩛䫒氋�ꫬ僱偽䜼

纈㔙⼸⡲⠍䘋䧭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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稘ꆄ瀤⚌꧋㔙㔙㨼组建爱心家教帮扶团，用心辅导职工子女

鴨㸌䱗㿋嚁组织青年服务队慰问防疫值守人员

廩⽂랕ꆄ꧋㔙㔙㨼发动青年团员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

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团委积极组织志愿者队伍投身疫情防控工作，发动公司党员、金榜生、

团员和紫金中学老师志愿者组建“一对一”爱心家教帮扶团，对派驻海外员工的即将参加中高

考的子女进行线上、线下辅导，截止 2020 年 7 月累计辅导时长约 900 余学时，27 名中考学子、

16 名高考学子因此受益。

2月14日，辽宁排山楼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公司青年志愿者服务队9人，赴韩家店、新民、

扎兰营子等 6 个村镇的防疫值守点开展慰问服务，送去热水、茶叶、消毒液等。2 月 19 日，

公司组织有序复工，青年志愿者担任通勤车专职防护监督员。

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团委号召集团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到抗击疫情的重大任务中。团

委充分发挥团员青年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通过组织“学雷锋”、“青年突击队”、“防疫志

愿者”等活动，参与体温监测、关爱员工、值守防疫通道等工作。

排山楼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慰问防疫值守点

上金所青年志愿者在办公区域开展测量体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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ⰻ褐〢㣖䎂瀤⚌群团拧成一股绳，共同保障企业复工复产

し卌嵳尲랕ꆄ瀤⚌冲锋在战“疫” 前沿的应急救援青年突击队

屎⽂⚥⾲랕ꆄⲅ捃⾊青年职工撰写文稿，积极宣传抗疫先进事迹

蝲涰肅⟧发动青年团员为低保重残青少年募集爱心款

为保证疫情防控和返岗人员快速有序上岗，内蒙古太平矿业有限公司党工团联防联动，按照防

疫和返岗生产相关要求，工作人员加班加点设置了隔离区、观测室，对返岗人员进行全面摸底

排查，检测体温、登记基本信息、隔离观察。

吉林海沟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海沟救护队为主体，成立了“海沟防疫抗疫应急救援青年突

击队”。青年突击队建立了规范的人员隔离、体温监测制度，对公司返矿人员和施工队返矿人

员进行全面排查和跟踪管理。截至 7 月份，青年突击队累计出勤 129 次，出勤队员 224 人次，

完成各类场所消杀总面积约 50000 平方米。

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青年职工积极承担起厂区消毒消杀和职工上岗前体温检测工

作，坚决守好公司防疫第一道关卡，同时团员青年发挥自身优势对防疫工作进行舆论引导，积

极撰写抗疫宣传稿，累计约50余篇，大力宣传公司防疫抗疫模范人物事迹，凝聚人心，鼓舞斗志。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青年突击队”，对公司区域进行严格消杀工作，保障顾客

和员工的健康安全；还广泛发动团员青年参与“抗击疫情·希望同行——希望工程低保重残帮

扶行动计划”，为低保重残青少年募集爱心帮扶款，仅 3 天时间就获得 284 人积极响应，筹

集捐款 1.1 万余元。

吉林海沟黄金矿业防疫抗疫应急救援青年突击队员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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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ꆄ䨾“暖心工程”筑牢抗疫坚实堡垒

稘ꆄ瀤⚌꧋㔙工会为 153 名外派员工送去温暖

㿋⚎랕ꆄ꧋㔙工会为员工提供理发服务

疫情发生后，上金所始终把员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克服种种困难，划拨专项资金，

千方百计多渠道筹措疫情防控物资，购置口罩、消毒液等，切实加强员工安全保障。针对疫情

期间员工理发难问题，工会组织定期上门理发，服务员工。工会先后开展“小家大爱、同心抗疫”

美术作品征集、三八节线上“居家抗疫、巧手添彩”烘焙讲座、六一节“防疫有我 爱卫同行”

答题以及“和谐家庭 亲子时光”等活动，倡导文明家风，凝聚家企合力。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十分关心外派员工疫情期间的家庭生活状况，对家庭存在困难

的 153 名外派员工建立工作台账，以致慰问信、发慰问金、入户到访等方式传递企业温暖。

疫情期间，街区理发店停业对职工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机关工会从疫

情防控和解决员工实际困难出发，为集团员工提供理发服务，受到员工欢迎。

山东黄金集团机关工会在疫情期间为员工提供理发服务

各级工会履行服务职工、关爱职工的工作职责，关心关爱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主

动服务防疫抗疫大局，为遏制疫情扩散、推动复工复产贡献工会力量。

䊨⠔⚹䫒氋♧絁➃プ鷐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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㿋⚎랕ꆄ꧋㔙深入“双报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屎⻌ꆄ⾊䂮工会发挥纽带作用，做好防疫宣传、关爱职工工作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驻济机关党组织 280 名党员组成了 28 支志愿者服务队，深入指定“双

报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服务队安排专人与社区沟通，了解社区需求，做好执勤排班工

作，并在第一时间购置疫情防控所需的医用口罩、手套等防控物资，助力社区疫情防控。

河北金厂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会积极宣传防疫知识，传递 新疫情防控措施，通过矿区广播

站表扬公司抗疫优秀员工，对返矿员工做好健康监测、行踪摸排等工作。

河北金厂峪公司抗疫防疫志愿者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根据党中央提出的“把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的指示精神，黄

金企业认真践行社会责任，全力支持配合属地社区，认真做好疫情联防联控工作。

山东黄金集团深入“双报到”指定社区，开展“助力社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活动

ꂁざ爢⼓翫翫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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㿋⚎䬸ꆄ꧋㔙开展社区防疫工作，筑起社区“防疫墙”

⚥ꆄ鳒撑武汉公司主动请缨，免费提供辐照灭菌服务

抳㹈랕ꆄ꧋㔙成立临时党支部，分片做好 6 小区防疫工作

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员工积极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工作，鼓励集团在职党员组建志愿者服

务队，为社区居民分发口罩、配合社区做好灭毒消杀工作，积极开展防疫宣传，筑起社区“防

疫墙”，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身处疫情重灾区的中金辐照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公司向当地政府部门主动请缨，争取提前复工，

“全天候、不间断”免费为疫情防控急需物资辐照灭菌。公司先后为部队武汉后方基地、海关、

医疗器械厂家、进出口公司等单位的 4800 套防护服、22 万只医用口罩、188000 只手套、

4320 箱医用纱布以及 10 多吨肉类制品进行辐照灭菌，因此免去的辐照灭菌费用达 15 万元。

河南灵宝黄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山分公司的员工及家属 1000 余人分布在灵宝市区有崟鑫家

园、藏珠小区、黄河楼枪马家属楼等 6 个小区，位置分散，管理难度较大。1 月 29 日后，南

山分公司立即启动对社区紧急防控工作，成立“战疫情”临时党支部，并从分公司抽调 25 人

为小区值班员，党支部委员赵建霞为防疫督导联络员，和另外 5 名委员各分包一个小区，签订

防疫责任书，分头落实防控工作。

3 月 20 日，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王晓杰（左五）带领党员志愿者服务队来到招远市金凤社区配
合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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屎⻌ꆄ⾊䂮Ⱆ

廩⻌♲ꚙ累计参与社区（村）疫情防控工作 7322 人次

2月10日，湖北三鑫金铜股份有限公司党委组织党员干部职工走进社区，参加属地社区疫情宣传、

值守等防控工作。公司累计参加“双报到”250 人，分布于黄石城区、大冶市 78 个社区（村），

累计参与社区（村）疫情防控工作 7322 人次；公司还对党员相对比较集中的和平社区、铜草社

区、株林村三个值守点，派出了 17 名扶贫专干、生产骨干、退休党员参与到薄弱环节卡口的全

天候值守。

灵宝黄金南山分公司督导联络员赵建霞向抗疫小组值班员布置疫情排查工作

河北金厂峪公司后勤保障部和保卫大队密切配合，做好迁西金厂峪家属院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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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三鑫公司选矿车间团员尹梦琦为小区居民采购生活物资

蝲涰肅⟧选派党员下沉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积极响应区委和上级党委号召，2 月起共选派 10 名党员

下沉马连道社区，协助开展防疫工作，公司党员为社区 4000 多名居民办理出入证，并执行社

区站岗执勤、测量体温、检查出入证件和社区消毒杀菌等工作，保障社区居民的生命健康安全。

㸝䗩㣖䎂瀤⚌ 㣪淼尲瀤⚌Ⱆ

2 月 7 日，安徽太平矿业有限公司员工志愿参与驻地村庄
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期间，中国黄金集团夹皮沟矿业有限公司配合吉林舒
兰社区设立防控卡点。图为公司职工对辖区过往车辆乘坐
人员进行扫码登记测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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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ꆄ䨾党支部、志愿服务队急基层所急，助一线防疫

廩⽂랕ꆄ꧋㔙下属企业党支部抽调精干力量全力抗疫

上海黄金交易所各党支部组织动员广大员工迅速投身到疫情防控一线，视疫情为命令、以防控

为己任，涌现出了一批政治坚定、冲锋在前、无私奉献先进集体和优秀党员。上金所基层党支

部认领了黄浦区外滩街道“微心愿”服务项目；及时筹集防疫物资，送到外滩街道社区工作者

手里，并赴黄浦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向一线环卫工人送上口罩；深入开展“结对百镇

千村，助推乡村振兴”行动，赴崇明运南村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困难学生，用爱心善意帮助弱

势群体实现生活梦想、共渡疫情难关。

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到战疫生产

两不误，有力彰显国企担当。集团子公司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现代城小区等 13 个社

区设立临时党支部，抽调 100 余名精干力量组成疫情防控队，对所辖片区实行 24 小时三班制

值守。集团子公司新龙矿业共划分联点责任区 110 个，201 名党员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黄金行业广大干部职工在艰巨任务面前不畏缩、不后退，以大无畏精神气概投身到一线抗疫工

作中，党员干部挺身而出，率先垂范，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誓言。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

许多普通却不平凡、可爱更加可敬的人以实际行动生动展示了黄金人的真诚与担当。

ぐ紩⯳絆絉瘰饰氋䫒氋㗏㔿㜃㘠

♧絁䧶氋✰⨞邍桧

湖南黄金集团宝山矿业公司党员志愿者深夜坚守宝山矿业矿区疫情防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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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辰州矿业党员志愿者在疫情期间对辖区来往车辆人员进行防疫检查

内蒙古包头鑫达选冶厂党支部抗疫防疫突击队

ⰻ褐〢⺫㣢ꚙ鴪党员接站车队保障公司员工安全返岗

稘ꆄ瀤⚌꧋㔙物流系统党支部扛起物资采购供应责任

内蒙古包头鑫达黄金矿业公司设立车队党员先锋岗，担起公司返岗人员接站重任。杨俊平、郝

志强、朱登辉等党员同志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的责任担当，全天候坚守战“疫”第一线，共出

车 130 余次，将 200 余名返岗人员安全送到指定观察点。

面对疫情爆发初期物流受阻、防疫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流系统

党支部，率领全体党员和员工 250 余人开展防疫物资紧急采购。大年初二就蹲点口罩生产企业，

努力为公司员工及时采购防疫口罩，保障员工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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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新冠疫情将湖北三鑫金铜

股份有限公司采矿车间党支部书记陈

国标和家人困在了老家湖北大冶株林

村。面对日益严峻的抗疫形势，陈国

标主动与当地村委会、驻村干部联系，

请求加入当地疫情防控工作中。陈国

标每天准时与村防疫工作人员一起并

肩战斗，认真做好入户宣传、村口设

卡、执勤巡逻等各项防疫工作。

陈国标的儿子陈凯今年 26 岁，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疫情发生后陈凯同样义无反顾加入村里

的抗疫工作组。在协助完成日常防疫工作的同时，陈凯还通过微信平台进行疫情防控知识宣传，

呼吁大家少聚集、不信谣、不传谣。在近半个月时间里，陈国标父子累计劝返劝散 100 余人次，

上门入户宣传 50 多户。

李光在湖北省黄梅县黄梅镇刘塘社区农贸小区进行消杀工作

廩⻌溁㕂餴㨼랕ꆄ⸅勇于担当的好干部 — 李光

銯鿈랕ꆄ未雨绸缪、坚守岗位的黄金人 — 扈彦平

廩⻌♲ꚙ抗疫一线的父子兵 — 陈国标、陈凯

湖北省国资委黄金办二级调研员李光在春节

期间回黄梅老家照顾重病父亲。接到湖北省

委通知后，李光立即赶赴黄梅镇刘塘社区投

入防疫工作。黄梅镇党委任命李光为刘塘社

区农贸小区临时党支部书记，李光召集农贸

小区党员成立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带领小组

成员每天到小区住户家庭监测体温，指导小

区完成消杀工作并保障小区的生活物资供应，

还将自家医护口罩和消毒液等防护物资捐献

出来，赠送给防疫小组的同志使用。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企业西部黄金冶炼厂副厂长扈彦平在春节期间坚持留守岗位。1 月

