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 12 月 2 日，西澳大利亚盛夏晴空万里。在小镇卡拉沙西南 100 公里的普
雷斯顿海角港，“MAGNETIC II”号驳船装载着 4 万吨铁精粉，被牵引着缓缓驶出码头。
负责收尾的“PB GIBSON”号拖船在海中央表演甩尾，并鸣笛庆祝，岸边身着明黄色中
信集团工作服的围观者人声鼎沸。
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兼中信泰富（00267.HK）主席常振明与西澳洲长科林·巴内
特（Colin Barnett）站在人群中央，举起手中刚刚按下的汽笛，宣告中澳磁铁矿项目
（Sino Iron Project）首船装运成功。这批铁精粉将被转运到等候在 10 公里外的迷你好
望角型散货船上，然后被运至中信泰富特钢位于中国江苏省江都市的球团厂。
中澳铁矿项目是中国企业迄今为止在海外矿产资源领域最大的投资项目，也是澳
大利亚资源领域为数不多的中资 100％控股项目，还是中国企业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
“绿地投资”项目。
面对媒体镜头，巴内特露出标志性的笑容。旁边的常振明低头翻看手机，屏幕上
显示的是来自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的短信：“首船启运是对澳大利亚和我们的
采矿业充满信心的力证。”
但这位 57 岁的董事长难言喜悦。中澳铁矿项目开工于 2006 年，原计划投资 42 亿
美元，于 2009 年建成投产。但项目开工后，投资一路水涨船高，几度陷于停顿，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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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后才装运首船矿石，此时资本金投入已近百亿美元。该项目要彻底完工，仍
需追加投资。
这桩始于金融危机前夕的海外资源投资，一度被认为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典型
失败案例，饱受行业和资本市场质疑。但有别于中钢集团中西部矿业、中冶集团兰伯
特角等撂荒的铁矿项目，中澳铁矿最终在常振明的坚持下实现投产，初步起死回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冶金行业专家刘 认为，中信泰富的这个项目将被载入铁矿石采
掘行业的史册。该观点广为业内认同，不仅因为该项目的规模，更因为其中的教训。
致命超支
项目选矿主工艺流程的工程总承包合同总额最初为 17.5 亿美元，到 2011 年 12 月
30 日增至 34.07 亿美元，这还只是建成两条生产线的金额
普雷斯顿广袤的红土地上，一条相对平坦的道路将稀疏分布的灌木丛一分为二。
2013 年底，徐金梧坐在开往中澳铁矿项目工地的大巴上，心事沉沉。
徐是中国金属学会副理事长、冶金设备学会理事长，2012 年底成为中信泰富独立
非执行董事，他的职业生涯都在钢铁行业度过，考察过国内外不计其数的矿山项目。
当他第一次站到观望台，俯瞰中澳铁矿全景时，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两台
七层楼高、每台 1500 吨的破碎机，镶嵌于矿区高耸的岩壁之中。有世界载重“冠军”
之称的特雷克斯 MT6300 型重载矿车，一次将 360 吨原矿由破碎机顶端倾注而入，矿
石初次破碎后，从机器底部被两条皮带传送机送至选矿厂。
选矿厂面积超过 70 万平方米，拥有全球最大、直径 12 米的自磨机和直径 7.9 米
的球磨机，能够将经过初级破碎的矿石磨细，并通过三段磁选工艺，由矿浆管道输送
至港口进行脱水和装运。
现场一位选矿厂的外籍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一台球磨机的造价就达 1500
万澳元，但在铁矿石供不应求的时候，“这些庞然大物就像是印钞机”。
中澳铁矿是澳大利亚矿业史上最大的磁铁矿开发项目，整个选矿工艺由六条生产
线构成，每条生产线年设计生产能力为 400 万吨品位为 66％的铁精矿粉。
截至目前，该项目共有两条生产线建成。第一条于 2012 年 11 月完工，此后耗时
近一年调试完毕，第二条则正在进行带料试车。第三至第六条生产线的全部磨机已安
装在基座上，后续工程的土建和安装均已开始，目前暂无确切的投产时间表。
