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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芬豪矿业正在实施严格的措施以保护 

全体员工，并减轻 COVID-19  

对艾芬豪矿业旗下矿山开发作业的影响 

Kamoa-Kakula 铜矿项目在一位全球知名的传染病专家的监督 

下，极大地加强了现场 

医疗团队和医疗设施。 

随着地下开发作业的持续进展，Kakula 矿山 

保持着运营持续性 

 
刚果民主共和国科卢韦齐–  艾芬豪矿业 (TSX: IVN; OTCQX:IVPAF) 联席主席 Robert 

Friedland 和孙玉峰今天宣布，鉴于 COVID-19 的快速蔓延对全球造成的影响，本公司将详

细阐述本公司已实施的严格保护措施。这些措施旨在保护全体员工、承包商和当地社区居民

的健康和福祉，同时确保 Kamoa-Kakula 项目的商务连续性。 

 

为响应政府实施的旅行限制和世界各地都在实施的紧急应对措施，本公司旗下的所有三个项

目（Kamoa-Kakula、Platreef、Kipushi）都实施了严格的检疫和封锁隔离规程，以防止病毒

蔓延到矿区。至今为止，本公司尚未出现任何 COVID-19 病例。 

 

在 Kamoa-Kakula 项目，除了食物和重要设备是按照严格的交付协议供应的以外，矿场已被

封锁并且所有主要人员都留在现场。共有 881 位此前居住在周边社区和科卢韦齐的员工已搬

迁至矿场内的永久住宿设施内。待住宿设施扩建完成后，另有不超过 250 位新员工将搬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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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场内，并采取适当的严格检疫措施。 目前，共有 3,532 名员工和承包商在矿场工作，以

确保运营的连续性和尽量减少对发展计划的影响。 

 

根据南非政府于 3 月 26 日实施的为期 21 天的全国封锁令，Platreef 已经暂停了其凿井作业

，至少暂停到 4 月 16 日。该项目仍维持着一支小型队伍，由该队伍实施维修与保养活动，

以便当项目开发作业恢复时一切就绪。 

 

Kipushi 也暂时中止了作业，以减少对员工和当地社区居民的风险。该项目仍维持着一支小

型队伍，由该队伍实施维修与保养活动，并保持着抽水作业。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同时借鉴中方合作伙伴（中信金属和紫金矿业）的经验，艾芬豪

在新冠肺炎被宣布为全球流行病之前很早就组建了一支由高管成员构成的工作小组，由该小

组全权负责 COVID 应对措施的规划。 

 

该团队由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教授、儿科传染病专家妮珂莱特·杜·普莱西斯 (Nicolette Du 

Plessis) 博士领导，成员包括专科医生、护理人员、护士，以及来自外部的几位世界领先的

流行病学家作为顾问。杜·普莱西斯 (Du Plessis) 博士是南部非洲儿科传染病学会会长，还是

南部非洲传染病学会联合会的候任会长。 

 

这支工作团队，携手 Kamoa-Kakula 项目现场一个由 16 位干练成员构成的日益扩大的医疗

响应团队（如上图所示）以及来自英国的医疗服务提供商 Medical Support Solutions，采纳

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医疗专家的一些最佳建议，在整个公司实施了关键的规程，以确保最大程

度减少疫情对公司运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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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勒陀利亚大学教授、儿科传染病专家妮珂莱特·杜·普莱西斯 (Nicolette Du Plessis) 

博士领导着艾芬豪矿业的 COVID-19 响应团队。 

 

