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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有效回收广西某细泥中的钨锡矿物，开展了离心重选—浮选脱硫工艺试验研究。细泥中 WO3、Sn
含量分别为 0.52% 和 0.31%，其中钨主要为黑钨矿和白钨矿，分别占 47.69% 和 39.42%；锡主要以锡石形式

存在，占比为 75.48%，其次为硫化物中的锡，占比为 17.42%。细泥中-0.03 mm 粒级产率为 61.36%，其 WO3、
Sn 金属量分布率分别高达 78.52% 和 70.39%，因此强化细粒级钨锡矿物的回收是提高选矿技术经济指标的
关键。相比传统的摇床重选工艺，离心重选工艺可以有效提高细粒级钨锡矿物的选别指标，获得更高品位

的粗精矿，且 WO3、Sn 回收率分别提高了 34.83% 和 37.43%。本研究最终采用离心重选—浮选脱硫的联合
工艺进行了全流程开路试验，获得了 WO3、Sn 品位分别为 19.46%、9.87%，回收率分别为 67.92%、57.52% 的
钨锡精矿，实现了细粒级钨锡矿物的有效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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钨和锡均为我国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是高精端

制造业中必不可少的金属材料（邢万里等，2016；徐

晓衣，2018），被广泛应用在现代国防、工业、科学技
术和日常生活中，需求量与日俱增。随着钨、锡矿

产资源的长期开发利用，易采选钨、锡矿资源日益
减少，我国钨、锡资源日趋“贫、细、杂”难处理化，资

源储量也不容乐观（高丽萍等，2017）。因此，矿山
企业越来越重视“贫、细、杂”钨锡矿资源的回收。

杂、粒度偏细且存在大量难免离子干扰等无法得到
有效利用，致使细泥中钨锡的回收率普遍较低，一
般约为 40%（管建红等，2014；潘加彬等，2015；汪泰

等，2020；李强等，2021）。这种现象不仅造成资源

浪费，而且大量的固体尾矿会给生态环境带来严重
危害，也会使矿山企业遭受经济损失。因此，强化
钨锡细泥的回收是提高选矿技术经济指标的关键。
离心选矿是一种利用离心力场强化重力选矿

钨锡矿性脆，在开采、破碎与磨矿过程中易泥

的方法，具有分选效率高、生产成本低、绿色环保且

绍等，2015；唐雪峰等，2021）。细泥中钨锡金属在

等，2018）。离心选矿机（Chen et al.，2008；罗仙平

化，产生大量的原次生细泥（黄万抚等，2012；王喜

原矿中的金属占有率普遍较高，但因其矿石性质复

有效回收细粒级矿物等优点（罗仙平等，2013；宗路

等，2013；王键敏，2011；周贺鹏等，2020）是实现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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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分选的重要装备，它借助筒体的旋转带动矿浆呈
流膜离心运动，使密度不同的颗粒受离心力不同而
实现分层和分离。本研究详细论述了利用离心重
选—浮选脱硫工艺回收广西某细泥中的钨锡矿物，
发现离心选矿机设备在重选回收细粒级钨锡矿物
方面具有优越性，同时为我国细粒级钨锡资源的综

试验内容

1.1

试样性质

矿和白钨矿，WO3 分布率分别占 47.69% 和 39.42%。
锡主要以锡石形式存在，Sn 分布率为 75.48%；其次
为硫化物中的锡，Sn 分布率为 17.42%。

表 4。由表 4 可知，试样粒度较细，其中-0.03 mm 粒

级产率为 61.36%，而 78.52% 的 WO3 和 70.39% 的 Sn

程中产生的原生和次生细泥混合样，金属矿物主要
有黑钨矿、白钨矿和锡石，还有少量的黄铜矿和闪
锌矿。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方解石、白云石和萤
石等。杂质矿物主要为毒砂。细泥试样多元素化
学分析结果见表 1，钨物相分析结果见表 2，锡物相
分析结果见表 3。

表 1 试样多元素化学分析结果
Table 1 Multi-element chemical analysis results of samples
元素或氧化物