该项目已经建成了为六条生产线配套的基础设施和辅助设施，包括 45 万千瓦的燃
气发电厂、日处理量为 14 万吨的海水淡化厂、30 公里的矿浆及淡水输送管道通廊、
年吞土量为 4000 万吨的港口和职工营地等。
在首船装运日，中信泰富总裁兼中信泰富矿业董事长张极井表示，项目总投资是
80 多亿美元，而 2013 年 2 月底的业绩发布会上，常振明曾表示，中信泰富已投资 91
亿美元，其中 68 亿美元为建设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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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数字之间的差异，一位中信泰富内部人士解释称，是源于统计口径不同，即
工程造价和总资本支出的区别。
此前，由于项目数度延期和大幅超支，资本市场对其已丧失耐心，中信泰富的 H
股股价不断下行，2013 年 8 月，标普评级将中信泰富长期企业信用评级由“BB+”下
调至“BB”。
装运首船铁精粉的当日，中信泰富股价上涨 6.98％，此后又创下近九个月来的新
高。杰富瑞投资银行（Jefferies&C）在 2013 年 12 月的一份报告中称，首运成功对中
信泰富来说是一个里程碑，这证明了该项目在磨选工艺和技术上的可行性，同时也加
强了资本市场对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信心。
穆迪评级的高翔称，预计到 2015 年，中澳铁矿项目的六条生产线可以全部投入营
运。此前，公司的财务状况都会一直保持疲弱。未来一年至两年内，中信泰富需要继
续借债，因为前两条生产线所产生的现金流，不足以应付后四条生产线的资本支出。
高盛推测中澳铁矿项目的总投资为 120 亿美元，摩根士丹利则认为在 100 亿至
110 亿美元间，投行们都将 2012 年作为中信泰富资本投入的峰值年。
中信泰富最初于 2007 年与中冶签订工程总承包（EPC）合同，后者负责整个项目
的选矿主工艺流程六条生产线的建设，合同总额 17.5 亿美元。
此后中冶几易其价，到 2011 年 12 月 30 日合同金额增至 34.07 亿美元，这还只是
建成两条生产线的金额。与此同时，中治也垫付了大量资金。对于项目建设实际发生
的总成本，中信和中冶同意用独立第三方对项目进行审计并将参照审计结果进行协商
确定费用分担以办理工程结算。
为了筹措资本，从 2006 年开始，中信泰富开始大量融资，并出售非核心资产，包
括国泰航空、北方联合电力、中信国安等，套现资金主要用于中澳铁矿项目近几年的
资本支出。至 2012 年底，中信泰富的总负债达到 1166 亿港元。
2013 年上半年的财报显示，中信泰富每股盈利 1.22 港元，同比下跌 19％，虽然
能源业务和特钢效益有所提升，却被铁矿开采业务的 11 亿港元亏损拖累。
最硬的矿石
虽然中国拥有成熟的磁铁矿选矿技术，但即使中国最有经验的钢铁企业，也没有
开发如此大规模磁铁矿的经验。外国专家认为，该项目从技术层面上讲非常困难
中澳铁矿项目是典型的“三边”工程，边施工、边设计、边修改。这种本意节省
投资的“中国式打法”，在工程质量、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等方面监管异常严格的澳
大利亚，往往意味着难以估量的时间和资金成本。
澳大利亚铁矿石产业一直以开采和出口高品位赤铁矿为主。这种赤铁矿铁含量较
高，只需简单的破碎筛选即可直接用于钢铁生产。而中澳项目的磁铁矿铁含量较低，
只有经过选矿后才能用于钢铁生产。选矿工艺包括破碎、筛选、研磨、分选和过滤，
即使中国最有经验的钢铁企业，也没有开发如此大规模磁铁矿的经验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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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振明当时曾拿着矿石样品找到鞍钢集团，鞍钢试验之后答复“矿石太硬，磨不
出来”。曾就职于力拓、英美资源等知名矿商，拥有 37 年采矿经验的马飞高（Mike
Elliott），也认为该项目从技术层面上讲近乎不可能开采。
中信泰富进行自磨试验时，机器运转一两个小时，矿石就能把磨机的漏斗砸穿。
按照正规程序，项目第一步应先将若干吨矿石样本运回国内进行大规模工业化试
验、论证，而在中澳铁矿项目中，这个重要环节存在缺失。
