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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文稿内 容由Jervois 矿业有 限（“ 公 司”）编 制。本 文稿 内容（ 以此形 式 展示和口 头陈述 ）（“演
示文稿”）不构成任何要约或邀请或其他征求或证券购买建议。
本文稿不作为订立任何认购本公司股份的协议。

本文稿在以 下基础上 订立 。公 司及其 各自的高级 职员 ，股 东，相关 机构公 司，合作伙 伴，关联 公司，
员工，代表 和顾问均 未就准确 性 ，可 靠性，相关 性做出任 何陈述或 保证 （ 明示或暗示 ）。或演 示文稿
中包含的材 料的完整 性 （或任 何信息 或意见所依 据的任何 假设的合 理性 ） 以及文稿中 包含的任 何内容
均不得作为 承诺，陈 述或保证 ，不管 过去或将来 。本公司 及其各自 的高级 职员 ，股东， 相关法人 团体，
合伙人，关 联公司， 员工，特 此代表 排除所有可 以被法律 排除的保 证 。公 司或任何其各 自的高级 职员 ，
股东，相关 法人团体 ，合作伙 伴，关 联公司，员 工，代表 对因使用 本文档 或其内容或 因此而产 生的任
何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本文稿包含预期财务信息，该资料具有预测性，但可能受到不准确假设或已知或未知风险和不确定
因素的影响 ，可能与 最终取得 的成果 存在较大的 差异 。勘 探和采矿 活动涉 及风险系数 高 ，公司 采用的
技术和风险 管理技术 以及所做 的投资 决策均无法 保证将消 除这种风 险 ，并 且任何投资 者始终存 在将失
去部分或全部资金的风险。

本文稿包含 “前瞻性 陈述”。 文稿中 除了一些历 史事实之 外的所有 陈述均 为前瞻性陈 述 。当公 司表达
或暗示对未 来事件或 结果的期 望或信 念 ，则是出 于善意并 且被认为 是具有 合理依据 。 然而，前 瞻性陈
述受风险、 不确定性 以及其他 因素的 影响 ，这些 因素可能 导致实际 结果与 此前瞻性陈 述中表达 、预测
或暗示的未 来结果产 生重大差 异 。这 些风险包括 但不限于 金属价格 波动 、 货币波动、 生产成本 增加以
及矿石品位 的变化或 采矿计划 中假设 的回收率 ， 以及政治 和运营风 险 ，政 府监管和司 法结果 。 无论是
否出现新信 息，未来 事件或其 他情况 ，公司均不 承担公开 发布任何 修订或 更新任何 “ 前瞻性声 明”的
义务。
文稿包含有 关公司及 其在本文 稿制定 日当前活动 的大背景 信息 。本 文稿中 的信息仅为 摘要形式 ，不包
含任何交易 的完整评 估或投资 所需的 所有信息 。 在做出任 何投资决 定之前 ，您应该进 行自己的 调查 ，
进行自己的分析，并从您 的专业顾问那 里寻求自己的建议 。本文 稿应与本公司 向 AS X提交的其他 定期
和 持 续 披 露 公 告 一 并 阅 读 ， 该 公 告 可在 www.asx.com .au以 及 公 司 网 站 www.j ervois .com .au 上 的 其
他公开信息上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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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声明
资格声明
合资格人士的声明