含量/%

WO3

0.52

S

1.55

Sn

回收是提高选矿指标的关键。
Table 4

表 4 细泥试样粒度分析结果
Particle size analysis results of fine mud samples

粒级/mm

产率/%

+0.074

14.76

-0.05+0.03

15.37

合计

100.00

-0.074+0.05
-0.03

8.51

61.36

品位/%
WO3

Sn

WO3

0.31

4.29

0.08

0.09

0.50

0.26
0.66
0.52

分布率/%
Sn

2.29

4.01

0.38

14.90

17.63

0.33

100.00

100.00

0.38

78.52

7.97

70.39

试验方法与设备

试验原则流程如图 1 所示。细泥试样中主要

回收金属矿物钨锡矿与石英、方解石等脉石矿物的

0.80

SiO2

均分布在该粒级中。因此强化细粒级钨锡矿物的

1.2

0.31

As

55.83

表 2 钨的化学物相分析结果
Chemical phase analysis results of tungsten

比重差异较大，可采用重选法回收钨锡矿物。首先
开展了摇床重选和离心重选回收细粒级钨锡矿物
的对比试验，发现离心选矿机设备在重选回收钨锡
细泥方面具有优越性。然后对影响离心选矿机选

钨物相

含量/%

分布率/%

别效果的矿浆给矿浓度、给矿时间和转鼓转速等参

黑钨矿

0.248

47.69

数进行条件对比试验，以获得离心重选回收细粒级

12.88

1.55%，且硫化矿比重相对较大，在离心重选过程中

0.205

白钨矿

0.067

钨华

0.520

总钨

39.42

钨锡矿物的适宜工艺条件。由于试样中 S 含量达

100.00

易随钨锡一起富集在精矿中，从而影响钨锡精矿品

表 3 锡的化学物相分析结果
Table 3 Chemical phase analysis results of tin
锡物相

含量/%

分布率/%

水锡石中锡

0.006

1.94

0.054

硫化物中锡

0.016

硅酸盐中锡

0.234

锡石

0.310

总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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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元素 As 的含量为 0.80%。其中，钨主要为黑钨

属分布率，对试样进行了粒度筛分分析，结果列于

本次试验选用的试样为广西某钨锡矿重选过

Table 2

的含量分别为 0.52% 和 0.31%，S 含量高达 1.55%，

为考察试样中有用矿物在不同粒级中的金

合回收提供技术参考。

1

由表 1~3 可知，试样中主要回收元素 WO3 和 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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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黄云松等，2017）。因此，为获得合格的细泥钨

锡精矿，需对离心重选精矿进行进一步浮选脱硫。
最后，在前面各阶段试验的基础上，确定采用离心
重选—浮选脱硫联合工艺回收细泥试样中的钨锡

17.42

矿物，并进行了全流程开路试验。

75.48

LYN1100×550 矿 泥 摇 床 、Φ240×290 离 心 选 矿 机 、

5.16

100.00

试验过程中采用的仪器设备主要有：

SLon-400 离 心 选 矿 机 、XFD 型 系 列 单 槽 浮 选 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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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回收率分别为 40.56% 和 32.08% 的粗精矿；
而采用一次粗选一次精选离心选矿机工艺，则可获

得 WO3 和 Sn 品位分别为 9.05% 和 5.16%，回收率分

别为 75.39% 和 69.51% 的粗精矿。说明相较传统的

摇床工艺，离心选矿机工艺可以大幅提高细粒级钨
锡矿物的回收指标，不仅获得更高品位的粗精矿，
且 WO3 和 Sn 回收率分别提高了 34.83% 和 37.43%。
因此，选择采用离心选矿机重选工艺回收该细泥中
图1
Fig.1