24 日，在新冠疫情初期，扈彦平就开始采取多种防控措施保护厂区安全。扈彦平带领在岗职工，

紧急采购防疫消毒物资，同时将厂里原有的工作口罩和酒精等物资集中起来，作为防疫物资储

备，克服了人员紧张、物资短缺、运输不畅等种种困难，确保冶炼厂疫情防控和安全投入生产。

Ⱏ❡⯳プ桧⯓㘌薴䩳饰䫒氋偫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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菔字涰岲勇挑抗疫重担的女战士 — 龚丽芬

屎⽂⚥⾲랕ꆄⲅ捃⾊连续奋战 54 天的后勤保障岗老党员 — “仝师傅”

⚥ꆄ棟㹈公司微商城平台的运营保障者 — 杜俊平

春节期间，因担心返程道路受疫情影响被封闭，杭州航民百泰首饰有限公司党员龚丽芬在正月

初四就提前从老家返回公司，并立即投入防疫工作。龚丽芬积极做好公司员工健康状况统计和

上报工作，做到所有员工健康监测不遗漏。为保障公司顺利复工复产，她一方面积极向当地政

府上报复工复产相关材料，为企业争取政府出台的惠企政策；另一方面积极与外地员工联系沟

通，安排外地员工安全返程，并组织接站服务工作。

拥有 36 年党龄的仝西京，

是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

责任公司的一名食堂管理员，

他在疫情发生后主动放弃休

息，连续在岗 54 天，累计

工作 600 余小时。在岗期间，

仝西京严格把控食材采购、

加工等各个环节的防疫消毒

关，严格执行食堂分段分桌

错峰就餐的规定，坚持为需

要的职工熬制中药，增强一

线职工抵抗力。同时认真做

好公司返岗隔离人员的服务，

每天定点为隔离人员送去营

养餐和生活必需品。

杜俊平是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

有限公司微商城平台的技术保障支持

负责人，为了尽快使公司微商城平台

顺利上线，减少疫情对公司线下门店

销售造成的损失，他带领团队成员加

班加点工作，在 48 小时内完成平台架

构搭建和内部测试，2 月 19 日中国黄

金官方微商城正式上线运行。短短两

天时间，中国黄金微商城实现成交额

200 多万元，吸引注册会员 8000 多人。

疫情期间，仝西京在审核食材供应商资料

杜俊平在疫情期间坚守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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廩⻌뚃瘇㿋王新民等 6 名退休老同志组成防疫消毒组

㿋⚎랕ꆄ♲㿋䀙ꆄ瀤职工健康的守护者 — 赵春伟

㸝䗩㣖䎂瀤⚌“火线”入党的两名抗疫先锋 — 杜丽君、毛思帅

湖北鸡笼山黄金矿业有限公司退休老党员王新民，带领 6 名退休职工组成公司防疫消毒组。公

司消毒区域分散、面积大，消毒组成员虽然都已年过花甲、行动不便，但他们毫无怨言。6 位

老同志每天背着 40 多斤的消毒液喷雾器在公司各个楼层上下穿梭，仔细消毒 4 个小时，保证

12 点前完成公司全面消毒工作。

疫情期间，安徽太平矿业有限公司职工杜丽君奋战在公司驻地村党支部疫情防控 前线，认真

做好村民健康检查和疫情隐患排查工作；职工毛思帅顶住疫情期间井下作业工人严重不足的巨

大压力，坚守在井下值班现场，维护井下生产系统的正常运行。两名同志的先进事迹得到公司

党委肯定，两人被突击发展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三山岛金矿综

合门诊部主任赵春伟在疫情发生后，直接入住

矿区门诊部。每天早上 7 点前，赵春伟带领同

事们早早站在班车点前，等待为上班同事做体

温监测。为了摸清外地在矿人员的健康情况，

赵春伟亲自上门关心、指导他们的隔离生活，

每天往返两次对分散在三个酒店的省外返莱员

工测量体温。
赵春伟被山东省国资委授予省属企业疫情防控先进个人

2 月 26 日，安徽太平矿业公司杜丽君、毛思帅因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火线”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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蔼㽲暵ꆄ刦抗疫一线的“红色娘子军”

銯诡⼶岲륫坚守一线保生产的选矿厂副厂长 — 刘建伟

苏尼特金曦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综合办公室档案管理员萨日娜是一位蒙古族姑娘，在得知公

司疫情防控人手不足时主动放弃春节休假回到岗位，并与公司健康安全环保部孙艳华、人力资

源部孙娜组成 3 人防疫小分队。她们第一时间详细摸排全公司范围内在岗人员及家属信息，及

时上报各类监测数据和报表，做好职工群众后勤工作保障，保管发放防疫物资，落实好返岗人

员居家隔离措施，用爱心和行动守护着公司职工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被誉为抗疫一线的

红色娘子军。

西藏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甲玛矿区选矿二厂现有干部职工375人，春节期间休假100余人，

原本春节后返岗的职工由于疫情推迟了返岗时间，导致二厂维修、电气等岗位人员严重紧缺。

刘建伟副厂长号召在岗职工克服困难，多担责任，多扛任务。为保证选矿流程顺畅，刘建伟行

走在各个车间，仔细询问设备运转情况，及时解决排除各种问题，保证了公司生产目标顺利完成。

鴨㸌䱗㿋嚁勇担抗疫保产重任的精选厂工段长 — 王兴伟

春节伊始，为保证公司一季度取得生产开门红，辽宁排山楼黄金矿业公司精选厂工段长王兴伟

主动要求驻厂值班。作为精选厂党员突击队负责人，王兴伟及时向在岗职工传达公司疫情防控

要求，要求工友规范佩戴口罩、定时消杀通风、勤洗手、不聚集。带领职工检修设备，保障生

产。在他的带领下，2 月份精选厂累计处理外购矿 4011 吨，金属产量达到 82.6 公斤，为公

司疫期稳产工作做出重大贡献。

王兴伟带领工友一起检修设备，保障疫情期间有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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㿋⚎⚥瀤꧋㔙带头奋战在设备检修一线的党员干部 — 梁超

㿋⚎掆〵ꚙ岲勇挑抗疫重担的新时代年轻人 — 姜林

为保证公司顺利复工复产和安全生产，山东中矿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超迅速成立由机动部、

安监部、生产部组成的检修工作专班。梁超带头深入检修一线，把办公地点临时设在千米之下，

现场调度、现场解决设备问题，在半个月时间里完成 54 个检修项目，为企业下步全面复工复

产赢得了宝贵时间。

预备党员姜林是山东烟台鑫泰黄金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综合保障部的一名普通管理人员，

在部门领导和科室其他管理人员因疫情不能

按期返岗时，他主动担负起了部门值班和疫

情防控后勤保障各项任务。为有效安置返岗

隔离人员，姜林积极与有关部门协调，在公

司废弃的老矿区和老选矿厂设立临时隔离区，

并组织人员对废弃的旧房屋进行修缮，安装

门窗、通水通电、清理场地、收拾卫生等。

在他的努力下，公司疫情防控隔离工作受到

当地政府的高度表扬。

春节期间，西藏华泰龙矿业甲玛矿区选矿二厂副厂长刘建伟（左）选择了留守值班，确保按时完成生产任务

姜林在应对疫情临时隔离区外设立隔离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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Ⱒ昶プ䊨��⥂ꥻ⨴䐀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卢进到锦丰矿业公司调研，慰问井下员工

�黄金企业始终把员工的生命健康安全放在首位，全

方位开展防疫知识宣传，建立防疫消毒、员工体温

检测制度，多种形式开展员工慰问和帮扶救助，传

递企业对员工的关怀与鼓励，让员工在疫情防控和

工作中增添了信心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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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㕂랕ꆄ꧋㔙从严落实员工防护工作，全集团“零确诊”“零感染”

♳ꆄ䨾切实关爱员工，筑牢员工防控疫情安全屏障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集团各企业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明确要求加强疫情防控、确保职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集团各企业履行主体责任，想方设

法保证员工口罩等防疫物资配备，建立员工健康情况报表、返岗人员行程信息统计、外出人

员活动轨迹等台账，加强员工防疫知识培训和健康教育，指导员工特别是基层一线员工做好

个人防护。

上海黄金交易所狠抓疫情防控，多措并举用“心”关爱员工。实施“日报告”制度，及时全

面掌握全体员工健康、出行等具体信息，建立重点地区、重点人员联系制度，与身处湖北的

员工保持密切沟通，关心其身体健康和生活保障情况，并为他们寄去口罩等防护物资。复

工复产后，上金所通过线上会议及远程办公方式有效减少办公场所人员聚集，加大防疫物

资采购力度，分批次分时段安排员工取餐、就餐，严格对办公区消毒通风，确保员工健康

安全。

为保障员工的健康安全，对生产区、办公区、食堂以及厂区内人员聚集场所进行不间断全面消

毒，严格执行每日员工体温检测制度，随时关注员工健康状况。保障防疫物资、防护用品的供

给，为疫情防控提供强有力支撑。

中国黄金集团总部对进入办公区的人员坚持严格执行体温监测、人员登记制度

䔂⻊䫡烁⥂㸝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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㿋⚎랕ꆄ꧋㔙正面引导，增强员工科学防控能力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强化集团上下的信息沟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对员工进行正面引导，

向全员传递防疫正能量。集团所属各企业通过集团内网（COP 平台）、微信公众号、微信群

等方式广泛宣传疫情防控措施及知识，大力倡导“口罩”文明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严禁捕

杀、购买和食用野生动物，提振员工信心，增强员工科学防控意识和能力。

山东黄金集团对每个进入厂区的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健康码查验

上金所理事长焦瑾璞、总经理王振营慰问本单位员工，了解员工的健康状况和工作生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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菔字涰岲小小微信群，凝聚防疫大能量

杭州航民百泰首饰有限公司建立公司防疫管控微信群，快捷传达上级指示精神、部署防控工作。

为重点疫区员工单独建群，动态掌握每位员工的健康、生活情况，做好心理疏导和安抚工作，

指导员工防疫和返工。

饕䂽랕ꆄ全面加强对员工健康安全保护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为员工采购防护用品，通过老挝子公司在当地采购了一万

个口罩紧急运回国内，保证了员工口罩、手套、消毒用品等防控物品的供应。公司全面加强食

堂和宿舍管理，严格落实体温检测制度，要求食堂工作人员必须带口罩、手套上岗，不得使用

来源不明的家禽、家畜，保证食品安全，并增加了餐食抽检频次。

稘ꆄ瀤⚌꧋㔙专家培训，让员工科学防控疫情

㿋⚎䬸ꆄ꧋㔙做好宣传工作，使员工保持健康心态

疫情发生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将集团的防控工作要求、措施以及科学防控有关

知识，通过短信、微信、OA 电子公告、电子邮件等渠道宣贯到每一位员工，同时第一时间启动“零

报告”和“日报告”制度，全面做好疫情防控监测和跟踪。为让员工更加科学防控疫情，紫金

矿业特地邀请海内外专家对员工进行疫情防控视频培训，让员工获得更加全面、权威的疫情防

控专业知识，让员工了解疫情、熟悉防护措施、主动参与防范，科学有效保障自身健康安全。

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认真做好疫情期间宣传动员工作。通过开展视频会议、线上培训、线上

直播、公众号宣传等方式宣传防疫知识和抗疫先进事迹。同时，加强舆情监测管控，做好舆论

引导，引导全员正确对待疫情，做到不信谣、不传谣。通过宣传及疏导工作，使保持员工健康

心态，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

⚥ꆄ餴彂灵活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聚集

中国黄金集团资源有限公司采取网上办公为主、现场办公为辅的工作方式，按照北京市防控要

求，做好到岗人员健康状况监测。到岗人员必须佩戴口罩，保持与其他工作人员 1 米以上间距。

在家办公人员则通过公司 OA 和企业微信等平台完成工作，减少人员接触。



45

廩⽂랕ꆄ峯瀤⚌对所有员工疫情管理信息编号建档

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疫情期间对所有员工建立疫情管理档案，将员工健康证、体检表、

返工及与防疫有关的信息统一纳入档案中，能够快速查询了解员工返岗、近期行程出勤、体温、

健康状况等信息。

湖南黄金洞矿区共设置 10 个测温点，一天两次检测体温

航民百泰厂区做好到访者登记、测温、扫码、询问等登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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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랕ꆄ霃雦ꤎ全员全覆盖摸底排查