本文稿中与勘探结果相关的信息是基于David Selfe先生编制，David Selfe先生是公司的全职员工，也
是澳大利亚采矿和冶金研究所的成员。 David Selfe先生在矿化类型和选择矿床类型方面拥有丰富的经
验，并且是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根据2012年版《澳大利亚勘查结果、矿产资源和矿石储量报告规范》
中定义的合格人员，他们符合资格。 David Selfe先生同意本文中所陈述的信息表述形式和场景。
本文稿中与矿产资源相关的信息是基于Fleur Muller先生编制，Fleur Muller先生是澳大利亚采矿和冶
金研究所和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家协会成员、Geostat Services Pty Ltd董事，为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并
且在矿产资源评估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如矿化类型和选择矿床类型方面，根据2012年版《澳大利亚
勘探结果，矿产资源和矿石储量报告准则》有资格作为合格人员。Fleur Muller先生同意本文中所陈述
的信息表述形式和场景。
本文中与加工/冶金有关的信息是基于David Readett先生（B.E. Met Eng。，FAusIMM，CP（Met））
审查。 Readett先生是一名独立咨询工程师，在Mworx Pty Ltd工作，为公司提供咨询服务。 Readett
先生是特许专业冶金工程师，在该领域拥有25年相关经验。 Readett先生同意本文中有他提供的信息，
并且同意本文中所陈述的信息表述形式和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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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悠久，50多年前已在澳交所上市......

离子电池原料，特别是钴和镍......
......一直持有注册证，朝气蓬勃的董事
会，具有丰富的目标商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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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6.7%

公司发展

Kabanga
- 2018年5月提交的勘探许可证申请
- 以前矿产所有者在钻井、测试工作和最终可行性研究上花费了2.5亿美元，年产量超过
50ktpa的镍和大量的钴和铜副产品
- 目前划定的JORC标准代表了5700Mt易浮选硫化物矿石，镍含量为2.62％，钴含量为0.20
％，铜含量为0.35％，具有巨大的区域勘探潜力
- 约检测到2/3的JORC资源
- 矿化质量好，硫化物冶金风险低，预计可生产高品位低杂质的镍钴产品
- Kabanga的矿产资源规模，勘探上行和生产潜力使该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镍钴盆地，与
Thompson Manitoba，金川集团和Voiseys Bay相当
- Jervois认为，它可以按照坦桑尼亚的采矿法律和法规（包括国内精矿加工）进行融资、建
设和运营

eCobalt
- Jervois已收购了724.9万股股票或约4.54％的股份

- eCobalt100％持有爱达荷州钴项目，该项目位于美国爱达荷州Lemhi县历史悠久的钴带
Salmon镇外
- 爱达荷州钴业项目由Ram，Sunshine和East Sunshine矿产资源组成，这些资源主要是高品
位的钴矿床，以及部分完工的矿场和工厂

- 矿山完全符合环保要求，可随时用于建设，是美国近期唯一的国内钴生产潜能

团队成员
Peter Johnston (非执行董事)
- 被公认为是澳大利亚领先的矿业高管和董事会成员之一，拥有超过35年的项目开发和运
营经验
- 在加入Jervois之前，Johnston先生是Tronox Limited的临时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是纽约证
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市值22.5亿美元，主要从事二氧化钛原料和加工业务;他目前是该
是公司的非执行董事
- Johnston先生于2013-2015年担任嘉能可（Glencore）全球镍资产总负责人。在此期间，
他主要负责嘉能可（Glencore）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多米尼加共和国、新喀里多尼亚
和挪威的所有镍钴矿和加工设施项目，以及坦桑尼亚尚未开发的镍钴项目。他是嘉能可
（Glencore）执行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 2001-2013年，Johnston先生担任Minara Resources的董事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该公司
2005年在澳交所（ASX）上市，隶属Glencore子公司，直到2011年底脱离嘉能可
（Glencore）
- Johnston先生曾担任WMC的执行总经理，负责镍和黄金部门、奥林匹克大坝运营、昆士
兰肥料业务和WMC企业人力资源部门

- Johnston先生还曾在Alcoa澳大利亚分公司担任高级执行职务，曾担任澳大利亚矿产理事
会主席，西澳矿业和能源商会主席，澳大利亚矿业和金属协会副主席和全球镍行业高级
产业机构镍研究所所长
- Johnston先生也是NRW Holdings的董事。之前的董事职位包括Minara，Silver Lake
Resources Limited，Emeco Holdings Ltd和Central Norseman Gold Corporation Ltd

