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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asDoradas
 

3 月，José Joaquín Hernández、Alcides 
Úsuga、Edwin Javier Villegas、Andrea 
Alejandra Bertel、Hiller de Jesús Manco、
Jovanny de Jesús Benitez 及 Ángel Ovidio 
Caro 在隆重的毕业典礼上获得了他们的小
学和中学文凭，在此毕业典礼上，26 名重
型挖掘机械操作技术员及另外 23 位地下采
矿作业助理也获得了他们的证书。

在这七人中，有六人是武里蒂卡矿山的同事
。 紫 金 - 大 陆 黄 金 公 司 与 安 蒂 奥 基 亚 省
Comfenalco补偿基金及国立远程开放大学
（UNAD）达成了协议，因此他们六人决定
继续接受教育。

祝贺我们的六位同事及矿山同事 Albis Banquet 的女儿 Alejandra Bertel，Alejandra Bertel 不仅成为这
届毕业生，而且获得了最佳中学毕业生的称号。

对于紫金-大陆黄金公司来说，支持员工的个人发展和职业发展非常重要。

         我以前连签名都不会，但

现在进步了许多！衷心感谢公

司能够支持我继续学习。小时

候我没有这样的机会，但现在

开始也不晚。”

现代采矿作业也是一种知
识的传递和培训。

Hiller de Jesús Man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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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同事继续接受教育

创新高效
坚守价值，每日成长 



由首席执行官李雷忠领导的紫金-大陆黄金
公司的领导层，包括财务总监江祥，人力资
源副总吴水明，内控与审计部专员曾凡富等，会见了公司不同地区的大约 30 名哥伦比
亚员工和中国员工，目的是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感受、需求和计划。

将定期继续举行这些会议，这些会议也将成为针对员工状况构建改进计划的主要投入。

紫金-大陆黄金公司推进直接、清晰、密切的沟通，并以此作为集体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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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计划继续增长

条黄金法则
继续内化我们的

编辑

李雷忠，CEO

社区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教育。

在我国，这是一个优先事项，而对于

紫金-大陆黄金公司来说，这也是在

该国境内创造机会的一种方式。

通过教育，人们获得了提升竞争力和

实现梦想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很乐意将资源投入到与 Sena 携手开

发的项目中。在该项目中，另外 26 

名来自安蒂奥基亚西部地区的年轻人

在三月份获得了重型挖掘机械操作技

术员的证书。到目前为止，共有 275 

名技术人员获得了证书。

另外还有 23 人作为地下采矿作业助

理完成学业。此外，还有七人获得了

小学和中学的文凭。

此活动表明，私营公司、机构和社区

团结起来可以实现一切事情。我们可

以实现投身于人的发展以及国内发展

的宏伟目标。

一位决定学习法律并从事法律相关工

作的年轻女性，不仅为家庭的幸福做

出了贡献，而且与其他人一起继续为

其社区、行业和国家做出贡献。

作为一家公司，我们不会停下脚步，

将继续投入现代矿业，这也是一种知

识的传递。最近有 46 人开始了两个

新的培训课程：其中 24 人学习工业

电气技术，另外 22 人学习地下装置

的机电装配和维护技术，他们均来自

影响区域内的城市。

我邀请他们继续学习，以获得持续的

成长。在生活中教育永不嫌多，它一

直助我们成长。我们将继续支持和推

动作为社会发展的培训活动的开展。

投入教育以开
拓更多机会

2022年3月

互相尊重，团队合作
坚守价值，每日成长 

在牢记 10 条黄金法则的活动中，SST 团队访问了各个工作面。紫金-大陆黄金
公司员工及承包商等约 600 人参加了此次趣味活动。

此类活动的主要目的是牢记自我保护在公司内外日常工作中的重要性。照顾好自
己且照顾他人是我们的承诺。



本月我们正式启动“成为
一家人 +” 计划，公司 42 
个家庭将参与其中，为期一
年。

该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在健康、住房、教育和心理支持等不
同维度为员工及其家人提供福利和支持。

由人力资源副总吴水明、人力资源总监 María Alejandra 
Albarracín 及该计划的赞助商安蒂奥基亚省Comfenalco的区域经
理 Patricia Fuel 主持了开幕式。

作为国际妇女节和圣何塞节（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男人节）纪念活动的
一部分，紫金-大陆黄金公司庆祝了性别平等月。

