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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世界矿业市场有所回暖，矿产品价格相对回升。 有 １０ 多个国家涉及到矿法修改。 在激励矿业投
资，推动着矿业开发更加开放的同时，资源民族主义有所抬头，对全球矿业投资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越来
越多的国家将环境保护放在优先地位，不同程度地开始禁止金属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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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全球矿业市场回暖迹象显现，矿产品

价格有所回升。 在此形势下，大多数国家的矿业政

策未发生明显变化。 虽然有很多不利因素，但全球
矿业总体朝着激励矿业投资、促进矿业发展、同时愈
加重视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 闫卫东等，２０１８） 。

１

矿法修改热潮逐步减退
２０１７ 年，据 不 完 全 统 计， 有 １０ 多 个 国 家 进 行

了、正在进行或计划进行矿法修改，相比前些年，国
家数量大为减少。 这些国家包括菲律宾、坦桑尼亚、

２

资源民族主义有所抬头
２０１７ 年全球矿业市场，政府强制持股的现象继

续增 加。 坦 桑 尼 亚 强 制 要 求 政 府 持 有 采 矿 项 目

１６％的股份，同时也保留了进一步增持矿业公司股

份的权利。 还赋予撕毁与重新谈判天然气或矿产等
自然 资 源 合 同 的 权 利 以 及 取 消 国 际 仲 裁。 刚 果
（金） 规定政府必须至少持有新矿业项目 ５％ ～ １０％
的股份。

规定本国人持股的最低比例现象有所增加。 刚

刚果（ 金） 、南非、肯尼亚、阿根廷、巴西、多米尼加、

果（ 金） 要求，对于大型矿山，刚果（ 金） 投资者必须

动矿法修改。 例如，巴西经过多年努力，取得重大进

将黑人群体在矿业公司中的最低权益比例从以前的

卢森堡和芬兰等。 其中，多数国家近年来一直在推

展，修改权益金和成立国家矿业局的提案终获通过。
少数国家，例如多米尼加、卢森堡和芬兰则是新加入

至少持有 １０％ 股份。 南非要求矿业公司在一年内
２６％增加到 ３０％。

实施出口禁令的国家数量逐步增多。 大多数禁

矿法修改的行列之中。 多米尼加是矿法实施 ３６ 年

止矿产品出口的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未有明显松动，

矿法实施 ７ 年之后又一次对矿法修改并顺利获得通

全面放开出口 （ 孙春强等，２０１１，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之后才第一次进行矿法修改的国家。 坦桑尼亚是新
过的国家。

此外，非传统地区的矿业立法正受到重视。 继

例如，印度尼西亚并未因冶炼厂的建设进度缓慢而
２０１７） 。 非洲国家开始加入出口禁令的行列中，坦
桑尼亚禁止金、铜、镍和银等精矿出口。 部分国家在

美国之后，卢森堡成为世界第二个、欧洲第一个通过

谋划实施出口禁令，菲律宾计划禁止出口未加工的

太空采矿法的国家。 多米尼加则计划对海底采矿进

矿产品，伊朗也计划禁止出口铁矿石。

行立法。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１８
［ 第一作者简介］ 孙春强，男，１９８２ 年生，副研究员，从事国土资源经济、国土资源管理与政策法规、境外矿业投资环境研究工作；Ｅ －ｍａｉｌ：
ｃｑｓｕｎ＠ ｉｎｆｏｍａｉｌ．ｍｌｒ．ｇｏｖ．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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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税费调整愈加艰难
税费调整是各国进行矿业调控的重要手段，主

要包括权益金、出口税等。
权益金调整。 提高权益金对矿业经济意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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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马省卡哈马卡镇投票通过禁止露天采矿提案。

菲律宾关闭 ２３ 座在产矿山，并暂停 ５ 座因污染

水源和造成沿海水域淤积等破坏环境的在产矿山。
他们还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禁止露天采矿以及禁止江
河流域采矿活动。