技术上未曾预料到的巨大难度，金融危机下自身难保的钢铁企业，全球低迷的矿
价，多重打击令彼时的中信泰富孤立无援。然而，常振明接手中澳项目时，围绕该项
目的投资已超过 30 亿美元，中信泰富进退维谷。
2008 年 10 月，中信泰富爆出澳元衍生品交易巨亏 155 亿港元事件，不久，时任
主席荣智健引咎辞职，常振明临危受命。
常振明对《财经》记者坦言，2009 年中信集团重组中信泰富时，曾对如何处理中
澳铁矿项目有过一番激烈讨论。
中信集团当时希望把该矿的部分股权出售给钢铁企业，自己仅保留约 50％股权，
这样可以降低风险，提高效率，但当时谁也不敢接这个烫手山芋。
常振明只能自力更生。2009 年，他调派华东一、刘树纯等中信建设骨干支援澳洲
项目。他们有在阿尔及利亚、安哥拉等地管理大型项目的丰富经验。
但对于没有直接采矿业经验的中信新团队而言，该项目的复杂程度超出想象。
常振明原本是做金融出身，并无采矿经验，于是四处求教。他多次了解中铁建发
生巨亏的沙特麦加轻轨项目以及中铁波兰高速公路项目，与工程人员和第三方探讨项
目建设经验。他还找到国内有铁矿石开采，尤其是有磁铁矿采选经验的钢厂，就技术
瓶颈问题进行研究。最终，中信方面逐步找到技术症结所在，与合作伙伴进行了有针
对性的研发攻关和设备调试，以适应澳洲铁矿的特性。
中信泰富矿业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运营官刘树纯已经在中澳项目鏖战 4 年。他
开玩笑说，自己每天都在祈祷，希望第二天机器运转正常，所有一切顺利。这名身高
超过一米八的彪形大汉是同济大学工程学硕士，曾参与中东、委内瑞拉和中国等多个
大型工程项目。
“所有工作都已启动，但由于是全新的工艺，整个矿的设计、施工是否能够成功，
还没有被证明。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把它建成。”常振明对《财经》记者说。直到
2013 年底，当第一批矿石运出港口的时候，才证明中澳铁矿的磨选技术是可行的。简
单地说，这个项目最终采用的铁矿石磨选技术和设备组合，可以解决硬度极高的矿石
打磨，但相关技术和设备投入亦高于一般铁矿石的磨选。
总包模式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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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没有在发达国家做项目的经验，想当然地认为可以从国内调集大批人员赴澳
搞“会战”。中资企业习惯于先报出低价，再随着项目进行追加投入

“没有按照程序一步步做好项目的尽职调查，我们有责任，也在深刻地反思。”
常振明直言不讳。进一步地总结分析则发现，当初中信泰富最大的问题，是过度信赖
其总承包商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601618.SH，下称中冶）。
中冶是国内最大的冶金工程承包商，拥有黑色和有色冶金工程完整产业链，亦在
国际工程建筑领域有所建树。按照合同，中澳铁矿项目分两个部分，中信泰富矿业公
司组织建设海水淡化厂、电厂以及码头等公辅设施，中冶则承建主工艺流程。
张极井认为，从工期和成本的控制来看，公辅设施的建设有一定的延期和超支，
但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中冶的主工艺流程却是“卡住了脖子”。
中冶在海外做过很多项目，但是没有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做项目的经验。
当初在做整体设计时，中冶试图照搬此前经验，比如认为能够大量使用中国劳工等等，
后来都被证明不可行。
澳大利亚劳动力匮乏，西澳矿工年薪普遍在十几万澳元，即便是在矿区打扫卫生
的工人，年薪也有数万澳元（2007 年至今，澳元兑人民币在 1∶6.6-1∶5.4 之间波
动）。澳大利亚政府要求所有上岗工人必须通过全英文的资格认证，大量中国廉价劳
工因签证而被拒之门外。此外，在澳大利亚，安全和环保问题上从不通融，这都令中
澳项目的实际发生成本，远高于中方此前的乐观估算。
该项目的高成本还不止于此。采矿区一台矿车的价格达到 700 万美元。谈起这 17
辆“豪车”，常振明如数家珍，“我总得知道钱都花在哪儿”。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有
矿区的红河营地（Eramurra Village）。这是个刚刚建成不久的新营地，拥有 1750 个房