团队成员
Bryce Crocker (首席执行官/执行董事)
-

经验丰富的采矿和自然资源管理人员，在镍，钴和铜方便具有丰富经验

-

曾任职与Xstrata plc的镍/钴相关职位，包括副总裁兼首席战略，营销和研究，总经理和
业务发展主管。 Xstrata Nickel董事会主席，Xstrata提名为镍协会董事会董事（代表该行
业的全球机构）和被Xstrata提名为Kabanga股东咨询委员会

-

2002年中期IPO后不久加入Xstrata，2006年之前担任伦敦业务发展职务，在收购
Falconbridge并在多伦多设立Xstrata Nickel总部，后前往加拿大

-

曾任澳新投资银行，企业融资和企业关系管理职

-

2013年Xstrata出售给嘉能可（Glencore）后，调任到巴西，主要负责国内自然资源投
资。同时也是Metis Group Ltd的创始人兼负责人，为巴西以外的客户提供的私人顾问服
务，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的咨询

- 于2017年10月加入Jervois Mining担任首席执行官
-

墨尔本大学法学学士（荣誉）和理学士，获得澳大利亚证券学院应用金融和投资硕士文
凭

团队成员
Brian Kennedy (非执行董事)
-

在澳大利亚和国际上拥有超过35年的建筑和采矿业经验，客户遍及煤炭，铁矿石，镍，
黄金和化肥行业。 在此期间，Kennedy先生作为嘉能可（Glencore）的代表，与WMC
Resources和Murrin Murrin一同管理大型采矿业务，如Kambalda和Mt Keith

- 在非洲和镍/基本金属方面具有资深经验，包括新项目启动的建设和运营过渡：赞比亚
Munali镍矿Albidon项目经理，Anvil矿业有限公司GM Dikulushi铜矿，Goro Vale Inco项目
技术经理 ，Snr副总裁AngloGold Ashanti DRC，Kabali金矿总监兼Kabali SPRL DRC总
监
-

Reliance Mining的创始股东和董事（在Consolidated Minerals收购之前）

-

Silver Lake Resources的创始股东和非执行董事

- 2017年10月加入Jervois Mining担任非执行董事

团队成员
Michael Rodriguez (非执行董事)
- 现任Poseidon首席运营官;曾就职于GoldCorp，WMC Resources（奥林匹克大坝，
Kwinana镍精炼厂），Fort Saskatechewan，Moa Bay，Murrin Murrin，Gordes Nickel，
Black Swan和Lake Johnston
- 在澳大利亚，土耳其，南非，欧洲，北美和南美洲等地，Rodriguez先生在复杂湿法冶金
和热冶金工厂的设计，施工，调试，运营和管理方面拥有30多年的国际先进经验
- 在复杂湿法冶金和热冶金工厂的设计，施工，调试，运营和管理方面拥有30多年的国际
经验，包括澳大利亚，土耳其，南非，欧洲，北美和南美洲
- 在各类采矿，冶金工艺和化工厂运营等方面拥有熟练的技术，包括湿法和干法矿物加工，
冶炼操作和废气清洁，多种湿法冶金和化工厂工艺，包括结晶厂，氯化和氯化物浸出操
作，天然气厂，低温空气分离，氢气，硫化氢和硫酸厂，发电厂，SX-EW和电子精炼，
以及氯和无水氨的运输与使用经验丰富的项目建设，机械完工和现场切换到运营的工作
经历
- Murrin Murrin：负责HPAL高压灭菌器的管理，包括POX浸出式高压灭菌器，SX，氢气还
原以及工厂和设备设计;担任运营经理、项目经理、技术服务经理和企业战略发展经理。
管理300多名员工和承包商，年度预算超过1.5亿澳元。在安全和环境管理方面的取得良
好的工作业绩，是西澳大利亚州矿山安全法规的注册经理
- 2017年10月加入Jervois Mining担任非执行董事