大，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权益金增加计划都能够

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议会通过了旨在永久禁

成功通过或实施。 即便获得通过，也是历经波折、多

止陆上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的资源法修正案，即

方博弈后的结果。 例如，巴西多年前就提议对权益

压裂禁令，以减轻农民对水力压裂导致的相关环境

金进行修改，直至 ２０１７ 年才获通过。 根据矿种不
同，矿业公司需按照净销售额的一定比率缴纳权益

金。 黄金的权益金比率上调为 １．５％，金刚石上调为

与健康风险的担忧。 这是第一个在该州所有地方都
实施的禁令。
厄瓜多尔环境委员会就是否该国应该禁止金属

２％，铌上调为 ３％，建筑矿产降至 １．５％。 铁矿石最

采矿举行听证，以避免环境污染和侵犯人权事件发

果是最高为 ３．５％。

以来就再没有批准过新的探矿权。

初拟上调为最高 ４％，但因遭到反对，最终达成的结
澳大利亚的西澳大利亚州政府近年来多次计划

提高黄金的权益金比率，但几经尝试，仍被议会否
决。

生。 虽然目前尚未禁止采矿，但是实际上从 ２００５ 年

５

矿业激励政策不断强化
激励政策主要涉及允许降低勘查投入、增加勘

出口税调整。 调整关税的原因大多与该国的经
济状况或矿产品供需关系密切。 印度尼西亚计划出
台矿产品出口税率新规，根据出口商建设冶炼厂的

探区域面积、资助勘查、出让更多的区块以及调整竞
标规则等方面。
为进一步挖掘矿产资源潜力，南非计划在未来

进度确定税率，对铅、锌、铁和铜等精矿征收最高 ７．

１０ 年实施地质填图计划。

度计划取消铁矿石出口税，或将其下调 ３０％。

格陵兰对矿权人勘查投入义务做出重大调整。 根据

产地—萨卡特卡斯州开始征收环境税。 加拿大不列

持有人不一定需要进行勘查投入。 即勘查费用可以

５％的出口税。 受中等品位铁矿石供应过剩影响，印
环境相关税费调整。 墨西哥最大的银、铅及锌

颠哥伦比亚省可能对出口的动力煤征收 ７０ 加元 ／ 吨
的碳税。

其他税费的调整。 坦桑尼亚政府计划按矿产品

出口额的 １％征收检验税。 刚果（ 金） 计划恢复对矿
业公司征收进口增值税。

４

环保重视程度再获提升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采矿活动造成

的环境破坏，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也被提到前所未有
的高度，部分国家将保护环境放在优先地位，２０１７
年禁止采矿的国家数量不断增多，许多国家开始不
同程度地禁止采矿。

为改善矿业投资环境，有效降低勘探公司成本，

新修订的法案，在第 ６ 个到第 １１ 个年份中，探矿权
为零。
为扩大资源和改善财政状况需要，蒙古将把可

供勘探的区域扩大一倍多，从占国土总面积的 ９．６％
提升至 ２０．９％。

为鼓励矿业投资，巴西联邦政府计划进行一系

列改革，以改善投资环境。 其中包括加快矿权审批
进程，出让 １ 万个勘探区块等。

印度计划在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财年拍卖大约 ３００ 个矿

权。 其中，一些邦的矿权非常多，仅卡纳塔克邦就有
将近 １００ 个旧矿权要拍卖。 还要求印度地质调查局
加快完成 ７３ 个矿区的后期勘探工作。 并准备修改
拍卖规则，降低参与者的最低门槛，以保障行业有更

萨尔瓦多全面禁止金属矿开采。 所有地面、地

多人能够参与，提高竞争性。 为简化矿权拍卖程序，

下和海底金属采矿都将被禁止，所有以前颁发的金

竞标规则做以下调整：降低参与竞标的合格机构最

属采矿许可证将被宣布无效。

少家数，并降低投标者最低净资产额限制。 为改变

哥伦比亚宪法法院推翻了国家政府的矿业项目
唯一审批权，允许市长和省政府否决探矿权。 托利
１０５６

投标者参与少的状况，根据规则提议，将授权邦政府
进行财务招标，即使合格投标者少于 ３ 个，财务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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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正常进行。

玻利维亚政府计划在 ２０２０ 年前投入 ２０ 亿美元

发展矿业，还计划将政府地质和矿产服务机构 Ｓｅｒ⁃

矿业活力，吸引矿业投资，发展本国矿业，提高矿业
对经济的贡献。
资源民族主义有所抬头，强制参股的现象继续

ｇｅｏｍｉｎ 转型为勘查公司。 国家矿业公司计划投资

增加，大多数国家的原矿出口禁令未有明显松动，部

量。 这笔资金将来自矿业权益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

勘查，以实现新老矿山交替，促进矿业持续发展，同

境保护放在优先地位，部分国家将保护环境放在优

时有利于绿地勘探项目减少风险，也有可能会创造

先地位，坚决禁止金属采矿。

１．２ 亿玻利瓦尔诺用于勘探， 以增 加 锌、 锡 和 银 产
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宣布投资 ６０ 万澳元资助

分国家仿效出台或考虑原矿出口禁令（ 孙春强等，
在促进矿业发展的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将环

成千上万的就业岗位，为州和地方社区带来巨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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