绻綁껷껑编制复工手册，保障员工复工安全

ⰻ褐〢瀤⚌安排 50 万抗疫专款，守护员工健康安全

磾韝棟㹈人防物防一体，保障员工健康安全

长春黄金设计院有限公司对所有人员进行全覆盖摸底排查，重点排查有过湖北或其他有病例

持续传播地区旅居史、14 天内与中、高风险等地区人员有接触史等重点人群，分类建立人

员排查清单，动态更新，细化到人。对于正在湖北疫情地区的人员，在疫情解除前暂不安排

返岗。

为确保员工的平安健康和公司的正常运营，深圳市翠绿首饰股份有限公司编制了《翠绿新冠肺

炎防疫手册》，从复工返程提醒、办公区域规范、外来人员管理、用餐注意事项、上下班防御

等多个层面制定详细规范，通过微信公众号向公司全员发布，让员工做好自我防护。

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严格落实领导防控工作责任制，并安排 50 万元专项资金，为员工购买防

疫物资、用品，保证员工安全生产。

深圳市粤豪珠宝有限公司于 2 月 17 日率先开展疫情防控及复产复工演练，出台系列制度

和措施，保障员工健康安全。公司在办公室张贴悬挂防疫工作指南，专门安排一间办公室

作为留观室，每天三次无死角消毒，每天为员工发放两只口罩。公司取消围餐改为一人一桌，

餐厅加装紫外线消毒，食材需经盐水消毒后才能使用。

粤豪珠宝总裁周德奋主持召开复产复工动员会，部署做好防疫物资采购、员工情况排查与统计、防疫措施制定落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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ꆄ♧俒⻊多措并举，避免交叉感染

⚥㕂䊨繠鵳ⴀ〡多种方式降低员工聚集风险

ワ欰欰员工第一 全面防控

为了保护员工健康安全，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多种方式采购口罩、84 消毒液

等防疫物资，员工可以在前台登记领取口罩、消毒，设置废旧口罩专用垃圾桶，采取错峰上班、

值班、轮岗多种形式，确保人员分散办公。食堂严格杀菌消毒，自带餐具或使用一次性餐具，

分时就餐，并间隔一米的防护距离。

中国工美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为减少聚集，避免感染，每日对办公区域进行消毒，办公位置间

隔一米以上，采取网络视频会议、错峰上下班、在各自工位就餐等方式，加强疫情防控工作。

为保证员工安全，周生生集团国际有限公司全面开展疫情防控部署工作。周生生集团每天为员

工配备医用口罩、测温仪、酒精和洗手液等防疫物资，帮助员工做好个人防护。集团采取错峰

上班或居家办公等弹性工作制度，减少到岗人员，切实保障每位员工的健康。此外，周生生还

组织员工开展线上互动和“云”培训，丰富员工“宅”家生活，扩充专业知识。

金一文化食堂单独配餐并将餐食送到隔离员工宿舍 金一文化车间定时消毒，确保车间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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稘ꆄ瀤⚌꧋㔙为外派职工家属赠送防疫物资

2 月 17 日，紫金矿业外派职工家属到集团领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

上金所以《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为蓝本制作网络课程学习材料。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工会作为“娘家人”

心系职工及其家属，当

得悉近 90% 外派职工

家属急需口罩，在集团

防 疫 物 资 紧 缺 的 情 况

下，集团公司工会、外

派职工家属联谊会及行

政部门共同协调调拨，

尽 大努力将口罩交到

了外派职工家属手里。

♳ꆄ䨾开设网络课程 ，加强员工心理疏导

针对疫情可能给员工带来的焦虑、恐惧、抑郁等

情绪，上海黄金交易所及时开通网络课程，以《张

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等专业资料为

蓝本，制作学习材料，通过系列课程，为员工提

供心理疏导，让员工正确看待疫情，提高员工心

理“抗挫力”，坚定抗击疫情的必胜信心。

⚥㕂랕ꆄ꧋㔙主动作为 保障境外员工生命安全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坚决守护好境外员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对境外疫情防控工作统一

部署、安排、调度，指导、督促境外企业（项目）充分掌握、科学预判境外疫情防控工作的严

峻形势，明确防控工作重点。对境外企业（项目）逐一开展风险排查，为境外企业（项目）防

控工作提供有力支持，配齐配足必要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储备口罩、消毒液、防护服、护目

镜、洗手液等防疫物资，定期采购米、面、油、肉类、蔬菜等生活物资，储备莲花清瘟胶囊、

疏风解毒胶囊、肺炎 1 号、阿比多尔、氯喹、阿奇霉素等常用药，对境外物资短缺的情况，集

团进行协调解决、紧急调运。目前，中国黄金境外所属的刚果（布）索瑞米公司、吉尔吉斯斯

坦凯奇 - 恰拉特公司、俄罗斯西 - 克鲁奇公司等企业员工疑似和确诊病例为零。

开展健康理念和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培训，及时为员工提供心理疏导，提高员工自我保护能力。

切实采取多项帮扶措施，帮助解决员工家庭因疫情遇到的实际困难，把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传达

到每位员工，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䗱Ⱒ䙕鷐庛军



49

㿋⚎䬸ꆄ꧋㔙为职工免费发放防疫物资及生活必需品

⚥ꆄ껺度慰问海外员工家属 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为保障在岗职工健康安全，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各企业加大防控急需的口罩、消毒液、

生活必需品等物资采购力度，为职工免费发放防疫物资及生活必需品，为职工免费提供预

防药品。集团公司下属金翅岭金矿为职工发放中药制剂 6000 袋、颗粒药物 1000 盒。

为加强对海外项目员工及员工家属的关心和帮扶，中国黄金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对非洲刚果

（布）、中亚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三个国家四个海外项目的 180 名中方员工国内家属逐

一进行电话慰问，向家属详细介绍境外防疫措施及现状，全面了解家属的生活情况，帮助

解决实际困难，让家属安心、员工放心，消除境外员工后顾之忧。

廩⽂랕ꆄ꧋㔙为员工提供预防中药

根据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 2 个中药预防处方，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集团本

部办公楼 10 楼专门设置了“新冠肺炎”预防中药（2 号方）的饮用点，免费为员工提供

预防药，组织员工们有序自取饮用，为员工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湖南黄金集团工会将熬制好的疫情预防中药送到专设的饮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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㿋⚎掆〵ꚙ岲周到服务，帮助员工度过隔离期

为稳定隔离人员的情绪，山东烟台鑫泰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改善隔离人员伙食标准，安

排车辆和专人为隔离人员代购物品，为隔离人员创造良好的隔离环境，提供周到的服务，

并开展心理疏导和送温暖活动，使被隔离人员感受到公司的关爱和企业大家庭的温暖。

灵宝金源公司将口罩发放到员工手中

蔼㽲暵ꆄ刦帮助员工网购果蔬等生活物品

苏尼特金曦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联合苏尼特右旗电商物流中心，专门为公司职工开通购

买新鲜果蔬及各类生活用品的网络购买通道，将职工所需的生活物资送入矿山，让大家“足

不出矿”，也同样能解决日常生活所需，减少出行风险。

抳㹈ꆄ彂为员工提供 3 万只口罩

在防护物资紧缺的情况下，灵宝金源控股有限公司于 2 月 17 日从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县购

回 3 万只防护口罩，陆续发放到每一名员工手里，筑起职工健康“防护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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ꆄ♧俒⻊不裁员、不降薪 保障员工日常生活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员工无法正常到岗的情况下，坚持不裁员、全额发放工资，

坚持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正常发放福利，保障了员工的日常生活。金一文

化还为员工发放口罩、配备消毒防疫物品、发放防疫补贴，保障员工健康安全。

山东烟台鑫泰公司为隔离职工送去生活必需品

金一文化员工以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投入到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工作中



中国黄金行业防疫抗疫社会责任报告 2020

礵ⲥ倶瘻��㢕䊨㢕❡

6 月 30 日，紫金矿业首趟“点对点”包机护送员工赴刚果（金）返岗的航班平稳起飞

�根据党中央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序复

工复产的决策部署，黄金行业快速行动、精准施策，

在确保疫情防控的同时，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努力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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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企业主动谋划、科学组织、精心实施，着力破解复工复查难点、痛点、堵点，有序推进复

工复产、复商复市。同时进行战略性反思，改进和自我完善，谋求更高层次的发展，更好地把

握未来。

⚥㕂랕ꆄ꧋㔙咬定年度目标，多措并举、精准施策

♳ꆄ䨾严守风险底线，稳步推进各项重点业务，取得新成效

㿋⚎랕ꆄ꧋㔙破解难题全力打赢“双线战疫”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坚定必胜信心，把完成全年既定的目标任务作为抓好复工复产工作的总

要求，以保产业链供应链—保市场主体—保居民就业为主线，抓生产、稳经营，通过加强生产

管理、财务管理、销售创新、稳住重点项目投资、稳住产业链、供应链、积极吸纳就业等系列

措施，推进所属企业复工复产，出台激励性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多增产、多做贡献，尽 大

努力实现满负荷运转，有效克服了疫情的影响，全集团生产经营保持了平稳态势。上半年，

中国黄金集团主要生产经营指标实现“双过半”，利润总额达 7.29 亿元，完成预算目标的

102.67%，净利润 3.09 亿元。

上海黄金交易所全力以赴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做到疫情防控和业务高质量发展两手抓、两手

硬、两手赢。

上金所强化风险管控，保证疫情期间市场稳定，妥善处置疫情引起的市场风险；不断深化场内

业务，研发黄金竞价期权产品；持续创新场外市场业务，推进履约担保型产品建设和多边询价

交易业务的拓展；继续推动对外开放，分步有序推进跨市场合作；坚守服务实体经济导向，着

力提升市场服务水平；加强交割仓储管理，有效提升清算结算水平；稳步推进信息系统建设，

确保信息系统安全高效；深化内部机制改革，优化人力资源体系、完善财务管理、行政管理与

合规体系，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上半年以来，上金所交易规模增幅明显，市场表现较为活跃，

竞价、询价市场均稳中有升，国际业务总体增长较快，会员结构和参与度持续向好。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超前谋划，科学合理调度安排疫情防控期间的生产经营工作，全力打赢

“抗疫情”与“稳生产”的双线战疫。集团各企业优化生产组织，实施灵活用工政策，抽调二、

三线员工充实到生产一线，建立人员返岗日调度和物资供应保障机制，加强地企沟通，主动联

系场所集中隔离外省返回人员，到关卡点接应物资等措施，全力解决人员不足、物资供应紧张

等难题，为企业复工复产打下坚实基础。截止 3 月 20 日，集团累计生产黄金 11.59 吨，完成

年度计划的 25.05%，实现了首季生产“开门红”。

絡皂䲀鵳㢕䊨㢕❡㢕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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稘ꆄ瀤⚌꧋㔙综合施策实现抗疫发展两不误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政科学研判，制定了完整的应对措施，做到抗“疫”工作和企业

发展两不误。针对海外项目，紫金矿业提前布局，专门下发了应对疫情的紧急通知 , 制定了“一

企一策”的应急预案。各海外项目采取加大招聘本土人员、组织“点对点”包机输送人员等形

式，科学、有序组织人员返岗 , 并提前做好 3-6 个月的物资储备 , 加强海外项目武装保卫，防

止偷盗和劫掠，确保生产、建设有序开展，为公司实现全年目标打下坚实基础。上半年，紫金

矿业生产矿产金 20.22 吨，同比增长 5.93%；矿产铜 23.07 万吨，同比增长 34.85%；实现

销售收入 831.42 亿元，同比增长 23.73%，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24.21 亿元，同比增

长 30.64%。

紫金矿业泽拉夫尚黄金冶炼厂厂长丘兴全正在检修生产设备

3 月 2 日，在“战疫情促达产抢效益”誓夺首季开门红动员大会上，山东黄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玉民强调：全体党
员领导干部在特殊时期要勇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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㿋⚎䬸ꆄ꧋㔙坚持“两个不调减”，努力夺回疫情损失

✻⽂랕ꆄ꧋㔙“组合拳”应对挑战，力保发展不停步

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坚持做到“两个不调减”：一是全年产量目标（黄金产量 21 吨、冶炼加

工黄金产量 40 吨、精炼加工黄金 161 吨）不调减；二是全年实现利润达到 10 亿元以上的目标

不调减。为实现这个目标，招金集团通过奖惩和帮扶机制双向发力，加大对提产增效和“双重点”

工作的奖励力度，树立奖优罚劣、表扬先进、激励后进的政策导向，制定“精准滴灌”帮扶机制，

总部帮扶一线工作要持续推进、提档升级，激发全集团上下树立紧迫意识和责任意识，努力把疫

情造成的时间损失、工作损失、发展损失夺回来。

云南黄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打好复工复产“组合拳”，全力做到防控不松懈、发展不停步。

2 月 9 日，集团成立综合安全检查组，领导率队对安全生产条件、安全隐患、疫情防控情况等

进行拉网式安全大检查。为抢抓工期，集团各生产单位坚持春节期间不放假，为稳产超产赢得

了宝贵时间。集团一季度实现总收入 31.19 亿元，同比增加 15.6%；实现净利润 1.65 亿元，

完成全年计划的 75%，同比增加 39.5%。

2 月 10 日，招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翁占斌来到招金膜天调研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工作