间，每套宿舍面积约有 10 平方米左右，摆放着单人床、写字台、电视、冰箱、衣柜以
及空调。每个房间都配备了厕所和沐浴设备。在 35 摄氏度高温的炙烤下，关闭空调的
房间犹如蒸笼。一位营地员工称，这样的温度已经算是好天气，最热的时候矿区高达
40 摄氏度以上。
红河营地还包括了可以容纳几百人的食堂、健身房、游泳池、体育场、娱乐室。
中国投资者无法想象，将红河营地的投资平均算下来，每套宿舍的造价高达 9 万多澳
元。而在非洲，一套员工宿舍的成本也就 1 万元人民币而已。但在澳大利亚，类似这
样的劳保成本并不算高，必和必拓、力拓等大型矿商的营地宿舍造价更高，每套达到
十几万澳元。
在非洲，中资企业往往可以通过政府间的协调，争取设备、材料、签证等方面的
一切便利。但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所有流程都有明确而严苛的规定。以进口设备
为例，所有设备不仅要符合欧洲的 CE 标准，还必须要符合澳洲标准。每一张建设图纸，
都要有具有澳洲资质的工程师签字。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冶金建材发展部副主任陈子琦透露，按单位投资计算，鞍
钢在澳大利亚的卡拉拉铁矿项目投资成本约在 370 美元/吨铁精矿，而中澳铁矿项目难
以低于这一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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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建筑企业习惯于先报低价，再随着项目进行追加投入。“中冶当时给我们的
报价是最低的。回头来看，那个价钱怎么可能搞得下来？”常振明说。

数年来，中冶建设成本不断上升，中信泰富也在与其谈判寻求解决办法。2013 年
12 月 24 日，公司公告称 Sino Iron 已与中冶的 MCC Mining 确定中澳铁矿项目前两条生
产线和相关工程移交。Sino Iron 将继续第二条生产线的调试及整修，并负责余下的四
条产线的建设和调试。中冶下属参建企业将提供必要的技术工程管理服务，这意味着
中冶总承包身份正式结束。
一位参与中澳项目建设的第三方分包商员工告诉《财经》记者，中冶人员已于
2013 年三季度末全部撤离，“走得十分匆忙”。
双方围绕该项目的善后尚未明了，常振明依然致电邀请中冶董事长国文清参加中
澳铁矿的装船仪式。国文清带了三名随行人员，秘书以及曾经负责中澳项目的中冶西
澳矿业公司董事长樊金田和该公司另一名工作人员。
在庆祝仪式上的简短演讲中，国文清说，“人类早已学会走路，每个人依旧重复
着从阵痛到成长的过程，工程项目建设也是如此。”
《财经》记者就此项目希望采访中冶，国文清婉拒，称现在不方便对此事予以评
论，只留下一句：“为了克服中澳项目的困难，中冶尽了最大的努力。”
诉讼风险
遴选当地合作伙伴，是影响跨国投资成败的重要因素，中澳铁矿项目的种种遭遇，
提醒中国投资者在选择合伙人之前务必擦亮眼睛
类似于很多其他大型的创建项目，交易对手风险是中澳铁矿项目未来的另一变数。
2006 年到 2008 年间，中信泰富从自称亿万富翁的克莱夫·帕尔默（Clive Palmer）手
中收购了 20 亿吨的磁铁矿开采权和另外 40 亿吨的认购权,总共支付了 4 亿多美元。此
后，中信泰富在钻探和试验工作结束后，行使了 10 亿吨的认购权。
60 岁的帕尔默发迹于上世纪 80 年代澳大利亚黄金海岸房地产业，是曾经的自由
国家党的最大捐助人。如今，他已经从自由党退出，组建“帕尔默联合党”(Palmer
United Party)，并在澳大利亚参议院占据三个席位，自己也成为了澳大利亚联邦议员。
在澳大利亚媒体眼中，帕尔默喜欢“说大话”，他曾通过公开宣称重建泰坦尼克
号，以及童年时代住在中国见过毛泽东和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来为自己的议员竞选造
势。多位澳大利亚采矿业人士向记者证实，帕尔默是一位“难缠的角色，酷爱打官
司”。
在中澳铁矿项目之前，中信泰富对帕尔默的了解并不充分，从其手中购买磁铁矿
开采权时帕尔默设计的交易结构也十分复杂。曾任 CRA 有限公司（现力拓有限公司）
总法律顾问 14 年的律师张百善（Robin Chambers）指出，这与澳大利亚通常的资源并