团队成员
Steve van der Sluys (非执行董事)
- Steve van der Sluys是澳大利亚采矿和冶金学会和澳大利亚公司董事协会的会员。他的职
业生涯长达40多年，是一名银行家，同时也是矿业和金属业务的董事。Steve在新南威尔
士大学完成地质学学习和建筑学学位后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 尤其对我们公司有利的是，Steve先生曾担任昆士兰镍业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在90年代
初期完成了3.75亿澳元的首次公开募股，随后促成了向BHP公司出售Ravensthorpe项目，
同时也是Anaconda Nickel Limited的首席财务顾问。负责14亿澳元的Murrin Murrin镍/钴
项目融资。
- Steve先生的银行背景始于花旗银行和在悉尼和纽约的摩根大通（当时的大通曼哈顿银
行）。随后晋升至新西兰银行的重建和销售职位，以及CIBC Wood Gundy Australia的董
事总经理/首席执行官。他丰富的金融行业经验涵盖了各种各样的职业角色，曾参与的工
作包括项目和基础设施融资，商品融资和具有挑战性的解决方案。

团队成员
David Selfe (集团经理– 地质学)
- Selfe先生于2018年6月被任命为Jervois集团地质经理，他是一名地质学家，在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和非洲的露天矿和地下矿山拥有超过20年的红土和硫化镍钴矿床经验
- MSelfe先生在西澳大利亚利奥诺拉的Murrin Murrin镍钴业务部门拥有超过15年的运营经
验，最初在1997年至2000年期间担任高级矿山地质师，之后成为Minara Resources的首
席生产地质师，在2000年，Minara Resources是Glencore Murrin Murrin的子公司。
- Selfe先生于2004年成为Minara的集团勘探经理，负责公司开展的所有勘探活动
- Selfe先生还曾就职于Resolute Ltd的地质相关职位，负责Bullabulling黄金业务，以及
Centaur Mining and Exploration、KCGM、Golden Valley Mines和Coolgardie Gold等公
司
- 现任董事包括Charter Pacific Corporation（西非铁矿石）的非执行董事，以及
Morpheous Resources的非执行董事（Ghanian gold）

NICO YOUNG – 行业标准

图 1：澳交所上市钴业公司的基准 - 市值和资源

红土镍钴的经济由资源等级和两种

0.60%

Nzuri Copper: Kalongwe

..重点在于钴（或镍）等价物......
......避免关注误导率 - 通常高钴镍比
率由低镍品位引起的- 这是负面而非
正面的信息

Co grade equivalent (%)

产品的冶金性能决定。
0.50%
Panoramic: Savannah

0.40%

ARL: KNP Cobalt Zone
GME NiWest

Barra / Nornico: Mt Thirsty

0.30%

Aeon: Walford

CLQ: Sunrise /
Syerston

0.20%

Collerina Cobalt: Homeville
Platina Resources: Owendale

0.10%

JRV: Nico Young
AUZ: Sconi

Havilah: Mutooroo

Cassini: Neno Babel

Cobalt Blue: Thackaringa
European Cobalt

0.00%
0

50

100
Contained 150
Co

200 ( kt)
Equivalent

250

300

- 泡 的 大 小 =2018年 10月 28日星期一收盘时A$市值全面摊薄
- 蓝色 泡 = 硫 化 物 / 黄 色 泡 = 红土

- 资料 来 源 : 公 司 报告 与澳交所新闻公告
- Co等 价 物 基于长期价格6.00美 元/磅镍，3.00美 元/磅铜，1.20美 元 /磅锌，0.90美 元/
磅 铅， 20美 元/盎司银计算

350

NICO YOUNG –同行基准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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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冶金性能决定。

矿产资源(1)
平均值

..重点在于钴（或镍）等价物......
......避免关注误导率 - 通常高钴镍比
率由低镍品位引起的- 这是负面而非
正面的信息

镍品位 (%)

KNP

KNP cobalt
zone

100%

100%

未知

未知

镍、钴、
镍、钴、
镍、钴、钪 镍、钴、钪 镍、钴、钪
镍、钴、钪
钪
钪
99Mt
101Mt
89Mt(2)
3Mt
773Mt
64Mt
0.08% 钴 /
0.05% 钴
0.06% 钴 0.7% 镍 eq(2)
0.03% 钴
0.5% 镍
0.5% 镍
0.58
0.59
0.58
0.24
0.71
0.77