在 Kamoa-Kakula 项目，本公司实施了严格的隔离规程，以应对高危人员或潜在的 COVID-

19 病例。将有 10 个重症监护室（每个病房都配有呼吸机）和 20 个特护治疗室可供治疗潜

在患者，此外还有一个最多可容纳 60 名潜在患者的隔离设施。 

本公司已采购了足够的关键防护用品以供其矿山医疗团队使用，其中包括外科手套和 N95 

口罩。此外，艾芬豪的最大股东中信金属 (CITIC Metal) 已帮助采购了大量的冠状病毒诊断

检测盒。本公司将向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和南非的项目分发检测盒，从而在病毒

全球蔓延期间实施本公司的健康与安全规程，以及确保 Kamoa-Kakula 项目的商务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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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公司还与当地政府密切合作，这些当地政府已迅速果断地实施了立法措施，以遏制

病毒的蔓延。本公司携手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和南非卫生部，正在采购一批早期治疗药

物，从而可能遏制 COVID-19 病毒在全国范围内的爆发。 

Robert Friedland 说：“随着 COVID-19 疫情不断演变，我们正在采取措施以支持全体员

工和当地社区居民。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我们的运营安全，我们正在密切关注疫情的发展。” 

 

“我们矿山开发项目的性质使得某些工作无法远程进行，所以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于减轻病毒

扩散到我们项目的风险。运营的连续性对各岗位、当地社区和当地经济而言非常重要。我们

会随着疫情的演变而不断调整我们的应对措施，以我们员工的健康和安全为第一要务。” 

 

“艾芬豪团队成员都具有非凡才干。我坚信，通过共同努力，我们的团队将迎接这些挑战，

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更有韧性。” Friedland 先生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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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oa-Kakula 项目的现场医疗团队成员已准备就绪，致力于快速发现和治疗任何潜

在的 COVID-19 病例，以及防止病毒传播给其他人员。  

 

前排，从左到右：Salva Mujinga Tshimanga（护士）；Augustin Kabedi Mujinga

（护士）；Papy Wedialumbele Lumasa（护士）；Asmara Ally（ALS 医护人员

）；De Delvareine Kabwayi Buyamba 医生（医学博士）。  

 

后排，从左到右：Tresor Kasongo Dibwe（护士）；Paulin Mwanza Umbanga（

护士）；Greg Hillen（ALS 医护人员）；Timothee Bwana Ngoie（护士）；

Christian Masengo Ngoy（护士）；Adellard Muyambo Kazenga（护士）；

Prince Hlongwane（ALS 医护人员）；Patrick Kasongo Ngoyi 医生（健康管理员

）；Alain Sambwe Masengo（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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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vareine Kabwayi Buyamba 医生正在 Kakula 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ICU) 演练呼吸机的医疗急救响应

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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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kula 铜矿山继续取得出色的地下矿山开发进度 

 

铜矿山的地下开发继续快速推进现已完成约 12 公里的地下开发，比计划领先了约 3.4 公

里。3 月份，采矿团队刷新了月度开发记录，完成了逾 1,350 米，比当月计划领先了逾 330 

米。随着项目过渡到完全由业主采矿团队作业，由在现场接受过全面培训的刚果当地矿工组

成的第二批业主团队，已经开始了地下开发工作。 

  

两支地下采矿队正在 Kakula 矿山操作半自动双臂凿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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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队正在扩建 Kakula 矿山的主要地下蓄水墙。 

 

 
 

地下岩石处理系统和输送带的施工正在顺利进行，预计于本月投入运行。Kakula 南侧的二

号通风井的扩孔施工已完成，将为 Kakula 矿山的南段提供额外的通风。  

 

大容量输送机系统将把破碎后的矿石从地下经由斜坡道向上运往生产前的矿石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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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正在对“板式给矿机”进行收尾工作。“板式给矿机”将把矿石从 Kakula 的其中一

处 5,000 吨的地下矿石仓装料至输送机。 
 

 

Kakula 的地下施工队就快完成东缘的底部结构，那是 Kakula 的地下矿石处理系统

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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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井钻机突破到地表，标志着 Kakula 矿山的直径为 5.5 米的二号通风井的扩孔施工

已完成。

 