2 月 10 日，云南黄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疫情防控与复产复工工作部署会议，建立疫情防控全员责任体系，制定
防控方案和措施



57

紫金矿业首趟“点对点”包机护送员工返岗

山东黄金集团点对点直通车到浙江接返务工人员

稘ꆄ瀤⚌꧋㔙“点对点”包机护送员工赴刚果返岗

㿋⚎랕ꆄ꧋㔙专车接员工分批返岗解决用工难

刚果（金）当地时间 7 月 1 日 12 时 20 分，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趟“点对点”包机护送

的 229 名返岗员工乘坐的航班降落在卢本巴希国际机场 , 这是福建省首家企业以国际客运包机形

式护送员工赴境外项目返岗。

此次刚果（金）国际客运包机航班由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承运，从上海浦东机场起飞，主要是护

送刚果（金）穆索诺伊公司、卡莫阿铜业、卢阿拉巴公司及其协作单位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他们

将在完成隔离医学观察后，分赴三个项目继续推进重点项目的生产和建设。

面对返岗人数多、路途远、交通受

阻等“用工难”的问题，山东黄金

集团所属企业积极协调地方政府及

相关部门，灵活制定返岗方案，通

过自建隔离室、点对点专车接人等

措施，组织大批员工及外委施工人

员分批返岗、分期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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廩⻌뚃瘇㿋35 批次专车接送 95 名外地员工返岗复工

屎⻌㣐涯ꆄ瀤本外两地分类施策，专车护员工安全返岗

㿋ꆄ㼷ㆁ鴪瀤⚌多种返程方案解决 495 名员工成功返岗

湖北鸡笼山黄金矿业有限公司把做好

公司及外委施工队返岗员工的接送工

作，当作企业复工复产的头等大事。

公司办公室积极联系阳新县防疫指挥

部，加班加点组织办理通行证所需材

料，安排专车、专人进行跟进，细化

疫情防控措施和运行线路、途中休息

点和安全运行措施等内容。从 3 月 18

日开始，公司共派出疫情期间接送员

工返岗专车 35 批次，共接送从重庆、

四川、陕西等省份及湖北省内咸宁、

黄 冈、 随 州、 应 城 等 地 区 返 岗 人 员

95 人。

面对人员严重短缺的难题，河北大白阳金矿有限公司提出了“先本地，后外地，先采矿，后辅

助＂的工作方案。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当地 99 名职工立即复工复产，区政府还派出专人专车，

历经四十多个小时，赴陕西安康市平利县接回 20 名井下采掘工，经隔离观察和两次核酸检测

后于 3 月 13 日返岗复工。

由 于 员 工 居 住 比 较 分

散，自行返程感染风险

几率较大，春节后，山

金阿尔哈达矿业有限公

司提前统计员工的返程

时间和返程路线，根据

实际情况预备了多种返

程方案，成功组织五批

共 495 人安全返程，成

为东乌旗内首家、锡盟

地区首批员工全部返程、

复工复产的企业。 阿尔哈达矿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马明辉带领车队接员工回“家”

湖北鸡笼山公司安排专车点对点接职工复工返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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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ꆄ瀤⚌租赁专车，赴湖北等地接员工返岗

为尽快复工复产，烟台市牟金矿业有限公司精心制定“点对点”集中接返员工方案，租赁 7 辆

大巴从湖北等地接回外地员工返岗。旅途中严格执行车辆消毒、保持良好通风、控制落座人数

等防控制度，回矿后按要求对返岗员工进行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4 月 7 日牟金矿业

顺利复工复产。

牟金矿业派专车接外地员工返矿复工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权到湖南黄金洞矿业检查施工进度

牟金矿业湖北员工返矿

廩⽂랕ꆄ峯瀤⚌组建突击队，追赶工程进度

受疫情影响，外部专业设备安装队无法进场，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旗下黄金洞矿业

1600 吨 / 日选厂改造项目进度严重受阻。选厂改造负责人邹尚从正月初二起值守项目现场，

广泛发动干部职工与自有维修人员组成突击队，进行设备安装、平台制作、管线连接，连续加

班 20 天，追回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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ⰻ褐〢⺫㣢ꚙ鴪领导带班助力企业复工

廩⽂鴆䊜瀤⚌押运队迎难而上解决物流堵点

内蒙古包头鑫达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周密部署、灵活组织生产，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带班制度，

公司领导、各矿矿长深入井下，在现场指挥、检查工作。从矿长到技术员、安全员实行生产作

业点承包制，安全人员与井下工人同上同下，严格落实安全管控措施。7 个生产矿点和选冶厂

结合自身实际，落实各项防控、复工措施。2 月 28 日，选冶厂正式启车，7 个分矿陆续供矿，

逐步实现复产复工。

由于物流受阻，湖南黄金集团下属公司湖南辰州矿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黄金产品运不出，资金回

笼慢，给企业达产达效带来不小阻碍。辰州矿业押运队迎难而上，解决物流堵点。队员出勤前

都将备好一天的食物、水和防疫物品，押运途中不进服务区、不与外人接触，在每次货物装卸、

执勤交接后都将车体内外全部酒精消毒。

包头鑫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志芳到囫囵图矿进行返岗防疫和复工复产检查

饕䂽랕ꆄ❀륫瀤⚌就近招聘和循环工作制破解用工不足

员工无法到岗造成停工停产是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五龙矿业面临的 大挑战。

五龙矿业不等不靠，积极联系，就近招聘，并优化布置作业地点，保证高效利用到岗人员推进生产。

为提高在岗工人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工时利用率，五龙矿业将重点工程转变为“循环”工作制，

保证工程项目推进不间断。通过系列举措，五龙矿业迅速恢复产能，实现部分生产指标的逆势增

长，1 至 2 月份，与上年同期相比出矿量增长 74.8%、出矿金属量增长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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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欰Ꜿ遤引导客户线上办理贵金属业务

为保障客户健康安全，降低疫情期间出行风险，满足客户业务办理需要，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融市场部贵金属业务团队全面梳理贵金属业务场景，制作了简单易懂的贵金属业务介

绍知识长图，引导客户通过网银、手机 APP 等线上方式办理业务。

五龙矿业生产技术部工程师正在进行采区巷道导线测量

民生银行贵金属业务线上操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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ꆄ♧俒⻊全方位调整 + 创新，减少疫情损失

为减少疫情造成的经营损失，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各业务线同步调整，销售模式

转为线上模式。面对线下业务萎缩的现状，各零售端主体重新梳理流程、调整商品结构，通

过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直播带货、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加大线上销售。在加工端，

公司加快推进工厂供给转型，积极研发抗疫题材产品，为各门店及电商平台提供线上适销产

品支持。

金一文化物流部将产品打包快递到消费者手中

消费者到店挑选金条、黄金首饰等产品

为尽快恢复生产秩序，确保完成全年各项任务目标，黄金企业充分运用新思路、新技术，新方

法，采取更加精准、可操作的创新举措，提升生产效率，开拓市场需求，有效弥补了因疫情造

成的损失，促进企业长久发展。

♳嵳랕ꆄ依托上海“五五购物节” 全力做好复商复市

上海黄金有限公司积极响应上

海市“五五购物节”活动，汇

聚旗下所有门店，推出“金典

传承，与爱同行——中国黄金

2020 金条节”，通过优惠、

折扣等方式，让利消费者，提

振消费市场。公司还加大电商

推广力度，让消费者足不出户

就可以购买到心仪产品。

䒓䬪倝靈侮絑蠒盗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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蝲涰肅⟧发放消费券  推动消费复苏

2020 年 4 月 ,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北京市西城区首批入驻“西城消费”平台的

企业。通过发放优惠券 , 结合线上、线下开展了多重让利活动 , 菜百公司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实惠。

截止 5 月，菜百公司的消费券已经发放 2.5 万张 , 新增会员近万人 , 带来 450 余万元销售额。

五一期间，菜百线上线下销售总额达到了 1 亿 , 线下门店环比 4 月同期增长 54%。

消费者在菜百总店挑选购买黄金珠宝首饰产品

⚥㕂棟㹈制定线上优惠政策 鼓励消费

为拉动消费，中国珠宝首饰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制定了系列线上优惠政策，鼓励消费者线上购

买黄金珠宝首饰产品。公司开通了在线直播，推出了直播优惠券、裂变优惠券、有价优惠券等

优惠活动，回馈消费者，吸引消费者购买。

鴨㸌✳麤尲强化生产组织，优化生产布局， 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辽宁二道沟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强化生产组织，优化生产布局，提前开

采红旗矿 22 中段 3# 脉、19 中段 5-1# 脉高品位金矿资源，力争用 短的时间将因疫情影

响欠产的黄金产量补回来。截止 6 月末，公司完成采矿量 129506 吨，处理矿量 177689 

吨，生产黄金 413.389 千克，完成年度计划的 50.41%，销售收入 14297.78 万元，利润

144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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ⰻ褐〢㣖䎂瀤⚌多举措提质增效  超额完成产金任务

鴨㸌䱗㿋嚁自动化技术破解生产经营难题

欥聍⚥ꆄ引进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

㿋⚎䬸ꆄ㣐㽮呔䎥ꆄ瀤打破常规计划  确保黄金产量

为有效弥补疫情对企业生产组织造成的影

响，复工复产以来，内蒙古太平矿业有限公

司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通过管路改

造，加强堆浸工艺循环水量控制，调整新、

旧片区氰化钠浸出浓度，调整提串炭方式，

优化生产工艺流程，为超额完成 4 月产金任

务奠定了坚实基础。1 月至 4 月，公司上矿

量比上年同期增长 25.67%，黄金产量比上

年同期增长 22.29%。

辽宁排山楼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自动化技术调整，有效解决疫情带来的生产经营困难。

选矿厂全面开启碎矿磨矿、药剂检测添加等自动控制模式，解决了疫期生产人员紧缺的问题。

尾矿车间驻厂干部靠前管理，现场监测，想方设法延长滤布使用时间，减少损耗和更换用时。

第一季度，排山楼公司累计完成黄金产量 604.378 千克，超序时进度 2.46 个百分点，超去年

同期 3.97 个百分点，实现逆势增长。

为了把疫情影响降到 小，公司积极采取措施，提高生产效率。面对天井施工速度慢，严重制

约采矿工效的不利局面，甘肃中金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果断引进反井钻机施工天井，该技术

虽然施工成本较高，但速度快、效率高额的优势明显，能有效缓解生产困境，为后续追赶欠产

创造有利条件。

面对疫情带来的现实困难，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大尹格庄金矿紧盯重点目标，果断打破常规，

确保特殊时期完成生产经营任务。在生产调度上，大尹格庄金矿组织施工队对井下采矿工程实行

分片包干。在岗人员实行一岗多责，打破原有区域、班组、工种建制，由现行在岗的井下班长负

责调度井下卡车工、铲运机工、排险工、运输工等工种实行交叉替补作业，维修作业人员随时待

命。在工程布置上，大尹格庄金矿果断缩短生产战线，减少低效作业地点，利用现有力量重点对

高效、高品位、低风险的采场实施优先出矿，保证了每日出矿量突破 3000 吨，有效保障了选矿

厂的持续正常运转。据统计，1 至 2 月份，大尹格庄金矿黄金产量较去年同期提高 62.5%。

内蒙古太平吸冶车间工人检查解吸电解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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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ꆄ䨾做实服务，全面保护投资者权益

面对全球疫情和极端市场风险的双重考验，上海黄金交易所把加强疫情防控与维护黄金市场平

稳健康运行结合起来，开展了系列活动，保障了市场的安全稳定和广大投资者的权益。上金所

召开保证金存管年度工作线上会议，就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维护保证金封闭系统安全

通畅、防控资金结算风险等进行了交流。举办 2020 年仓库安全保障动员会暨实物管理及系统

操作培训，为全国近 70 家指定仓库管理部门负责人和需要取得系统操作资格的人员提供学习

与交流的平台，并以培训为契机，严格操作规范管理，确保指定仓库安全运营。上金所对全国

67 家仓库逐一排查运营情况，协调银行、企业加大黄金出入库业务支持力度，协助仓库制定应

急预案，加大培训力度，妥善处理全国 36 个地区特别是湖北等受疫情影响较重地区的会员和客

户存提货需求，确保疫情期间实物黄金供应平稳有序。 

上金所开展了为期 6 个月的“黄金市场风险教育宣传季”活动，向广大投资者普及人民银行关

于黄金市场的监管法规、业务规则、金融风险知识和案例；启动了“净网行动”，全面排查各

类网络平台上涉及上金所的有关广告、营销及推广宣传内容，对于侵害上金所合法权益和品牌

形象，可能对公众产生误导以及失实、虚假宣传侵犯投资者权益的行为，依法依规予以处置，

并进一步提请广大投资者提高防范意识，切实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大尹格庄金矿选矿车间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球磨机运行情况