购交易形式不同，帕尔默的条件十分特殊，在澳大利亚矿业界仅此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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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默利用合同里一些模棱两可的用语向法院起诉中信泰富， 在诉讼过程中，连
澳洲法官也曾批评“Mineralogy 为了不过是 28.7 万澳元的诉求，拖慢了正式聆讯的进
度，浪费了双方和法庭的大量时间、金钱和资源”“超出一定程度的不现实”和“几
近于滥用程序”。

譬如合约规定帕尔默旗下 Mineralogy 公司将按每吨磁铁矿 0.3 澳元的价格对“获
取”(taken)的矿石收取特许权使用费。帕尔默坚称连从矿坑中开采剥离的废石都应该
支付特许权使用费。最后西澳最高法院的判决明确指出废石不在特许权使用费征收范
围内。
此外，合约另定中信泰富需要对铁精矿成品支付特许权使用费，但合约内的定价
机制当中一项市场指标从 2010 年起已不再使用，帕尔默拒绝以商业谈判方式解决，又
兴诉讼，过程中立场瞬息万变，最近一次的聆讯，法官直指当次聆讯帕尔默的诉讼主
张近乎荒唐。
中信泰富与帕尔默的官司纠葛还不止于此。在普雷斯顿海角港口，中信泰富设立
了一些安全检查，以确保人员安全,而帕尔默认为这妨碍了他的进出自由。中信泰富则
表示从未拒绝帕尔默进出，不过要求他和其他人一样遵守一些安全程序。帕尔默要求
法庭颁令允许他随意进出，否则他有权终止整个协议。
帕尔默不断变换立场，多次威胁终止双方协议，要求中信泰富将已经投入近百亿
美元的矿山恢复至原始状态退还给自己，中信泰富表示将继续采取有效法律措施保护
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曾就职于力拓和 FMG 的郭菲利（Philip Kirchlechner）称，中信泰富已经在成本和
延期方面遭遇了很大挑战，这起纠纷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停止这个工程太幼稚了，
这起纠纷难以被中国人理解，将可能吓跑中国投资者。”
澳洲新任联邦总理阿博特高度评价中澳铁矿项目，2013 年 11 月 11 日，他表示中
信在澳洲投资 80 亿澳元建设了前所未有的项目，是澳洲政府欢迎的“正确外资”。中
澳铁矿项目预期将为澳大利亚经济在未来 25 年内带来 1100 亿澳元的出口收益，给西
澳州政府直接缴纳的税费将达 53 亿澳元。中信泰富公开表示，作为联邦议员的帕尔默
的一系列行为损害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中国国际矿业委员会董事、Swann Global 亚洲地区执行董事戴碧特（Peter Arkell）
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的情况并不利于澳大利亚的名声，中澳铁矿项
目的官司纠纷正在测试所有相关方的耐心，不仅仅是帕尔默，还有中国投资者。
遴选交易对手，是影响跨国投资成败的重要因素，中澳铁矿项目的种种遭遇，提
醒中国投资者在选择交易对手或合作伙伴之前务必擦亮眼睛。
命系矿价
在一个中远期看跌的铁矿石市场中，尽快达产意味着可以较高的价格实现铁矿石
销售，这对成本高昂的中澳铁矿项目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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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智健时代的中信泰富，一度拥有一条特钢产业链：石钢、江阴特钢和湖北新冶
钢组成的中信泰富特钢板块，在金融危机前形成了 700 万吨特钢产能。但是，不断涨
价的铁矿石，令其吃尽了缺乏“口粮”的苦头。

陈子琦回忆称，那时中国铁矿石进口受制于年度长协谈判，在卖方市场，买方难
以因采购量大而获得价格谈判筹码。钢铁行业利润空间受到上下游两端挤压，加之手
头有闲置资金，钢厂必然会向上游资源行业拓展。
收购建设中澳铁矿项目，意味着中信泰富在解决自身特钢厂原料保障问题的同时，
还将成为潜在的铁矿石供应商。一旦实现大规模量产，中信泰富会将 40％的铁精粉用
于自己的特钢生产，60％会在现货市场出售。
最终决定中澳铁矿项目经营前景的还是铁矿石的价格。2012 年，63.5％品位铁矿
石价格持续在 120 美元-160 美元/吨之间波动。按 130 美元/吨的现价计算，一条磁铁
矿生产线，每年将给中信泰富带来 5 亿美元的现金流。
问题在于，目前全球市场对铁矿石的长期价格走势几乎一致看跌。
澳大利亚资源和能源经济局（BREE）发布了季度预测报告，表示随着更多的铁矿