Kakula 的年产 380 万吨地表选矿厂的施工正在快速推进。初期的土建施工已优先考虑了原

矿堆场和球磨机的地基建造。  

施工队正在安装钢筋。下一步是浇筑混凝土以建造地基，以支撑 Kakula 初期年产 

380 万吨选矿厂的球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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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浇筑混凝土以建造选矿厂精矿浓缩机的地基。 

 

 

选矿厂的浮选回路仍在继续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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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oa-Kakula 项目的材料和设备供应商的制造设施分布在全球各地，其中有些制造设施的

运营受到了 COVID-19 疫情的影响。工程团队正在评估疫情对采购日程的影响，以及减少的

矿山现场活动对整体开发进度的影响。 

 

关于艾芬豪矿业 

 

艾芬豪矿业是一家加拿大的矿业公司，目前正推进其位于南部非洲的三大主要合资项目﹕: 

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 (以下简称“刚果”) Kamoa-Kakula 大型新铜矿的开发及南非 Platreef 钯-

铂-镍-铜-铑-金矿勘探区的新矿场发展；以及同样位于刚果的历史悠久的 Kipushi 锌-铜-锗-银

矿的大型重建和改善工程。同时，艾芬豪正在其全资拥有、毗邻 Kamoa-Kakula 项目的刚果

民主共和国 Western Foreland 勘探许可范围内寻找新的铜矿勘探区。 

 

联系方式 

 

投资者：Bill Trenaman +1.604.331.9834 / 媒体：Matthew Keevil +1.604. 558.1034 

 

前瞻性陈述 

 

本新闻稿载有的某些陈述可能构成适用于证券法所定义的“前瞻性陈述”或“前瞻性信息”。该

等陈述及信息涉及已知和未知的风险、不明朗因素和其他因素，可能导致本公司的实际业

绩、表现或成就、其项目或行业的业绩，与前瞻性陈述或信息所表达或暗示的任何未来业

绩、表现或成就产生重大差异。该等陈述及信息可通过文中使用“可能”、“将会”、“会”、“将

要”、“打算”、“预期”、“相信”、“计划”、“预计”、“估计”、“安排”、“预测”、“预言”及其他类似

用语，或者声明“可能”、“会”、“将会”、“可能会”或“将要”采取、发生或实现某些行动、事件

或结果进行识别。这些陈述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新闻稿发布当日对于未来事件、表现和业绩的

当前预期。 

此类表述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项的时间点和结果：(i) 关于“艾芬豪对 COVID-19 疫情的应对

措施”的表述；(ii) 活动预计会临时中止；(iii) 关于“Kakula 的地下岩石处理系统和输送带预计

于 4 月份投入运行”的表述。 

前瞻性陈述及信息涉及重大风险和不明朗因素，故不应被视为对未来表现或业绩的保证，并

且不能准确地指示能否达到该等业绩。许多因素可能导致实际业绩与前瞻性陈述或信息所讨

论的业绩有重大差异，包括但不限于“风险因素”以及本公司《2019 年底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报

告》的其他部分所指的因素，以及有关部门实施的法律、法规或规章的无法预计的变化；与

本公司签订合约的各方未能根据协议履行合约；社会或劳资纠纷；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动；以

及勘探计划或研究未能达到预期结果或会证明和支持继续勘探、研究、开发或运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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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新闻稿载有的前瞻性陈述是基于本公司管理层认为合理的假设而作出，但本公司不能

向投资者保证实际业绩会与前瞻性陈述的预期一致。 

这些前瞻性陈述仅是截至本新闻稿发布当日作出，而且受本警戒性声明明确限制。根据适用

的证券法，本公司并无义务更新或修改任何前瞻性陈述以反映本新闻稿发布当日后所发生的

事件或情况。 

由于本公司《2019 年底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报告》、2019 年 12 月 31 日 止年未审计简明综

合中期财务报告和《公司年度信息表》内“风险因素”部分以及其他部分所指的因素，本公司

的实际业绩可能与这些前瞻性陈述所预计的产生重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