钴品位(%)

0.08

0.13

0.06

0.10

0.05

0.13

含镍量(kt)

577

593

514

7

5,458

495

含钴量 (kt)

78

132

54

3

405

81

含钴等量 (kt)(3)

193

251

157

4

1,497

180

钴等量品位 (%) (3)

0.20

0.25

0.18

0.15

0.19

0.28

市场价值 (A$M) (4)

50

285

90

120

- 资料 来 源 ：公司报告和ASX 新闻公告
-

(1)

-

(2)

-

(3） 基 础长期 价 格设为6美元/磅镍和30美元/磅钴

-

(4)

For consistency scandium ignored across all projects – economics unclear为了 保 持一致性，
本 文 中 项目均省略了所有钪相关信息-其经济情况尚不体现
0.7％ 镍等 量 正 常值：Nico Young同样基础：124Mt @ 0.64 ％ 镍， 0.07％ 钴
截 至 2018年 10月29日 （星期一）结束股票价格，全面摊薄

NICO YOUNG – PFS

2018项目预算

JERVOIS在2018年开展了一项重要计

2018 Nico Young 项目

划，以推动NICO YOUNG的发展...
...全年预计支出接近700万美元，以
完成可行性报告 ......
...自发现以来，矿床钻探现已进行
了近17,000米

澳元

加密钻探勘探计划
Ardnareee / Thuddungra

2.34

预可行性研究
项目管理

0.37

地质学

0.27

采矿

0.24

冶金

0.97

物流

0.16

环境

1.00

总体预可行性研究

3.68

资本投入 (堆浸储存器, 重定位等,)

0.85

Nico Young 总直接支出

6.87

NICO YOUNG – 地理位置
基础设施和物流对其他澳大利亚红
土地十分有利...
...乡村NSW，位于卧龙岗港口约
300公里处...
...矿床距现有的铁路装载设施15公
里，季节性用于运输粮食，可由
Kembla港出口...

... 库珀盆地天然气管道附近; 密封
的公路，电力情况均独具吸引力......
...新南威尔士是一个成熟的矿区：
Nico Young距离杨镇25公里，镇上
目前有7000名永久居民; 现邻近产
业建有一个菱镁矿

NICO YOUNG – 项目区

JERVOIS 根据勘探许可证EL5527
（“ARDNAREE”）和EL5571
（“THUDDUNGRA”）申请厂房......
...农业土地上的许可证一般用于粮

食和牲畜业（除了附近的运营磁铁
矿）

NICO YOUNG – 地质学

钻井概述

包括邻近的矿产资源：ARDNAREE

- 在现任董事会和管理层变更之前，Jervois在过去20年中进行了10,000多米的钻探

和THUDDUNGRA ......

- 钻探主要是以空气钻探为主，RC和金刚石钻探为辅

...矿化与富集镍和钴的红土相关...

- 2018年又完成了6,600米的钻探

...红土剖面通常包括褐铁矿粘土
（高钴）覆盖腐泥土和风化蛇纹石

Ardnaree

（高镍）...

- Ardnaree早期开发重点，在于露头矿床和有限的覆盖层 - 低剥离率

......采用露天矿方法进行采矿; 红土

- 矿床走向大于9公里以上

软 - 限制爆破

- 约90％的总资源位于离地面30米范围内，基本上100％在50米范围内

Thuddungra
- 走向长6公里，直至Jervois许可证的北部边界

- 约35％的总资源位于距地面30米范围内，约50％在50米范围内
- 矿化特征：总体走向NNE，亚水平轻微向东倾斜

NICO YOUNG – 地质学

Ardnaree 填充钻探计划
- 填充钻孔定义了镍和钴矿化的程度和品位

随后的加密钻探计划专注于升级资

- 2018年3月完成了71个1,990米的反向循环（RC）空芯钻孔

源，便于完成预可行性研究 ......