试验原则流程
Test principle flow

的钨锡矿物。
2.2

离心重选试验

SLon-400 离心选矿机利用转鼓高速旋转时产

XDT-500×750 搅拌桶、XBSL-Φ3/4 立式砂泵、标准

生的离心力，强化流膜选矿，使微细矿粒得到有效

120×3 三头研磨机。

能耗小以及环保等特点（孙培春等，2020；林培基，

试验套筛、WGL-625B 电热鼓风干燥箱和 XPM-Φ

回收，具有分选指标好、回收微细矿物下限粒度低、

2

结果与讨论

2009）。由于 Φ240×290 离心选矿机处理量小，仅适

2.1

重选回收工艺的选择

试验的基础上，选择采用 SLon-400 离心选矿机对

重选法回收钨锡矿具有成本低、操作简单及对
环境友好等优点，在我国钨锡矿山中得到了广泛应
用（潘加彬等，2015；黄云松等，2017）。选择适用于

细粒及微细粒矿物分选的 LYN1100×550 矿泥摇床
和 Φ240×290 离心选矿机 2 种重选设备，对细泥试
样进行重选回收钨锡工艺的对比试验，摇床一次粗
选一次扫选和离心选矿机一次粗选一次精选 2 种
工艺获得的粗精矿指标见图 2。

由图 2 可知，采用传统的一次粗选一次扫选摇

床 工 艺 ，仅 获 得 WO3 和 Sn 品 位 分 别 为 6.48% 和

用于单次试验，因此，在前述 Φ240×290 离心选矿机
细泥试样进行实验室扩大验证试验，每次投入试料

20 kg。SLon-400 离心选矿机一个工作周期包括给
矿时间、间隔时间、冲水时间和复位时间，设定间隔
时间为 10 s、冲水时间为 15 s 及复位时间为 10 s 不

变，对影响离心选矿机选别效果的矿浆给矿浓度、
给矿时间和转鼓转速等参数进行了条件对比试验。
（1）给矿浓度影响试验
给矿浓度是影响离心选矿机选别效果的重要
因素。给矿浓度低，有利于提高精矿品位，但影响
回收率指标以及离心选矿机设备的处理能力；给矿
浓度高，有利于提高处理量并保证回收率，但影响

精矿品位。在给矿时间为 60 s、转速为 500 r/min、
冲洗水为 3.75 L/min 的条件下，考察了给矿浓度对
离心选矿机分选效果的影响，结果见图 3。

由图 3 可以看出，随着给矿浓度的增大，精矿

产率增大，WO3 和 Sn 的品位呈下降趋势，而回收率
先增加，当给矿浓度达到 20% 后基本保持不变。这

是因为给矿浓度越高，矿浆沿转鼓内表面的轴向流
速越慢，流膜的径向紊动度减弱，更有利于矿物颗
粒克服流膜的径向流体阻力作用而沉降在转鼓内
表面，因此精矿产率增大、回收率得以上升或保持
图2

摇床重选和离心重选工艺获得的粗精矿指标

Fig.2 Coarse concentrate index obtained by shaker gravity
separation and centrifugal gravity separation process

平衡（易凡等，2019）；另一方面，给矿浓度越高，矿

物颗粒在转鼓内表面旋转薄流膜内的干涉沉降现
象越严重，使分选过程的选择性下降，致使精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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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Fig.3

给矿浓度对离心选矿机分选效果的影响

Influence of feeding concentration on separation effect of centrifugal concentrator

位降低，这对于微细矿物尤为明显。因此选择给矿
浓度为 20%。

技术参数是由转鼓转速决定的离心强度，其对分选

（2）转鼓转速影响试验
离心选矿机借助转鼓在高速旋转时产生的离

心力，使不同比重矿物间的沉降速度差异明显增
加，进而使矿物分层效果得到改善，从而有效回收

图4
Fig.4

指标的影响非常重要。因此，在给矿时间为 60 s、
给矿浓度为 20%、冲洗水为 3.75 L/min 的条件下，考

察了转鼓转速对离心选矿机分选效果的影响，结果
见图 4。

转鼓转速对离心选矿机分选效果的影响

Influence of drum rotation speed on separation effect of centrifugal concentrator