石项目陆续投产，供应将显著增加。2014 年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量将达到 7.09 亿吨，
巴西出口量将达到 3.52 亿吨，两国合计增加铁矿石出口量 1.58 亿吨。
报告还称，中国今年铁矿石进口量预计达到 8.52 亿吨，同比增长 7％，全球铁矿
石贸易量有望进一步增长 9％至 13.1 亿吨，这将有助于消化全球铁矿石新增产能。
高盛预计，铁矿石的价格在 2013-2015 年分别为 139 美元、115 美元和 80 美元，
价格走低的原因包括从 2014 年起出现的结构性过剩、中国经济放缓、钢铁生产增速下
滑、海上运输的铁矿石和中国本土生产的铁矿数量增加等。
杰富瑞投行则认为，因为库存较低和季节性的供给紧缩，铁矿石价格在 2014 年一
季度会继续上涨，但接着很可能掉头向下，2014 年至 2016 年的 62％精度铁矿石每吨
价格为 125 美元、105 美元和 95 美元。
预测市场价格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铁矿石长协价格机制打破后，矿石
价格在被市场看空的预期下并没有大幅下挫。
2012 年，全球铁矿石市场年尚存 4000 万吨左右的供给缺口，2013 年即转为供给
超过需求 2000 万吨。但普氏（Platts）铁矿石价格却显示，2013 年的年均价格微涨至
135.19 美元/吨，2012 年是 130 美元/吨。
深谙铁矿石市场规则的一位铁矿石贸易商称，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在全球
铁矿石海运市场占据七成份额，这意味着每家公司的供给都对市场预期有着极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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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底的飓风“克里斯汀”曾令西澳主要铁矿石出口港之一的黑德兰和
丹皮尔港关闭，铁矿石现货市场和掉期市场价格应声上涨。贸易商戏言，“这场风暴
来得真巧，正好是市场担心铁矿石价格会否跌破 130 美元/吨的关键时刻。”
三大矿商因为气候、事故等因素造成的供给中断或缩减，将导致中短期内矿价走
势脱离通常预期。
对于中澳铁矿项目而言，能否尽早实现盈利，取决于未来生产线调试是否顺利和
铁矿石价格。越快完成调试，意味着生产线能够尽早达到设计产能，产生规模效应以
降低平均成本。在一个中远期看跌的铁矿石市场中，尽快达产意味着以较高的价格实
现铁矿石销售。
张极井对《财经》记者称，根据公司内部测算，六条生产线全部建成投产后，按
目前的矿价计算，盈利情况“还是不错的”。但在仅有两条生产线投产的情况下，该
项目不亏损很难。
与时间赛跑
澳大利亚员工通常工作九天，休息五天。如果该项目按照这种节奏进行，工程建
设将遥遥无期
首船装运仪式的前一晚，中信泰富矿业在项目营地的食堂安排了一场庆祝晚宴，
出于安全以及节约的考虑，每人最多只能获得四小瓶啤酒，即便这样，在场的上百名
员工还是异常兴奋。
“你们正在这个国家最大的磁铁矿项目中工作，这个项目将在澳大利亚未来数十
年的发展中留下巨大足迹。”常振明一次次将晚宴带入高潮，“无数个评论者和所谓
的专家都声称这个项目不可能建成，但如今，这个项目已树立在我们眼前。”
中信泰富估计，在汲取前两条生产线经验的基础上，剩下四条线的建设期为两年
左右，项目全部建成后，中澳铁矿每年将有 2400 万吨铁精粉运回国内。
穆迪预计，假设 2014 年中澳铁矿全年产量达到 400 万吨，中信泰富“经调整债务
/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和“营运资金/债务”比率，将由 2012 年底的 13.8 倍和
2.1％，改善至 10 倍和 3％。
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该项目能否盈利。运营成本是其中的关键指标，此前业界
对中澳项目这一指标猜测不一。
对这一话题，中信泰富并没有正面回应。张极井承认，只有两条线运转的情况下
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导致成本偏高。另外，电厂、港口、海水淡化厂等所有资产都开
始计提折旧，“近两年会比较难”。
精铁矿的主要生产成本包括开采、加工、人工、特许费和配套设施（例如港口、