上金所“黄金市场风险教育宣传季”活动共吸引全国近 90 万人次参与

黄金交易流通环节落实 严格的岗位责任和防控措施，把好入门关，创新营销模式，改善服务

方式，拓展线上销售、无接触配送等业务，切实保障员工和广大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佖鵳剪⸉垷䒭⥂霆嶊餩罏㸝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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ワ㣐犷棟㹈完善门店防控措施，保消费者健康安全

Ⱉ犷棟㹈多措并举，保证顾客健康和生命安全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周大福珠宝集团通过多项举措确保消费者健康安全。在营业前及营业结

束后，周大福要求店面使用 84 消毒稀释液对店面全面消毒；在营业期间，周大福要求店内员

工在接待客人过程中必须佩戴口罩；要求店内要常备口罩、免洗洗手液等，供顾客及员工使用。

六福集团（国际）有限公司多措并举，为顾客营造健康和安全环境。六福珠宝要求所有员工上

岗前均需进行体温测量和记录，工作期间须佩戴口罩及防护手套；六福珠宝的专店和专柜的员

工每隔 2 至 3 小时就要对店铺的橱窗、地柜、背柜、座椅等进行全面消毒；在顾客试戴饰品前

后，均需用酒精对饰品进行消毒。

疫情期间，周大福店员在营业前用 84 消毒液擦拭柜台

菜百股份对所有入店顾客监测体温、查看北京健康宝

蝲涰肅⟧全力保证公共安全卫生  让消费者放心购物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时

间利用微信、官网对外公布企业疫情

防控承诺，保证公共场所安全卫生和

消费者健康安全。菜百公司坚持对公

共区域及办公区域每 2 小时消毒一

次，不仅要求全体员工佩戴口罩上岗、

每日监测员工体温，同时还要求所有

入店顾客必须佩戴口罩、监测体温，

对未戴口罩的顾客赠送口罩，保障所

有到店顾客的健康安全。菜百公司新

风空气净化系统全天开放，为消费者

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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罈䏈랕ꆄ直播带货满足消费需求，消费者健康有保障

为保障消费者健康，减少人员接触，上海豫园珠宝时尚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品牌老庙黄金转变销

售服务模式，鼓励待业在家的导购转变为直播带货达人，通过直播带货找到了销售的新途径。

今年前四个月，老庙黄金一共直播超过 200 场，销售额 700 多万元，新增粉丝 1 万多人。此外，

老庙黄金还针对天猫旗舰店粉丝进行了 100 多场会员私域营销，业绩达 1000 万元。

萃华珠宝通过网络平台与消费者互动

老庙黄金直播销售黄金珠宝首饰

蟋⼶棟㹈线上销售 + 网上展示，零接触保消费
者健康安全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开启了线上销售模式，通过

朋友圈、微信群、抖音等网络平台展示萃华产品，并与顾客

进行线上互动，通过线上选购、线下邮寄的方式，让顾客足

不出户也可以选购到心仪的萃华产品，零接触保消费者健康

安全。

䗞霟꧋㔙网上下单系统方便合作伙伴

德诚黄金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公众号全面推广集团 B2B 网上下单系统，旗下金德尚、鑫囍缘、

德诚珠宝三大 APP 为批发、零售合作伙伴提供 便捷的线上选购平台。



中国黄金行业防疫抗疫社会责任报告 202010 月 23 日，由紫金矿业主导开发的哥伦比亚武里蒂卡金矿竣工投产，哥伦比亚总统
伊万·杜克在投产仪式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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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阶段 , 黄金企业以真诚之心 ,

行信义之事，携手合作伙伴，真诚合作，倾力相助，

共同克服当下困难，促进整个行业快速恢复正常运行

秩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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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导致物流受阻、物资紧张、销售不畅、复工延期，种种困难接踵而来。危难时刻，黄金行

业上下游企业之间、与合作伙伴之间同舟共济、密切合作、相互帮助，努力打通产业链、供应

链的“堵点”和“断点”，恢复正常秩序，实现协同发展。

♳ꆄ䨾加强国内和国际会员服务，共谋黄金市场新发展

韟㔩棟㹈修改加盟政策 缓解加盟商经营压力

上海黄金交易所创新与完善疫情期间国内外会员服务举措，加大力度抓发展，共同促进黄金市

场发展。针对国内会员，上金所及时了解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的会员情况，解决会员各项业务

问题和实际困难，推动会员各项业务正常开展。在上金所官网、微信公众号以及《中国黄金

报》设立专门板块“会员之窗”，充分展示优秀会员风采，推广优秀会员的先进经验，并开展

2019 年度优秀会员评优工作。在国际业务拓展方面，上金所克服疫情影响，不断优化国际会

员管理制度体系，探索和推动国际业务创新模式，强化与国际会员的密切沟通，及时传达上金

所减税降费等有关通知。上金所持续深化与 CME、莫斯科交易所等机构的合作，采用线上等

多种方式进行业务推广，继续招募国际会员，完善投资者结构，协助国际会员解决货运入境等

实际问题。截至 2020 年 6 月末，上金所共发展国际会员 87 家、国际客户 87 家。

面对加盟伙伴的困难，上海豫园珠宝时尚集团有限公司组织业务人员对加盟商伙伴开展人文关

怀，一对一了解情况，通过修订新加盟拓展政策、调整授信和回款计划等方式，缓解加盟商经

营压力，并对于疫情严重的地区组织物资支援，帮助加盟商度过困境。

上金所采取“境外现场 + 线上直播”的形式，举办“沪澳黄金之路”研讨会

䩧鸑㜧挿倗挿㹊梡⼸靈〄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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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㸌倝鿪项目承包方全力配合，保搬迁改造顺利推进

⚥㕂棟㹈加强对加盟商培训 全面提升业务素质

为确保辽宁新都黄金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搬迁改造工程建设进展顺利，甲方新都公司主要领导、

项目负责人和乙方八个标段的负责人及时沟通协商，从人员组织和设备调配、建设资金筹措和

原材料储备、安全管理、质量管理、疫情防控、及时处理工程建设问题等六个方面入手，制定

应对策略，采取得力措施，克服疫情影响，抢工期，保质量，全力保证项目建设序时进度。

中国珠宝首饰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加盟体系内通过线上直播的形式，组织多期线上直播

公开课程，邀请知名专家围绕珠宝行业趋势、社群营销、战胜疫情、创新发展等问题，多维度

探寻解决之道，鼓舞战胜困难的勇气，增强加盟商抗疫信心。开办中国珠宝企业大学线上微课

堂，邀请培训专家讲授钻石、黄金的销售技巧，提升店员销售能力和专业素质。

疫情期间，新都公司整体搬迁改造工程吊装焙烧炉施工现场

蔼㽲暵ꆄ刦瀤⚌保证外委施工单位员工健康安全

为确保合作方员工健康安全，苏尼特金曦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合作方提供了消毒剂、测温

枪、水银体温计、喷壶等防疫物资，还专门制定《苏尼特金曦公司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各外

委施工单位防疫工作实施细则》，指导合作方疫情防控工作。公司租用苏尼特右旗绿洲商务酒

店、华兴宾馆作为公司及各外委施工单位涉及 16 个重点疫情区域共 74 名返岗人员集中隔离

观察点，对他们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并提供送水送餐等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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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是我国黄金产业链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疫情来袭对中小企业影响尤为严重。一些

大型企业顾全大局，以己之长，积极回馈社会，切实帮扶因疫情受困的中小企业。

♳ꆄ䨾出台多项减免举措  为市场战胜疫情增信心

为增强企业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服务实体经济、降低会员单位及中小投资者交易

成本，上海黄金交易所出台了系列减免措施。为支持和帮助受疫情严重影响的湖北地区会员

单位，上海黄金交易所发布了《关于免收湖北地区会员及相关机构业务费用的通知》，预计

可免收湖北地区会员及相关机构各类费用 1100 万元。同时，给予会员单位大冶有色金属有

限责任公司暂时免除上海银定价量差分摊义务，解决了会员单边头寸风险的后顾之忧。此外，

上金所在今年首次对现货和延期市场采取结构化调降手续费的措施，竞价市场各延期合约手

续费率下调为万分之一点五，现货合约手续费率下调为万分之三。2020 年上半年，通过降

低手续费率，上金所为广大市场投资者节省交易手续费 2.09 亿元。6 月 1 日起，上金所延

期合约递延费率下调至万分之一点二五，预计今年将会为全市场节省持仓成本 3.96 亿元。

大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给上海黄金交易所的感谢信

⠽ⴀ䴂⸔⛓䩛鍒Ɀ敍溍⛓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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䊨㉁Ꜿ遤春润行动助力产业链复工复产

⚥⥌Ꜿ遤下调企业租借费率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金属业务部积极实施“春润行动”，着力提升产业链客群挖掘

力度，通过建立分层分类营销机制、搭建行内信息交流平台等手段强化对内营销支持，持续

做好复工复产金融服务和实体经济信贷投放，切实保障疫情防控期间黄金行业金融服务不断

档，切实发挥市场龙头作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2 月以来，工商银行累计发放黄金租赁近

60 吨，折合人民币超过 210 亿元，有力支持产业链实体经济复苏，5 月末业务规模市场占

比位居同业首位，为黄金全产业链贯通和协同有序复工复产提供了有力支持。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金属业务的主要客户为黄金珠宝首饰加工企业，受疫情影响，这些企

业订单减少，企业经营面临困难。为切实支持实体企业度过难关，中信银行下调了总分行黄金

租借费率，全力支持企业恢复生产经营。

中国工商银行贵金属业务部李宝权总经理赴合作企业调研，深入车间考察黄金珠宝加工流程

㿋ꆄꆄ䱽减息减费支持供应链业务客户

山金金控（深圳）黄金投资发展公司通过推行“减息、减费”举措，支持供应链业务客户克服

经营困难，共渡难关。为减少客户疫情期间资金压力，金控（深圳）公司针对所有供应链业务

客户在 2 月 24 日之前确定提前全部或部分还金的，自 2 月 3 日至 2 月 24 日还金部分利息及

服务费减免至不低于年化 3%；客户继续留用部分，寄存于公司指定仓库不提用的，自 2 月 3

日起至出库使用之日止，期间利息及服务费减免至不低于年化 4%；留用部分在监管点正常出

入库使用的，按合同约定正常收费。目前，金控（深圳）公司已累计减免客户利息 306.3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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涰岲꧋㔙为客户营销出谋划策

为帮助客户渡过难关，深圳百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快速整合自身营销策划团队，通过与

客户的实时沟通，为客户提供了微信推文、海报、抖音小视频等营销推广素材，帮助客户提

升营销水平。同时，百泰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迅速开发了一批适合疫情期间销售的引流爆款，

并搭建了新媒体营销团队，抓紧时机引进人才，为客户提供了产品工艺、设计、创意、陈列

等直播线上培训素材，助力客户做好线上线下的销售。

消费者到中金珠宝旗舰店内选购黄金珠宝首饰

⚥ꆄ棟㹈加盟帮扶“大礼包”帮商业伙伴纾困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的加盟商以民营企业为主，企业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

低，受疫情影响较大。为此，中金珠宝通过延长加盟商无息借款周期，降低首饰工费，协助加

盟商争取降租减扣、税收返还等帮扶政策，多措并举帮助中小企业纾困解难。此外，公司还特

邀珠宝行业内实战型培训团队及讲师，策划中国黄金“新战疫 ˖新征程”直播课，为中国黄金

全国加盟商、店长及销售人员提供线上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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ワ㣐犷꧋㔙扶持礼包缓解加盟商经济压力

唀ꆄ㔩棟㹈 高 50 万元装修补贴扶持新加盟门店

为缓解加盟商经济压力，周大福集团给加盟商提供了包括延期缴纳货款并免滞纳金、信用额度

顺延半年、营运支持费享三季减免、同一加盟商新开店 2 家以上优惠减免在内的系列扶持礼包，

预计扶持金额超十亿元。

为帮扶加盟商，梦金园黄金珠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出《2020 年 新渠道拓展政策》，并将

政策关键点落在新开门店扶持上，对于符合政策的新门店可享 高 50 万元的装修补贴。

百泰集团创始人周桃林直播黄金珠宝首饰产品分享

周大福携手加盟商伙伴共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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䫏魧Ⱆ渤��㤀柄昶䗱
新冠疫情令许多地区特别是疫情严重地区的抗疫物资

及生活物资供应面临严重紧缺，黄金行业在第一时间

发起紧急动员，充分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

团结协作精神，努力调配自身各项资源，积极为抗疫

地区捐款捐物，以缓解当地防疫抗疫工作的燃眉之急。

3 月 18 日，招金集团总经理刘永胜代表招金集团及全体干部职工向招远市红十字会捐赠抗疫款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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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行业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抗疫捐款活动，筹集的防疫抗疫专项资金通过基金会、慈善