由图 4 可以看出，随着转鼓转速的增大，精矿

回收率增幅较小，且精矿产率大，会增加下一步作

呈升高趋势。这是因为转鼓转速的提高增大了矿

时兼顾缓解下一步精选作业的压力，选择转鼓转速

产率增大，WO3 和 Sn 的品位呈下降趋势，而回收率

物颗粒所受的离心力，使更多的微细矿物迅速离心
沉降至转鼓内表面，从而成为精矿，所以产率和回
收率均呈增大趋势（易凡等，2019）；另一方面，转鼓

业的入选矿量。为了保证 WO3 和 Sn 的回收率，同
为 400 r/min。

（3）给矿时间影响试验

SLon-400 离心选矿机在运转给矿时间内，比

转速的提高导致分选过程的选择性下降，使更多未

重大的矿粒群可在极短时间内快速离心沉降至转

解离的钨锡矿物和脉石进入精矿，从而降低了精矿

鼓的内表面上，形成压实薄层状矿粒层随着转鼓一

品位。当转鼓转速低于 400 r/min 时，虽然精矿中

WO3 和 Sn 的品位较高，但回收率较低；当转鼓转速
高于 400 r/min 时，精矿中 WO3 和 Sn 的品位较低，而
116

微细重矿物（周晓文等，2019）。离心分选的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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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旋转成为精矿，当暂停给矿时，经冲洗装置冲卸
落至排矿装置排入精矿槽；比重小的矿粒群受流膜
脉动扩散作用较大而无法到达流膜底层，随液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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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排出成为尾矿，通过排矿装置排入尾矿槽内（王
键敏，2011）。

给矿时间也是精矿在转鼓内壁的富集时间，因

转鼓内壁容量有限，因此，给矿时间的长短同样会

图5
Fig.5

影响离心选矿机的选别效果。在给矿浓度为 20%、
转鼓转速为 400 r/min、冲洗水为 3.75 L/min 的条件

下，考察了给矿时间对离心选矿机分选效果的影
响，结果见图 5。

给矿时间对离心选矿机分选效果的影响

Influence of feeding time on separation effect of centrifugal concentrator

由图 5 可以看出，随着给矿时间的延长，精矿

产率降低，WO3 和 Sn 的品位逐渐升高，而回收率未

见明显变化，当给矿时间大于 60 s 后回收率显著降
低，尤其是 Sn 回收率下降更明显。主要原因在于
离心转筒内壁容量有限，若给矿时间过长，易使转

筒内壁过满，部分微细粒钨锡矿物随切向薄流膜旋

出进入尾矿，致使 WO3 和 Sn 的回收率急剧降低。
因此给矿时间选择 60 s 为宜。
（4）精选试验

为进一步提高精矿品位，需进行离心精选试
验。离心选矿机分选时，冲洗水量的大小是影响分
选效果的因素之一，冲洗水量过低仅能卸落少量精
矿层，影响精矿品位；而冲洗水量过高则会影响精

矿回收率，并使选矿成本增加（孙培春等，2020）。
在粗选条件试验的基础上，选择给矿浓度为 20%，
给矿时间为 60 s，转速适当降低至 300 r/min，考察

了离心选矿机一次精选冲洗水对选别指标的影响，
结果见图 6。由图 6 可知，随着冲洗水的增大，精矿

中 WO3 和 Sn 的品位呈升高趋势，而回收率逐渐降

低，当冲洗水大于 5.13 L/min 时，回收率急剧下降。
因此，选择冲洗水为 5.13 L/min。

为保证精矿品位，试验中适当降低给矿浓度至

15%、减小转鼓转速至 250 r/min，将离心选矿机一

次精选的精矿进行二次离心精选，可获得精矿产率

图6
Fig.6

冲洗水对分选效果的影响

Influence of flushing water on separating effect

为 45.22%，WO3、Sn 的品位分别为 9.92% 和 5.50%，
作业回收率分别为 90.49% 和 85.02% 的选别指标。
2.3

浮选脱硫试验

鉴于硫化矿物比重较大，离心重选过程中易富
集在精矿中，经测定，细泥试样经离心选矿机一粗
两精获得的精矿中 S 含量高达 11.74%，严重影响了

钨锡精矿的品质。为提高钨锡精矿品位，同时降低

钨锡精矿中的 S 含量，在离心选矿机试验的基础上
需进行浮选脱硫试验。在浮选浓度为 30% 时，
通过开
展系列捕收剂用量、不同调整剂等条件试验，确定

药剂制度如下：粗选调整剂 Na2CO3 用量为 1 200 g/t，
捕收剂丁黄药用量为 200 g/t，起泡剂 2#油用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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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g/t；扫选捕收剂丁黄药用量为 100 g/t，起泡剂 2#