- 2018年3月也完成了15个金刚石钻孔（ 钻芯号 PQ - 内径85mm，用于冶金测试项目的新核
心提取）

......并确定可能适合早期开采的浅
层，高品位钴区

- RC空芯样品提交给位于布里斯班斯塔福德的ALS Global公司（“ALS”）

- ALS在纳格罗姆布里斯班实验室（“Nagrom”）用钻探的散装钻头间隔为冶金试验制备了
裂片
- 取四分之一金刚石核心样品用于测定和相对比重(SG)评估
- 在Geostat的协助下，Snowden更新了预可行性研究的地质模型
- JORC资源更新和冶金结果将在预可行性研究过程中发布

Thuddungra 填充钻探计划
- 在2018年7月和8月期间，钻探了34个空芯钻孔，达到3,400米
- 空芯钻孔样品待分析
- 为支持冶金测试工作，在2018年7月至9月期间钻探1000米，完成了17个金刚石钻孔（PQ）

- 空心钻孔补充了Thuddungra富钴区的现有资源
- 由于试验和相对SG测量仍在进行中，结果暂未在预可行性研究中发布

NICO YOUNG – 地质学

JORC 矿产资源
- 资源与预可行性研究完成时同步更新
- 在Ardnaree和Thuddungra进行大量的填充钻探

JORC推测资源量为167.8MT @ 0.59
％镍和0.06％钴（采用0.6％镍平均
值）......
... ARDNAREE钻井用于支持预可行性
研究的资源更新......

- Ardnaree已竣工。 Thuddungra等待分析结果和密度测定
- 空气钻探用于资源更新，金刚石心钻探为冶金测试和体积密度测定提供样品

表格1: 项目区域中矿产资源如下， 0.6%镍均值

... .THUDDUNGRA填充钻探选择具有

较高钴矿化的区域

JORC 列表:

公吨(Mt) 镍 品位 (%) 钴品位(%) 金属镍含量 金属钴含量
(Kt)
(Kt)

0.6% 镍均值
Ardnaree

53.6

0.66

0.05

355.6

24.6

Thuddungra

114.3

0.56

0.06

641.1

72.0

总 Nico Young

167.8

0.59

0.06

996.7

96.6

- JORC推 测的 资源 结果 于 2017年11月 22日向澳交所发布

NICO YOUNG – 冶金

堆浸冶金
- 管理层可受益于于对差别资本和技术风险状况的深入了解，公司对镍钴湿法冶金流程的建
设，调试和提升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JERVOIS对NICO YOUNG项目矿化的水
文和岩土特性进行了深入的测试......

- Jervois团队曾主导在澳大利亚西部Murrin Murrin镍钴业务（隶属Glencore公司）的堆浸垫
的建设和运营

...预可行性研究准备建设冶炼厂，

- 冶金（铁含量）被认为是可控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堆的操作和水平衡的管控

生产混合氢氧化物的（MHP）中间
产物（硫酸镍和硫化钴）

- 冶金测试工作:
- 快速地质冶金:Nagrom测试了来自Ardnaree资源的160多个样本;高比例的镍（80-90
％）和钴（85-90％）以酸溶性物质存在
- 柱和瓶 辊：主要矿石类型（褐铁矿，腐泥土和风化蛇纹石）的复合材料在SGS受到
瓶辊和柱的影响
- 筑堆和凝聚：复合材料被送往美国的HydroGeoSense
- 以下复合岩石的加权规范（腐泥土和风化蛇纹石的钴品位低于整体Ardnaree资源等级）