组织等多种渠道到达抗疫一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0 年 9 月 17 日，全行业累计捐款

10754.18 万元（详见《2020 年中国黄金行业抗击新冠疫情捐款统计表》）。

稘ꆄ瀤⚌꧋㔙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求国内外各权属企业积极调配人力物力和资金，动员党员与员工

踊跃捐款，同时充分发挥旗下公益平台紫金矿业慈善基金会为海内外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做出贡

献。疫情期间，紫金矿业累计向国内外企业所在政府、社区以及疫情防控组织捐款约 2253.90

万元用于疫情防控工作。

紫金矿业援助塞尔维亚建设病毒检测实验室

遤⚌♳♴驆駟䯩妴Ⰼ⸂佅䴂䫒氋♧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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㿋⚎랕ꆄ꧋㔙

ワ㣐犷棟㹈

⚥㕂랕ꆄ꧋㔙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在疫情期间彰显国企担当，累计捐款 1116.20 万元全力支持新冠疫

情防控救治工作。2 月 8 日，山东黄金向山东省慈善总会捐赠 600 万元。广大干部职工

积极响应集团党委的倡议，自发参与爱心捐款。截至 2 月 9 日，21160 名员工累计捐款

513.5 万元，其中省外企业 75.3 万元捐赠至驻地慈善机构，其余 437.9 万元捐赠至山东省

慈善总会。

2 月 10 日，周大福珠宝集团宣布成立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项基金，继 2 月初向武汉市黄

陂区慈善会完成首批 100 万元人民币捐款后，再次追加 1000 万港元捐款，用于医疗物资采购，

包括口罩、防护服、防护镜、消毒物资等，驰援一线抗疫工作。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在党委书记卢进带领下充分发挥央企“顶梁柱”作用，疫情期间累计捐

款 1673 万元，全力支持国家防疫抗疫工作。其中，集团总部通过国资委渠道向湖北地区捐赠

1000 万元，集团下属子公司通过当地政府、红十字会等渠道捐赠抗疫款项 673 万元。

㿋⚎䬸ꆄ꧋㔙
山东招金集团在疫

情爆发后立即启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 级 响 应， 向 下 属

的省内外各级企业

发 起 捐 款 倡 议， 全

集 团 1.5 万 名 干 部

职工积极响应。3 月

18 日，招金集团向

招远市红十字会捐

赠300万元人民币，

支持当地抗疫事业。
3 月 18 日，招金集团总经理刘永胜（右二）代表招金集团及全体干部职工向招远市红十字
会捐赠现金 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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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ꆄ䨾

⚆歲랕ꆄ⼸⠔

上海黄金交易所在疫情期间累计捐赠 265.2 万元。其中分别向仁济医院和瑞金医院捐赠抗疫资

金各30万元，同时号召本单位159名党员及其他员工通过各类基金会、社区街道等渠道捐款9.9

万元，彰显责任担当。上金所认真落实人民银行定点扶贫工作方案，克服疫情影响，分别向新

疆捐赠 98 万元、向甘肃地区捐赠 97.3 万元，持续开展扶资扶智，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

特色产业的金融支持，帮助贫困地区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助力贫困地区逐步实现乡村振兴。

今 年 5 月 份， 世 界 黄

金协会捐助中国初级卫

生保健基金会开展“疫

问疫答——世界黄金协

会新冠肺炎公益教育项

目”，该项目邀请钟南

山院士作为内容顾问，

将新冠防范知识与互联

网数字媒介相结合，制

作防疫教育读本和防疫

知识小程序，让更多人

群了解和掌握防疫科学

知识。 世界黄金协会接受捐赠证书

㿋⚎⚥瀤꧋㔙 廩⻌♲ꚙ

山东中矿集团有限公司向招远市红十字会捐赠新冠疫情防
控资金 300 万元

1 月 30 日，湖北三鑫金铜股份有限公司受中国黄金集团总
部委托，向黄石慈善总会捐款 300 万元



81

罈Ⳡ牬

䛎齥ⲅ捃

饕䂽랕ꆄ

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高度关切武汉地区的疫情防控状况和实际需求，与武汉人民心连心，决定

由老凤祥首饰（武汉）有限公司向武汉人民捐助 300 万元，全力支持武汉地区的疫情防控工作。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向烟台市牟平区捐助抗疫款项 200 万元

赤峰黄金及管理团队累计向慈善机构和疫情防控机构捐款捐物 165 余万元。图为子公司辽宁五龙黄金矿业公司向当地疫情
防控部门捐款 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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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㕂ꆄ䋏䚪Ⱆ

中国金币总公司通过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
金会定向资助武汉市两家疫情定点收治医
院，合计捐款 99 万元

帿㖕ꆄ꧈犷꧋㔙

㕂ꆄ랕ꆄ

猰Ꜿ䫏餴꧋㔙

⽂❩ꆄ꤯ꆄ皷꧋㔙

深圳金雅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深圳、湖北等地捐赠善款及防疫物资约 134 万元。其中金雅

福集团旗下公司金雅福首饰捐赠盐田区慈善会 50 万元，集团旗下公司广盈控股捐赠盐田区社

会福利中心一次性医用手套 2 万个、进口一次性医用口罩 2 万个，捐赠沙头角街道进口一次性

医用口罩 3000 个，捐赠盐田公安分局一次性医用口罩 1 万个、一次性医用手套 1 万只、一次

性重症防护服 200 套，均定向用于盐田区疫情防控工作。

1 月 26 日，国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联同旗下公益基金会宣布捐款 100 万元。其中 50 万捐赠

湖北省红十字会，50 万通过湖北省慈善总会，定向捐赠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1 月 26 日，科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紧急向武汉市慈善总会捐款 50 万元。为支持在鄂抗疫

的山东省医疗队，集团旗下中土物业通过山东省慈善总会向医疗队捐款 50 万元。湖北省在疫

情中受到巨大损失，为了支持当地居民特别是贫困人口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科银集团参加全国

工商联组织的“民企网上湖北行”活动，认筹 20 万元帮扶 100 家贫困户，为生活在贫困线上

的父老乡亲送上民营企业的“爱心礼包”。

南京金陵金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疫情发生后向南京市江宁区慈善总会捐赠 50 万元人民币。

2 月 6 日，在武汉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金箔控股集团再次通过江宁区慈善总会向武汉疫区捐

赠 10 万元人民币，为疫区抗疫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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ⰻ褐〢ꆄꤲⰖ
内蒙古金陶股份有限公司在职员工和退休老党员都积极行动起来，自发组织抗疫捐款活动，为

抗疫工作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截止 3 月 6 日，金陶公司党委共收到 232 位党员的捐款共计

42343 元。

⻌❩䊨繠
2 月 18 日，北京工艺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发起抗疫作品义卖活动，得到全

国共计 138 位工艺美术大师、书画家的大力支持，共收到作品 182 件。博物馆与拍卖公司合作，

通过线上公益拍卖的方式，将 182 件作品拍卖，共拍得善款 218498 元，这批善款通过北京

红十字会支援武汉地区疫区防控工作。

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将拍得善款捐赠给北京红十字会

餥䊜Ꝯ⚪

2020 年 2 月，贵州锦丰公司向贞丰县捐赠新冠疫情防控资金 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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僈晥棟㹈
疫情发生后，明牌珠宝控股股东日月集团于 1 月 28 日向慈善机构捐赠现金及物资共计 90 万元，

支持一线防疫工作，向坚守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和防疫工作者们致敬，用实际行动助力防控工作、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苏尼特金曦公司向苏尼特右旗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捐款 189766 元

广西黄金协会上林分会暨上林县采金从业者协会和上林海外同乡爱心人士发起募捐，截至 2020 年 2 月 12 日，共募捐 10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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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稘ꆄ瀤⚌꧋㔙肅⟧剣ꣳⰖ 2253.90 

福建省援鄂医疗队 1393 位援鄂队员（636.9 万元），福建省厦门市、龙岩市有关市（区）
县红十字会、医院、疾控中心等（400.08 万元），相关企业所在地政府及当地红十字会等
（185.76 万元），塞尔维亚共和国（401.27 万元）、厄立特里亚卫生部（420 万元）、
刚果民主共和国卢阿拉巴省省政府（140 万元）、吉尔吉斯斯坦、南非、澳大利亚、哥伦比
亚等国家政府（69.89 万元）

2 ⚥㕂랕ꆄ꧋㔙剣ꣳⰖ 1673.00 武汉市（1000 万元），子公司驻地慈善机构及疫情防疫机构、政府等（673 万元）

3 㿋⚎랕ꆄ꧋㔙剣ꣳⰖ 1116.20 山东省慈善总会（1038 万元）、省外企业驻地兹善机构等（78.2 万元）

4 ワ㣐犷棟㹈꧋㔙剣ꣳⰖ 999.00 武汉市黄陂区慈善会

5 ♳嵳劍餗❜僒䨾 900.00 武汉市等重点疫区

6 帿㖕䋑磾韝棟㹈剣ꣳⰖ 360.00 深圳市盐田区民政局（200 万元）、盐田区慈善会（160 万元）

7 銯鿈랕ꆄ肅⟧剣ꣳⰖ 310.6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红十字会（300 万元）、新疆伊宁县慈善总会（10.6 万元）

8 㿋⚎䬸ꆄ꧋㔙剣ꣳⰖ 304.15 招远市红十字会（300 万元），子公司驻地疫情防疫机构等（4.15 万元）

9 㿋⚎⚥瀤꧋㔙剣ꣳⰖ 300.00 招远市红十字协会

10 罈Ⳡ牬肅⟧剣ꣳⰖ 300.00 武汉市等重点疫区

11 ♳嵳랕ꆄ❜僒䨾 265.2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98 万元），甘肃省（97.3 万元），上海仁济医院（30 万元），上海
瑞金医院（30 万元），党员自发募捐（6.4 万元），员工通过各类基金会、住地医院以及
社区街道等多种渠道捐款（3.5 万元）

12 匆䊜菔字涰岲껷껑剣ꣳⰖ 250.00 杭州市萧山区慈善总会

13 㿋⚎䛎齥ⲅ捃肅⟧剣ꣳⰖ 220.00 牟平区人民政府（200 万元）、牟平区水道镇人民政府（20 万元）

14 Ⱉ犷꧋㔙 	㕂꣢ 
 剣ꣳⰖ 200.00 武汉市等重点疫区

15 饕䂽しꥑ랕ꆄ瀤⚌肅⟧剣ꣳⰖ 144.00 
湖北省红十字会（13 万元）、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31 万元）、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30 万元）、辽宁省丹东市慈善总会（30 万元）、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县疫
情防控指挥部（30 万元）、中国驻老挝大使馆（1.5 万美元）

16 ⚥㕂ꆄ䋏䚪Ⱆ 124.59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阳逻院区（50 万元）、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49 万
元）、湖北疫区农户（9.75 万）、新冠防护工作相关组织（13.99 万元）

17 猰Ꜿ䫏餴䱽肅꧋㔙剣ꣳⰖ 120.00 武汉市慈善总会（50 万元）、山东省慈善总会（50 万元）、湖北省扶贫基金会（20 万元）

18 㕂ꆄ랕ꆄ肅⟧剣ꣳⰖ 100.00 湖北省红十字会（50 万元）、武汉市金银潭医院（50 万元）

19 廩⻌⠍翫랕ꆄ䫏餴剣ꣳⰖ 100.00 孝感市光彩事业促进会

20 餪ⵄ孒䬸鵴餥ꆄ㾩勞俱剣ꣳⰖ 100.00 招远市红十字会

21 嵄寐僈晥棟㹈肅⟧剣ꣳⰖ 90.00 驻地慈善机构

22 ⚥㕂榰卌䊨玐䪮助肅⟧剣ꣳⰖ 82.09 江西省红十字会

23 嵄寐溁鹵僅ꆄ瀤剣ꣳⰖ 60.00 浙江省遂昌县慈善总会

24 廩⽂랕ꆄ꧋㔙剣ꣳ餓⟣Ⱆ 59.03 湖南省国资委（31.3097 万元）、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27.7199 万元）

25 帿㖕䋑ꆄ꧈犷껷껑ⵖ鸣剣ꣳⰖ 50.40 深圳市盐田区慈善会（50 万元）、湖北黄冈锣响坳村委（0.4 万元）

26 㣐ずꜾ僤ꆄ䏅剣ꣳⰖ 50.00 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苏裕田董事长个人捐赠）

27 㿋銯㸪蒌껷껑肅⟧剣ꣳⰖ 30.00 山西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公安干警、街办社区

28 㿋⚎溁痦Ⱉ㖑餘瀤❡叅ꤎ 22.38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 党员捐款 )