管道等等），再加上运输等。
高盛预计中澳铁矿长期的边际单位成本接近 69 美元/吨，2013 年和 2014 年单位
成本依旧保持高位，主要因为目前产量有限，电费、脱水费用等加在一起，导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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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较高，而项目本身也需要调试。据估计，大概需要 18 个月的时间才能达到常态的
单位生产成本。
不仅是中澳铁矿项目，同样位于西澳地区鞍钢卡拉拉磁铁矿项目，也面临着达产
挑战。按照鞍钢内部测算，如果卡拉拉铁矿达产水平到 60％以上，就可以产生正现金
流，到 80％以上就可以自负盈亏。
中澳铁矿必须跟时间赛跑，越快完成调试，就能越早产生规模效应从而摊薄成本，
而越早实现销售，就越能对冲矿价下行风险。
2013 年上半年，高盛为中澳铁矿项目做过敏感性测试，结果显示，铁矿石产量和
铁矿石价格是对该项目和公司价值重要的影响因素。每增加 500 万吨产量将增加 8％
的公司净值（NAV），而铁矿石价格每吨增加 10 美元，将提高 22％的公司净值
（NAV）。
高盛采取折现现金流法计算该项目的价值。假设资金的平均成本为 10％，估计中
澳铁矿项目的内部收益率（IRR）仅为 1％。但是， 80％的资本支出已经花掉了，如果
忽略这些沉没成本，预计这个项目的 IRR 为 22％，这就能给中信足够的经济动力去继
续完成这个项目。
2013 年 4 月，中信重新梳理了中澳项目的管理团队。
一位中信泰富矿业公司的员工称，2013 年 3 月他们接到人事部门发的邮件，提及
华东一将于 4 月 30 日正式离职。5 月 11 日，57 岁的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任沁新成为项目调试总指挥。
调用任沁新是常振明的用心之举。在成功生产出磁铁矿粉产品后，中信泰富最为
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生产线能够顺畅运行，降低运营成本。而选矿环节的核心设备磨
机，就是由中信重工设计生产。
任沁新的首要任务是“提速”。在澳大利亚有一个玩笑，Western Austria（西澳）
的缩写“WA”其实是 Wait A While(等一会儿)的意思，以此嘲讽他们生活闲散，办事
效率低。多年来，在矿山，员工工作 9 天，休息 5 天。但是在生产线调试期间，如果
按照这样的工作节奏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会遇到各种问题需要及时处理和解决。
“一个员工到了点就下班，或者到时间就放下手里的工作就去休假，生产线就很
难正常运行。”任沁新说。
这位新任负责人并没有灵丹妙药，只能以身作则，每天早上 6 点上班，第一个坐
到会议室，召集中方和外方管理层开早会。“开始也有人不来，我先是批评，时间长
了，大家就不好意思不来。”
每天下午 4 点，管理层再次碰头，重新检查当天问题的解决情况，然后安排给下
一班人员。过去即便出现问题，该下班的员工到点就会放下手中的事情离开岗位。任
沁新对此不能容忍，他规定如果职责范围内出了问题，一定要给下一班交代清楚才能
离开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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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抢修任务中，任直接找到维修主管 Tony，当问到第三个问题抢修时间表
时，Tony 回答不上来。这个澳籍主管认为解决问题就应该层层上报，按部就班至少也
需要一周时间。但任要求 Tony 当天晚上就与他一起到现场处理问题。在现场，任把所
有维修方案推翻，最终只用了两天两夜，抢修工作全部完成。
“我 38 年的工作经历里，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的工作方式。”Tony 对《财经》记者
说。一些澳籍员工也承认中国这种方式工作效率高，但也颇不适应这些更严格的管理
要求，不同工作习惯与商业文化的冲突，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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