本月，我们向我们的企业价值观“互相尊重的团队合作”致敬，强调男
性和女性共同开展工作，发挥他们的能力和才能，使我们能够继续在武
里蒂卡矿山进行现代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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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意味着倾听、支持、信任并与
团队共同成长。重要的是要明白，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
对于享受我们之所为至关重要。”

勘探经理 Andrés Naranjo Sierra

        团队做出的选择及其对我的期望让我感到荣幸。最大
的愿景是让公司成为人们想去的地方，让我们的人才得以
保存。”

 采矿规划主管 Cristian Córdoba Quiceno

对领导力的认可

来自西班牙的 efr 倡议主管 Roberto Martínez 强调了公司在
领导力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并强调紫金-大陆黄金公司是世
界上唯一获得此认证的矿业公司。

我们是

企业家庭责任制

2022年3月

在武里蒂卡矿山，对紫金-大陆黄金公司的两位 efr 领导者
进行了认可。采矿规划主管 Cristian Córdoba 及勘探经理 
Andrés Naranjo 被其工作团队授予最杰出领导者的称号。

启动“成为一家人 +” 计划

看我们如何度过性别平等月



武里蒂卡矿山因女性的贡献而熠熠生辉

        待在采矿业的最重要
品质之一是能够面对每天
出现的挑战”

SST 工人 
Mónica Quintero Loaiza

         作为女性，只要我
们愿意，我们可以做任何
工作。有志者事竟成。对
于我个人，我有明确的成
长目标，这是留在采矿业
最重要的事情”

武里蒂卡市 Volquetas SST 监察员 

Blanca Doris Díaz Tuberquia
如是说。

         最大的挑战是通过
毅力和透明性在团队中赢
得认可。你必须成为有勇
气的人，才能获得一席之
地，同时也要遵守公司的
政策”

Gisaico 总服务部的 

María Mercedes Medina
说道。

       在采矿业工作让我了
解到更多关于同事之间的
和谐相处以及采矿业安全
方面的信息。”

哥伦比亚的 Atempi 保安人员 

Leidy Orozco Rangel
说

         在矿山工作是非常
愉快的经历。尽管要与我
所爱的人短暂相隔，但与
其他工作不同，我喜欢我
的工作，而这些障碍也都
被克服了”

IPS Aprehsi 护理助理 

Nora Cecilia Bautista Calderón
说。

        这是一个推动家庭进
步的机会。这是一个由女
性组成的项目。需要在个
人层面上努力工作及付出
。值得去规划目标”

DYH 投资经理 

Daniela López Rodríguez
说道。

        对于 Duflo 给予我的
工作稳定性，我很满意。
当你全心全意工作时，尽
管工作中出现了困难，你
仍会克服它们”

Duflo 食品和饮品助理 

Teresa David Durango
说道。

         能够担任值班长的
职务，我感到非常自豪，
这也是我从未想过的。我
们项目中有 6 名女性组成
，在履行职能时, 我们感
受到了男性同事和公司对
我们的支持”

Serviaseo Doré 的值班长 

Luz Farid Uribe Marín
说道。

       在采矿业中，一名女
性，必须具备坚韧、品格
、决断力、同理心等品质
，才能与男同事一起工作
”

中铁人力资源协调员

Alexandra Villada
说道。

        我的工作是组织、协
调、保持纪律，并创造和
谐及良好的工作团队，以
便每个人都可以根据相应
的雇佣情况，在了解各自
需求后发挥自己的作用”

Higabra Vial 联合总工程师 

Margarita María Mejía Bedoya
说道。

互相尊重，团队合作
坚守价值，每日成长 

承包商  紫金-大陆黄金

3 月在传统上是女性月，强调 230 多名女性出色的工作，她们在武里蒂卡矿山的承包商公司中担任运营、行
政和管理职位。

她们在采矿业（一个传统的男性化行业）的工作中继续书写充满决心、坚韧、“勇气”、承诺和责任的故事。
紫金-大陆黄金公司为得到她们的知识和奉献而感到骄傲。

今天这个空间是属于她们的：

这份月刊用100%的
再生纸和环保油墨印
刷，外用天然油。

大陆黄金倾听你的声音

comiteconvivencia@
continentalgold.com

(604) 312-10-26 Ext. 3312

atencionalciudadano@
continentalgold.com

01-8000-1234-84
直通人力资源部continentalgold@

lineatransparencia.com

311-330-08-27

centro.informacion@
continentalgold.com

共存委员会 透明度热线
公民服务与
信息系统

员工请愿、投诉
、索赔和建议系
统（PQRS）

友情热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