29 ⻌❩䊨繠꧋㔙剣ꣳ餓⟣Ⱆ 21.85 北京市红十字会

30 帿㖕䋑ꆄ䗞꡶棟㹈剣ꣳⰖ 20.00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31 ⚥猰㕂ꆄ肅⟧剣ꣳⰖ 20.00 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

32 掆〵䋑暑ꆄ瀤⚌剣ꣳⰖ 20.00 企业驻地的水道镇

33 鴨㸌⚥ꆄ妍❇棟㹈剣ꣳⰖ 15.00 沈阳市慈善总会、丹东市双灵基金会、本溪市慈善总会

34 ✻⽂랕ꆄ瀤⚌꧋㔙肅⟧剣ꣳⰖ 10.65 党员捐款（7.0485 万元）、当地红十字会（3.6 万元）

35 ⽂❩䋑❡ㅷ餘ꆀ港漛唬낉ꤎ 10.59 东南大学教育基金会

36 掆〵ꆄ뚱瀤⚌劼唒剣ꣳⰖ 10.00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中心 ( 职工捐款 )

37 㿋⚎㹈㿋瀤⚌꧋㔙剣ꣳⰖ 10.00 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慈善总会

38 Ꜿ岲랕ꆄ肅⟧剣ꣳⰖ 20.00 
西乌旗红十字会（公司旗下内蒙古玉龙矿业捐赠 10 万元）、柴旦行委红十字会（青海大柴
旦矿业捐赠 10 万元）

39 Ⱖ㸐⽀⡙ 11.56 驻地慈善机构及疫情防疫机构、政府等

合  计 10754.18 

注：数据均为企业上报，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7 日

序号 单位名称 接收捐赠单位或机构

���� 䎃⚥㕂랕ꆄ遤⚌䫒ⴁ倝氋䞔䯩妴絡雦邍
捐赠金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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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发生伊始，许多地区的医用口罩、防护服、酒精、消毒液等医疗物资极度短缺。在此严峻

形势下，黄金行业各领域自发组织起来，为疫情严重地区和企业所在地区购买抗疫急需医疗设

备、物品。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0 年 9 月 17 日，全行业捐赠抗疫物资价值 1300 余万元（详

见《2020 年中国黄金行业抗击新冠疫情捐赠物资统计表》）。

山东黄金矿业（玲珑）有限公司向招远市抗疫部门捐赠医疗物资

㿋⚎랕ꆄ梤棌ꆄ瀤捐赠 1 万只医用口罩

稘ꆄ瀤⚌꧋㔙捐赠各类防疫物资价值 648.73 万元

菔字涰岲向公司当地慈善总会捐赠防疫物资价值 195.74 万元

⚥㕂랕ꆄ꧋㔙下属各级子公司积极捐赠防疫物资价值 115.39 万元

2 月 29 日， 山 东 黄 金

矿业（玲珑）有限公司

通过招远红十字会将价

值十万元的一万只医用

口罩定向捐赠给市应急

管理局，用实际行动助

力疫情防控工作。

紫金矿业集团积极通过国内红十字会、人民政府和海外矿山所在地区捐赠各类医疗物资总价值

648.73 万元。其中向福建省厦门市、龙岩市捐赠 18000 只医用口罩，向湖北省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捐赠 416 套医疗防护服，以及向新疆、河南、甘肃、青海、黑龙江等省、

自治区捐赠大量医用口罩、84 消毒液、测温计、防护服等医疗物资。紫金矿业集团还向塞尔维亚、

吉尔吉斯、图瓦以及哥伦比亚等海外矿山所在国捐赠医用口罩、防护镜、消毒液、救护车等防

疫物资，价值约 450 万元。

杭州航民百泰首饰有限公司在疫情发生后杭州市萧山区慈善总会捐赠防护口罩、消毒液、卫生

用品等防疫物资，价值 195.74 万元。

中国黄金集团下属子公司中金辐照为抗疫物资提供免费辐照杀菌服务，价值 85.27 万元；下属

子公司江西金山矿业、湖北鸡笼山黄金矿业以及凯奇 - 恰拉特公司等海外子公司积极向所在地

捐赠酒精、防护口罩、防护服等各类防疫物资。中国黄金集团疫情期间累计捐赠防疫物资价值

115.39 万元。

䯩饐⼕毫暟餴끭䴂䫒氋♧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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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黄金协会捐助陆丰市新酉小学防疫和生活物资

⚆歲랕ꆄ⼸⠔向广东民办康复机构和学生捐赠防疫物资

在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

的协助下，世界黄金协会

对广东省 50 所民办康复

机构捐赠了防疫物资以解

决特殊人群遭受疫情影响

的困境。此外，协会还向

广东省陆丰市的两所初中

和两所小学捐赠清洁和防

护用品，帮助学生快速、

安全的返校。

廩⽂랕ꆄ꧋㔙通过海外渠道援助国内抗疫一线

面对疫情初期国内防疫物资短缺状况，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积极发动海外子公司湘金国际三牧矿业公司员工和旅

墨侨胞奉献爱心、踊跃捐助，除募集捐款外，还通过多种

渠道紧急采购一次性医用防护口罩 353950 个，N95 级别

1860 医用防护口罩 6920 个，一次性防护手套 177450 双，

医用护目镜 2000 个。为了尽快将物资运送至国内，湖南黄

金集团海外工作人员通宵奋战，对物资进行装箱打包，突破

重重困难将物资由香港转运深圳， 终运往长沙。

湖南黄金集团纪委书记曾新宇（图右）带队向长沙市八医院捐赠医疗物资

常德市政府对湖南黄金集团的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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磾韝棟㹈捐赠大量亟需医疗物资，彰显民企社会责任

从 2 月开始，深圳市粤豪珠宝有限公司通过深圳市盐田区民政局向湖北捐赠大量医疗物资，同

时向为盐田区敬老院、一线公安民警、医院医护人员等捐赠大量抗疫医疗物资，包括注射用胸

腺五肽 3000 支、板蓝根 500 包、医用外科口罩 8 万个等，捐赠物资总计 220 余万元。

深圳粤豪珠宝公司向湖北捐赠大量医疗物资

㣔ꚙ峕ꆄ⚌向华西医院捐赠 500 套防护服

3 月 5 日，成都市天鑫洋金业有限责任公司向西南地区重点医疗机构“华西医院”捐赠 500

套国标医用防护服，保障一线抗疫医生护士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成都天鑫洋金业向华西医院捐赠 500 套国标医用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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㿋⚎掆〵ꚙ岲组织员工参加抗疫无偿献血活动

今年 5 月，烟台市中心血库受疫情影响出现存血不足的状况。5 月 20 日山东烟台鑫泰黄金矿

业有限公司组织员工参加无偿献血活动，经过医院对志愿献血职工专业检查， 终 15 名职工

通过体检，共为血库献血 5700 毫升。公司生产部经理秦连元、安全环保部经理卢志刚等党员

干部带头参加本次无偿献血活动。

山东烟台鑫泰公司职工踊跃无偿献血，保障当地医院应急用血

⚎蛵⥌岲䫏餴꧋㔙向东莞厚街人民政府捐赠医用口罩、消毒液等医疗物资

2 月 5 日，东莞信泰企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瀚康代表公司向东莞厚街人民政府捐

赠了包括 KF94、KN95 口罩、消毒液、护目镜、测温计等价值 35 万元的抗疫医疗物资，受

到当地政府高度肯定。

东莞信泰集团董事长王瀚康（左）向东莞厚街人民政府捐赠抗疫医疗物资 中共东莞市委和东莞市工商业联合会对东莞信
泰投资集团的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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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稘ꆄ瀤⚌꧋㔙꧋㔙肅⟧剣ꣳⰖ 648.73 
向福建援鄂医疗队、厦门市、龙岩市等地区红十字会以及海外矿山所在地区捐赠防疫物资（价
值 648.73 万元）

2 匆䊜菔字涰岲껷껑剣ꣳⰖ 195.74 捐赠杭州市萧山区慈善总会消毒、卫生、洗涤用品（价值 195.74 万元）

3 ⚥㕂랕ꆄ꧋㔙剣ꣳⰖ 115.39 
中金辐照为抗疫物资提供免费辐照杀菌服务（价值 85.27 万），江西金山矿业捐赠各类防
疫物资（价值 4.08 万），湖北鸡笼山黄金矿业等单位向驻地疫情防疫机构、政府等捐助（26.04
万），总价值 115.39 万

4 廩⽂랕ꆄ꧋㔙剣ꣳ餓⟣Ⱆ 80.80 

捐赠省国资委医用口罩 200000 个（价值 21231 元），益阳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公
室非医用手套 17450 双（价值 52350 元）、非医用护目镜 800 副（价值 28000 元），
长沙市第八人民医院医用手套 10000 双（价值 106155 元）、医用护目镜 600 副（价值
21000 元），平江县疾控中心医用手套 17450 双（价值 52350 元）、医用护目镜 600 副（价
值 21000 元），平江县长寿镇医用手套 2550 双（价值 7650 元），常德市委办公室医用
口罩 100000 个（价值 106155 元）、医用手套 100000 双（价值 141540 元）、N95 口
罩 920 个（价值 24090 元），怀化市辰溪县委办公室医用口罩 33950 个（价值 36036 元）、
医用手套 30000 双（价值 42462 元），墨西哥医用口罩 20000 个（价值 44000 元）、
KN95 口罩 6000 个（价值 75000 元）、防护服 300 套（价值 30000 元），总价值 80.8
万元

5 帿㖕䋑ꆄ꧈犷껷껑ⵖ鸣剣ꣳⰖ 77.30 

捐赠深圳市盐田区社会福利中心物资 4 万个（价值 7.6 万元），罗湖医院集团、福田第二医
院医疗物资（价值 6.65 万元），深圳市公安局龙岗、罗湖、盐田、福田、罗湖口岸分局医
疗物资（价值 25.815 万元），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医疗物资（价值 8.66 万元），哈尔
滨市平房区人民政府医疗物资（价值 6.85 万元），坂田集团、街道、人民政府等抗疫物资（价
值合 37.23 万），总价值 77.295 万元

6 鴨㸌⚥ꆄ妍❇棟㹈剣ꣳⰖ 75.00 

向武汉慈善总会捐赠防护用品（价值 15 万元），沈阳市慈善总会、丹东市双灵基金会、本
溪市慈善总会（价值 15 万元），本溪市公安、社区等防疫一线捐赠防护用品及生活用品（价
值 20 万元），丹东市 44 名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提供生日蛋糕和福利现金卡（价值 19 万元），
宽甸县中心医院 1100 名白衣天使捐赠医护用具、生活用品及生日福利现金卡（价值 6 万元），
总价值 75 万元

7 帿㖕䋑磾韝棟㹈剣ꣳⰖ 40.00 
向盐田区公安、医院等抗击疫情人员捐赠防疫物资：注射用胸腺五肽 3000 支、板蓝根 500
包、医用外科口罩 8 万个，价值 40 万元

8 ⚎蛵⥌岲⟱⚌䫏餴盗椚꧋㔙剣ꣳⰖ 35.00 
向东莞市厚街人民政府捐赠防疫应急物资 :KF94 口罩 4000 个，免洗手消毒液 1000 瓶、
84 消毒液 10 桶、靼套 20000 套等，价值 35 万元

9 㿋⚎랕ꆄ꧋㔙剣ꣳⰖ 33.10 
捐赠给企业驻地医护口罩、护目镜、酒精、消毒液、食品、棉衣等物资（23.1 万），通过
招远红十字会将一万只口罩定向捐赠给市应急管理局（10 万）

10 饕䂽しꥑ랕ꆄ瀤⚌肅⟧剣ꣳⰖ 21.00 

向辽宁省丹东市慈善总会捐赠防护口罩 8000 个、护目镜 500 个、防护服 600 套、手套
5000 副（价值 10 万元），向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县疫情防控指挥部捐赠防护口罩 8000 个、
护目镜 500 个、防护服 600 套、手套 5000 副（价值 10 万元），向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捐赠防护口罩、防护服、手套（价值 1 万元），总价值 21 万元

11 䧭鿪䋑㣔ꚙ峕ꆄ⚌剣ꣳ餓⟣Ⱆ 10.00 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捐赠医用防护服 500 套（价值 10 万元）

12 抳㹈ꆄ彂瀤⚌肅⟧剣ꣳⰖ 5.00 向驻地红十字会捐赠口罩 15000 个（价值 5 万元）

13 䎛銯啿ざ넞倝猰䪮肅⟧剣ꣳⰖ 5.00 
向广西农垦明阳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及公司客户捐赠口罩 10000 只、体温测量仪 1 台，中国黄金
协会口罩等医用物品若干，总价值约 5 万元

14 掆〵ꆄ뚱瀤⚌劼唒剣ꣳⰖ 4.45 
向公司驻地的古现街道应急指挥部水果 150 箱（价值 0.75 万），向苏丹国家矿业部捐赠
口罩 16000 只（价值 3.2 万元）和消毒液 1000 瓶（价值 5000 元），总价值 4.45 万元