2.4

浮选脱硫效果的影响试验，试验流程见图 7，结果如

联合工艺开展全流程开路试验。其中，离心重选试

油用量为 17 g/t。在上述条件下进行了浮选浓度对
图 8 所示。

全流程开路试验
基于前述条件试验，采用离心重选—浮选脱硫

验 条 件 如 下 ：粗 选 给 矿 浓 度 为 20%、转 鼓 转 速 为

400 r/min、给矿时间为 60 s、冲洗水为 3.75 L/min；
一次精选给矿浓度为 20%、转鼓转速为 300 r/min、
给矿时间为 60 s、冲洗水为 5.13 L/min；二次精选给

矿浓度为15%、
转鼓转速为250 r/min、
给矿时间为60 s、
冲洗水为 5.13 L/min。一粗一扫浮选脱硫所得精矿
合并进行空白精选。试验流程见图 9，试验结果见

表 5。由表 5 可知，采用离心重选—浮选脱硫联合
工艺，可以有效回收该细泥中的钨锡矿物。试验获

得 WO3、Sn 品位分别为 19.46%、9.87%，回收率分别

为 67.92%、57.52% 的钨锡精矿，且硫化矿中 WO3、
Sn 的金属损失分别仅占 1.32% 和 3.13%。

图7

浮选脱硫试验流程

Fig.7

Test process of flotation desulfurization

Fig.8

Test results of flotation desulfurization

图8

浮选脱硫试验结果

由图 8 可知，高浓度浮选条件下获得的钨锡精

全流程开路试验流程

Open circuit test process of the whole process

矿指标明显优于较低浓度浮选，其 WO3 品位和回收

3

量从 3.05% 降低至 1.20%，降低了 1.85 个百分点。

含量分别为 0.52% 和 0.31%。钨主要以黑钨矿和白

剂浓度，增大气泡与矿物颗粒的碰撞概率，强化黏

39.42%；锡主要以锡石形式存在，占比为 75.48%，

率分别提高了 2 个百分点和 6.23 个百分点，且 S 含

主要原因在于适当提高浮选浓度，可增加液相中药

附，进而提高目的矿物的浮选速度，改善浮选效果
（姚明钊等，2016；罗仙平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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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细泥中可供回收的主要元素为 WO3 和 Sn，

钨 矿 形 式 存 在 ，二 者 所 占 比 例 分 别 为 47.69% 和

其次为硫化物中的锡，占比为 17.42%。钨锡矿物
粒度偏细，其中 78.52% 的 WO3 和 70.39% 的 Sn 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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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表 5 全流程开路试验结果
Open circuit test results of the whole process

产品名称

产率/%

硫化矿

1.19

中矿 3

钨锡精矿
中矿 2
中矿 1
尾矿
合计

品位/%
WO3

回收率/%
Sn

0.59

0.84

1.86

19.46

20.28

0.13

0.74
4.65

71.28

100.00

6.19
0.90
0.07
0.53

WO3

Sn

research on the comprehensive recovery of WO3 and Sn
from a tungsten slime［J］.China Tungsten Industry，32（4）：
24-27.
Li Qiang，Zeng Fansen，Chang Yongqiang，et al，2021.Current

1.32

3.13

research situ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ungsten slime benefi‐

9.87

67.92

57.52

es，
（1）：32-36.

0.15

4.95

9.53

3.02
0.80
0.05
0.32

8.60
7.85
9.36

100.00

7.00

ciation［J］. Multipurpose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

11.65

Lin Peiji，2009.Application of centrifugal separator in fine tung‐

11.17

Luo Xianping，Min Shizhen，Miao Jiancheng，2013. Study on

100.00

布在-0.03 mm 粒级中，因此，强化细粒级钨锡矿物
的有效回收是提高选矿指标的关键。相比传统的

摇床工艺，离心选矿机工艺可以使微细粒级钨锡矿
物的选别指标得到明显提高，凸显了离心选矿机设
备在重选回收钨锡细泥方面的优越性。
（2）采用离心重选—浮选脱硫联合工艺可以有
效回收该细泥中的钨锡矿物。全流程开路试验获
得的钨锡精矿 WO3 和 Sn 的品位分别为 19.46% 和