表格 1: Composite Estimated Assay 复合物预估分析
复合物

钴%

镍%

镁%

锰%

铁%

铬%

褐铁矿

0,11%

0,75%

2,42%

0,53%

27,9%

0,75%

腐泥土

0,03%

0,85%

6,92%

0,25%

16,8%

>1,0%

风化蛇纹石

0,02%

0,55%

7,10%

0,16%

10,7%

>1,0%

NICO YOUNG – 冶炼

柱子基本完成，4米和2米......
...柱的岩土完整性 - 最小的坍落度以
及渗透一致性

Ni and Co Dissolution based on Head Assay

NICO YOUNG – 冶金
100

...总结了酸的使用量...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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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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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entinite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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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Leach Time, days
Limonite Ni

Saprolite Co

100

120

Serpentinite Co

140
Limonite Co

Ni Dissolution based on Head Assay vs Acid Consumption
100
90
80

Ni Dissolution, %

当前每个岩石和金属预测的溶解曲
线相比对如右图所示...

Ni and Co Dissolu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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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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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 YOUNG – 冶金

团聚已证实可降低矿石的堆积密
度......
...在团聚中，最佳的酸添加量为每

吨矿石50-100千克（在75千克下聚
集的柱子）......
...要求的导水率超出计划浸出溶液

流量，具有更高的团聚力，增加了
传导率......
... 预可行性研究中设计的参数为堆4

米高，浸出液应用7-10升/小时/平
方米已成功确认...
...在破碎的矿石上进行额外的测试

（复合材料最初被压碎至-25MM;现
在为-10MM）

NICO YOUNG – 冶金
矿石类型

镍回收

CO回收

酸消耗量

%

%

kg/t

初始假设

对于镍和钴回收的“扩大生产后”
的期望值，与酸的消耗量相结合，

褐铁矿

75

75

450

如右表格所示......

腐泥土

75

75

450

风化蛇纹岩

75

75

450

...当前的ARDNAREE资源包括大约1015％的褐铁矿，50-55％的腐泥土和

35-40％的风化蛇纹岩 ......
...破碎（至-10毫米）和选择性采矿/
库存/混合过程将采用优化加工经济

有效的方式进行...
...请注意，最终结果尚未确定，可
能会在浸出终止、最终残留物分析

并完成质量平衡后进行调整

过时假设

褐铁矿

40

80

400

腐泥土

70

80

550

风化蛇纹岩

75

80

500

NICO YOUNG – 预可行性研

究的工作更新

采矿
- Snowden的初步采矿计划已经完成——现在将重点放在优化3.0Mtpa的生产方案上。
- 3.0Mtpa采矿计划优化继续进行
- 完成基坑优化、排序和初步基坑调度
- 场地布置和材料储存点，包括矿山废物、表土和工艺残渣（液体和固体）也即将完
工。

NICO YOUNG –预可行性研

岩土工程

究的工作更新

-

土木工程 (civil) 与岩土工程 (geotechnical) 计划已完成 300万吨 (Mtpa) 原矿
- 包括堆浸设计，残留物储存设施和蒸发池

加工厂与场地设计
- 加工工程进展良好，达到每年3.0Mtpa
- 完成Metsim质量平衡和堆浸流程图

- 项目水量平衡，机械设备，酸厂选择和场地布局设计的重点是达到3.0Mtpa的生产率
- 获得设备的预算报价、设备规格/数据表
- 场地的布局准备以及资本和运营成本估算基本完成

- 增加冶炼厂 - 生产硫酸镍和硫化钴的潜力
- 重点关注增值工程和战略供应商采购（中国）

物流
- 道路和铁路评估，以及进一步的实地考察 Lycopodium 公司和运输专家的沟通

环境
- 土壤、遗产、生物多样性、噪音和空气质量工作流程正在进行中
- AQ2（水资源顾问）进行现场含水层勘探和钻探监测计划

NICO YOUNG – 产品
NAGROM已经成功生产混合氢氧化
物（“MHP”）产品样品，其规格在

市场上十分畅销......