15 ⚥㕂棟㹈껷껑鵳ⴀ〡肅⟧剣ꣳⰖ 3.11 捐赠湖北省红十字会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5000 只（价值 3.1075 万元）

16 悗㖷䋑ꚙ彂ꆄ䏅剣ꣳⰖ 3.00 捐赠红十字会 3 万只口罩、1 吨消毒液，价值 3 万元

17 䎛⚎溁랕ꆄ⼸⠔ 3.00 
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南石头街道办事处和珠江医院捐赠帐篷 3 顶、一次性医护手套
1000 对、无纺布鞋套 1000 对、手电筒 30 个、雨衣 500 件、暖心茶 1500 杯等，总价值
约 3 万元

18 銯鿈랕ꆄ肅⟧剣ꣳⰖ 2.13 向伊宁县及融北社区捐赠医护口罩、消毒液、防护服等防疫物资，价值 2.13 万元

19 ⻌❩ꆄ♧俒⻊〄㾝肅⟧剣ꣳⰖ 1.89 
向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肿瘤中心捐赠护目镜 500 个（价值 7500 元）、
防疫口罩 5000 个（价值 6705 元）、防护服若干（价值 2683 元），吉华街道防疫一线工
作人员食品若干（价值 2000 元），总价值 18888 元

20 ♳嵳韟㔩棟㹈傞㼿꧋㔙剣ꣳⰖ 1.15 
捐给上海南码头街道防疫物质额温枪 10 个、力度伸 100 个、板蓝根 100 盒、梨膏露 20 瓶
（价值 7500 元）；浦东机场志愿者自热饭 30 份、  方便面 20 包（价值 4000 元），总价
值 1.15 万元

21 帿㖕䋑ꆄ䗞꡶棟㹈剣ꣳⰖ 1.00 向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捐赠口罩、手套各 20000 个

22 ⻌❩䊨繠꧋㔙剣ꣳ餓⟣Ⱆ 0.96 向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镇苏家峪村口罩 2000 只

23 㿋銯㸪蒌껷껑肅⟧剣ꣳⰖ 0.80 
向驻地的三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口罩 600 只（价值 5000 元），柳溪街社区捐赠了 400
只医用口罩、4 箱酒精和 84 消毒液、10 个喷壶的防疫物资（价值 3000 元），总价值 0.8
万元

合  计 1363.54

注：数据均为企业上报，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7 日

序号 单位名称 捐赠物品名称及数量

���� 䎃⚥㕂랕ꆄ遤⚌䫒ⴁ倝氋䞔䯩饐暟餴絡雦邍
捐赠价值（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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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7 日，安徽太平矿业公司向新庄村赠送生活物资

新冠疫情对全国物流运输造成极大影响，许多地区的生活日用品供应紧张，给当地居民正常生

活造成极大困难。黄金企业紧急采购、调配生活急需的粮油、蔬菜等物资，支援当地居民，为

保障疫区给养供应贡献自身力量。

贵州锦丰矿业公司拥有 400 亩的复耕复垦农业生态园。疫情期间，为了支持当地疫情防控工作，

贵州锦丰公司党委决定向当地疫情防控部门和周边社区居民免费提供近 3 吨的蔬菜，保障当地

居民能够吃上新鲜蔬菜。

在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的协助下，协会援助了湖北六所中学的 390 个学生家庭，旨在为中国

疫情重灾区湖北省的贫困高中生提供资助，这些学生都是受疫情影响严重，家庭困难、品学兼

优的高中学子，协会通过给予一次性生活补助的方式，资助其完成高中三年学业。

2 月 17 日，安徽太平矿

业有限公司慰问公司所

在地濉溪县山南村、新

庄村、四铺镇等地疫情

防控指挥部，向坚守在

防疫第一线的人员赠送

方便面、矿泉水等生活

物资。

南京金陵金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金宝天印山农贸批发市场是南京市各大社区的农贸批发

集散地。疫情发生后，金宝天印山农贸批发市场备足各类货源，24 小时不间断运转，每日源

源不断向南京周边市场输出 200 余吨新鲜蔬菜。同时，集团旗下 7 家社区农贸市场开足马力，

保证对周边社区的蔬菜供应，确保特殊时期南京市民“菜篮子”的安全。

餥䊜Ꝯ⚪向当地免费提供 3 吨新鲜蔬菜

⚆歲랕ꆄ⼸⠔向湖北贫困学子提供生活资助

⽂❩ꆄ꤯ꆄ皷꧋㔙保障当地社区蔬菜供应

㸝䗩㣖䎂瀤⚌慰问当地防疫指挥部，送去生活物资

獤匧䯩饐欰崞暟餴⥂ꥻ氋⼓絛Ⱞ⣘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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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达紫金人的一片心意和敬意，紫金矿业向福建援鄂医疗队捐赠抗疫津贴及向龙岩市各市县

区有关医疗单位捐赠疫情防控物资款项共计 1000 余万元。其中向援鄂医疗队发放津贴及纪念

品合计约 702.19 万元，向龙岩市内有关医疗单位捐赠疫情防控物资款 300 万元。

2 月 17 日，内蒙古太平矿业公司疫情防控小组成员赴新忽热苏木、楚鲁图、海流图路口三

个疫情防控执勤点，为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送去香肠、方便面、饮料、饮用水等慰问品。

为表达对驰援湖北抗疫工作的 1649 名上海援鄂医护人员的感谢，老凤祥专门组织设计师为

医护人员量身设计了“天使之翼”纪念胸针。4 月 16 日，黄浦区委书记杲云与老凤祥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石力华一同为上海援鄂医护人员赠与 “天使之翼”纪念胸针。

贵州锦丰矿业有限公司为贵州省贞丰县沙坪镇金山村疫情防控点的 6 名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免费

提供午餐，全力支持属地疫情防控工作。

稘ꆄ瀤⚌꧋㔙慰问福建援鄂医疗队

ⰻ褐〢㣖䎂瀤⚌慰问当地疫情防控一线人员

罈Ⳡ牬向上海援鄂医护人员捐赠“天使之翼”纪念胸针

餥䊜Ꝯ⚪向当地沙坪镇金山村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免费提供午餐

内蒙古太平矿业公司向新忽热苏木疫情防控执勤点工作人员送去慰问品

为战胜疫情，大批医护工作者、抗疫工作人员、志愿群众奔赴抗疫一线，投入到这场浩大的疫

情防控攻坚战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牺牲。一些黄金企业自发组织起来，为一线抗疫人员送

去医疗与生活必需品，对抗疫人员表示慰问与感谢。

䣅♧絁䫒氋➃プ鷐랕ꆄ遤⚌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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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金陵金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金元宝快餐公司东山街道店、无线谷店、园博园店、金王

府店从大年初三开始紧急复工，每天精心做 3000 余份盒饭送达江宁全区 20 多个机关单位、

社区、检查点、隔离点，为坚守在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解决用餐问题。

辽宁中金欧亚珠宝有限公司积极为奋战在抗疫一线人员送去慰问物资，向丹东市妇联联防联控

点、社区防控点、社会福利院、医院、防疫部门一线工作人员以及防控卡站公安民警捐赠医用

口罩、消毒液及食物。辽宁中金欧亚累计捐款捐物达 115 万元。

⽂❩ꆄ꤯ꆄ皷꧋㔙为抗疫一线人员送去爱心盒饭

鴨㸌⚥ꆄ妍❇为当地抗疫一线人员送去慰问物资

辽宁中金欧亚董事长曲静女士（前排右四）为奋战在抗疫一线的丹东市公安民警送去慰问品

向“上海援鄂白衣战士”捐赠老凤祥“天使之翼”纪念胸针仪式现场老凤祥“天使之翼”纪念胸针设计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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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收官在即，明年“十四五”又开始启航。当前黄金行业发展面临着重大的

挑战和历史性机遇，做好防疫抗疫工作、组织好当前的生产经营、开拓未来的事业、

推动行业转型升级任重道远。今年以来黄金行业艰辛而卓有成效的抗疫历程，体现了

党和国家的磅礴伟力，见证了黄金人踔厉奋发的执著精神，战“疫”进行时，黄金行

业要再接再厉，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按照党中央提出

贵州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水银洞金矿

用駈䔲♴�㾝劅劢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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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

肩负起实现黄金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的责任和使命，以“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发展

信心、“吹尽狂沙始到金”的发展恒心，开拓进取 , 踏实苦干，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

统筹推进黄金行业各项改革发展工作，为赢得疫情防控和行业高质量发展“双线胜利”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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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金行业防疫抗疫社会责任报告 2020》评级报告 

受中国黄金协会委托，“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专家委员会”抽选专家组成评级小

组，对《中国黄金行业防疫抗疫社会责任报告 2020》（以下简称《报告》）进行评级。 

一、评级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南（CASS-CSR 4.0）》暨“中国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评级专家委员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标准（2020）》。 

二、评级过程 

1.评级小组审核确认《报告》编写组提交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过程性资料确认书》及

相关证明材料； 

2.评级小组对《报告》编写过程及内容进行评价，拟定评级报告； 

3.评级专家委员会副主席、评级小组组长、评级小组专家共同签审评级报告。 

三、评级结论 

过程性（★★★★★） 

中国黄金协会联合上海黄金交易所、世界黄金协会成立报告编委会，整体统筹报告编制

出版并负责报告最终审定，编委会办公室牵头组建报告编制小组，负责报告具体编制工作；

将报告定位为记录我国黄金行业在新冠肺炎疫情下防疫抗疫历程、展现黄金行业履责行动与

精神风貌的重要工具，功能价值定位明确；通过宏观形势分析、利益相关方调查、专家意见

征求等建立报告议题池；计划召开专项发布会发布报告，并将以电子版、印刷品、中英文版

等形式呈现报告，过程性表现卓越。 

实质性（★★★★★） 

《报告》系统披露了推进复工复产、强化风险防控、保障员工健康、稳定社会就业、开

展防疫公益、防疫知识普及、产品服务创新等行业防疫抗疫的关键性议题，具有卓越的实质

性表现。 

完整性（★★★★☆） 

《报告》主体内容从“责任在心 担当在肩”“高效组织 严密防控”“关爱员工 保障健

康”“精准施策 复工复产”“携手伙伴 共克时艰”“投身公益 奉献爱心”等角度系统披露了

行业企业在防疫抗疫上的履责理念、组织机制、行动举措和成效，完整性表现领先。 

平衡性（★★★★☆） 

《报告》披露了行业企业“确诊人数”“感染人数”“疑似人数”等负面数据，具有领先

的平衡性表现。 

可比性（★★★★） 

《报告》披露了在报告期内行业企业“捐款额”“捐赠抗疫物资价值额”等数据，并就

“全国黄金产量”“全国黄金消费量”“黄金成交量”等数据进行横向比较，可比性表现优秀。 

可读性（★★★★☆） 

《报告》以“防疫抗疫”为主题，系统展示了黄金行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关键议题上

的履责行动与成效；封面创意融入黄金元素，并以插画形式展现了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担当，既增强了报告的辨识度，又提升了报告的沟通价值；内容全面详实，图片丰富多元，

并使用大量案例对履责实践进行阐述，具有领先的可读性表现。 

创新性（★★★★★） 

《报告》是黄金行业首份专题报告，彰显了全行业在特殊时期的责任担当；广泛开展问

卷调查和访谈，强化了内外部利益相关方参与深度；中国黄金协会联合上海黄金交易所、世

界黄金协会共同推进报告的编制和发布，创新了报告组织方式；设置“社会责任寄语”板块，

引入利益相关方感言佐证履责成效，增强了报告的公信力，创新性表现卓越。 

霉紩䫣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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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评级（★★★★★） 

评级小组评价，《中国黄金行业防疫抗疫社会责任报告 2020》为 级，是一份卓

越的行业社会责任报告。 

 

、 进建议 

增 关键数据的披露，进一 提高报告的可比性。 

 

 
评级专家委员会副主席 

          
评级小组组长    评级小组专家 

 
过程性评 员    任   

     
出具时 2020 10 28                       查 企业评级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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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卢    进  中国黄金协会会长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焦瑾璞   上海黄金交易所党委书记、理事长

副主任：    王振营   上海黄金交易所总经理

                  张永涛   中国黄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立新   世界黄金协会中国董事总经理

委    员：   王胜斌   中国黄金协会副会长

                  崔建国   中国黄金协会副会长

                  郭来法   上海黄金交易所市场推广部总经理

                  刘艳红   中国黄金协会副秘书长

                  陈志君   世界黄金协会中国行业拓展总监

编委会办公室

主    任：   王胜斌

副主任：   郭来法     刘艳红     陈志君

成    员：   吴宇峰     张    虹      彭    嫱      李    珅      原    超      钟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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