9.87%、回收率分别为 67.92% 和 57.52%。实现了细

粒级钨锡矿物的有效回收，对该类型资源的开发利
用提供了一定的技术参考和借鉴。

（3）本次试验未进行浮选脱硫闭路试验，中矿 3

中钨锡含量高、金属占有率高，可通过浮选闭路试
验，进一步提高钨锡精矿的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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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Recovery of Fine-grained Tungsten and Tin
Mineral by Centrifugal Gravity Separation-Flotation Desulfurization Process
ZHANG Ting1，LI Ping1，FENG Bo2，LI Zhenfei1

1.Ganzhou Nonferrous Metallurgy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Ganzhou
2.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Ganzhou

341000，Jiangxi，China；

341000，Jiangxi，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cover the tungsten and tin minerals in a fine mud in Guangxi，a centrifugal
gravity separation-flotation desulfurization process test was carried out.The contents of WO3 and Sn in the fine
mud are 0.52% and 0.31%，respectively. Among them，tungsten is mainly wolframite and scheelite，accounting
for 47.69% and 39.42% respectively；tin mainly exists in the form of cassiterite，accounting for 75.48%，
followed by tin in sulfide minerals，accounting for 17.42%. The − 0.03 mm grain yield rate in the fine mud is

61.36%，and its WO3 and Sn metal content distribution rates are as high as 78.52% and 70.39%，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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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strengthening the recovery of fine-grained tungsten-tin minerals is the key of improving technical
economic indexes of mineral precessing.A comparative test of reclaiming fine-grained tungsten and tin minerals
by shaker gravity separation and centrifugal gravity separation was carried out，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
centrifugal concentrator equipment has superiority in the gravity separation and recovery of tungsten tin fine
sludge. Detailed condition optimization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parameters of slurry feeding
concentration，feeding time and drum speed that affect the separation effect of the centrifugal concentrator，and
the appropriate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for the centrifugal gravity separation to recovery fine-grained tungsten
and tin minerals were obtained. Further improve the grade of tungsten tin concentrate through flotation
desulfurization test. The study used the combined process of centrifugal gravity separation and flotation
desulfurization to carry out the whole process open circuit test，and obtained tungsten-tin concentrate with WO3，
Sn grades of 19.46%，9.87%，and the recovery of 67.92% and 57.52%，respectively，realizing the effective
recovery of fine-grained tungsten-tin minerals.
Key words：fine-grained tungsten-tin minerals；fine mud；shaker gravity separation process；centrifugal gravity
separation-flotation desulfurization process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公司荣获

会、监事会决议有效落实，公司治理结构高效规范

“公司治理特别贡献奖”

运作。公司多措并举，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坚

近日，第十七届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金圆桌

持法定信息披露与自愿信息披露相结合，增强信息

奖 ”榜 单 发 布 ，山 东 黄 金 矿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披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连续四年获评上海证券交

（600547.SH，1787.HK）在众多上市公司中脱颖而
出，荣获“公司治理特别贡献奖”。
“金圆桌奖”是《董事会》杂志着力打造的中国

易所信息披露评级 A 级（最高级）；持续推动资本运
作落实落地，加快推动资源整合工作，助力公司高
质量发展再提速；深化创新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董事会制度建设领域的高端公益品牌奖项。每年

通过组织业绩说明会、与投资机构视频电话沟通

一届的“金圆桌奖”秉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和非

会、专题论坛等多种方式讲好山金“故事”，向资本

商业性的原则，在持续跟踪研究上市公司公司治理

市场传递向上向好向优的“山金好声音”。山东黄

和董事会建设的基础上，
以详实的数据、
客观的标准，

金本次获得“公司治理特别贡献奖”，体现了监管机

经过评委会初评、各地上市公司协会复核、媒体公

构、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对山东黄金的充分肯定。

示及专家终审四个环节后，最终评定出获奖名单。

未来，山东黄金将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

2021 年，山东黄金面对外部复杂严峻的发展环

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在稳健经营创造价值

境，秉承“平安山金、生态山金、活力山金、人文山

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公司规范治理，推动公司治理

金”的发展理念，积极作为，持续深耕公司法人治理

能力现代化，持续提升公司和股东价值，为资本市

建设，充分发挥董事会、监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作

场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用，董事会科学决策水平持续提升，股东大会、董事

（来源：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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