混合氢氧化物 (“MHP”) 工艺流程图
- 用石灰石进行两段中和，然后用氧化镁进行两段MHP沉淀
- 中和实现了去除99.5％的铁和铝
- 产品规格独具吸引力：镍含量34.0％，钴含量4.6％，杂质含量低

......下游冶炼厂增加了主要工程师，
以评估潜在的价值，进入可行性研

究

冶炼厂的流程
- Lycopodium 公司的预可行性研究范围扩大到包括冶炼厂的范围研究
- 生产硫酸镍和硫酸钴

特许权使用费
项目

经营公司

Bullabulling Zijin / Norton

JERVOIS积累了非核心特许权使用费......

Goldfields

......在将FLEMINGTON和NYNGAN以450
Forest Reefs Newcrest
万美元出售给钴27后，继续审查货币
Curtain Bros
化策略...
Mt Moss
(Qld) Pty Ltd

特许权使用费

项目状态

储备/资源

首次按$30/oz 价格卖出 最终可行性研 114Mt @ 1.02 g/t 金=
400,000oz 随后价格按 究
3.8Moz，其中 84% is 被
$20/oz
JRV royalty 覆盖
1.5% NSR

开发阶段

1.5% NSR 任何磁铁矿、 维护阶段
基础金属或者银

N/A

矿的年限
最初矿的年限 13
年

矿的年限

12 月 12 日据报道 11Mt 20 年
@ 44.5% 铁, 包括 1.6Mt
@ 42.1%氧化铁 (赤铁矿)
and 9.4Mt @ 45.0% 铁 (磁
铁矿)

总结
资产负债表稳健
- 380万澳元的现金，650万澳元的公共证券，在第三季度末没有债务

- 不包括（在日历年结束前到期）:
- 澳大利亚矿业公司出售Flemington的340万澳元应收款
- 从Cobalt27的特许权使用费中获得150万美元现金
- 同一交易中Cobalt27的422,856股普通股（当前市值为 216.6万加元）

Nico Young 项目进展顺利
- 预可行性研究在2018年第四季度完成

同时关注新的商机
- 积极审查收购计划，选择管理团队对公司有利并对Jer vois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司或项
目
- 发挥我们的竞争优势：融资，建设，调试和运营

附件

PRIVATE & CONFIDENTIAL

PRIVATE & CONFIDENTIAL

30

投资/勘探资产

West Arunta (49% Jervois)
- 与Norwest Minerals Ltd合资，待上市（澳大利亚矿业有限公司分拆）
- 氧化铁铜金目标
1区 (100% Jervois)
- 勘探许可证位于新南威尔士州未来的菲尔德地区

- 邻近Sunrise和Flemington 的镍，钴，钪矿床
喀土穆 (100% Jervois)
- 喀土穆锡项目在澳大利亚北昆士兰州Atherton Table Lands 的Mt Garnet /
Herberton地区建造了6个矿权地
- 历史上曾经开采过锡
- 完成地面勘探计划 - 对现有金刚石钻孔核心和数据进行初步绘图和审查

- 结果显示出良好的经济矿化潜力
- 正在寻找合作伙伴中

NICO YOUNG – 冶金过程

堆浸使用稀释硫酸，在密封垫上通
过破碎的团聚矿石，从溶液中的沉
淀物种提取金属，从中沉淀出来...
堆浸作为预可行性研究的流程，是
基于前期的测试工作，并且相较于
替代加工路线，大幅度降低了技术
和成本
...堆浸将消耗更多的酸，具有更低
的回收率，并且相比其他流程，钴
回收超过铁...但是资本和技术风险

显着降低

NICO YOUNG – 堆浸

基础设施
以50万澳元的价格购买400TPH 堆浸
团聚、筑堆和输送基础设施......
......为NICO YOUNG加速推出商业规
模......
......超过1.0MTPA的设备额定容量：
为增加头线生产水平和加速产能提
升提供了有利条件

图 1 & 2 – 位于 Mt Cuthbert的设备概况

图3 –箱式输送机

图 4 –凝聚器

NICO YOUNG –堆浸

基础设施

Figure 5 – 凝聚器卸料输送机

Figure 7 – 堆垛机进料输送机

Figure 6 –移动小型传输机

Figure 8 - 履带式安装的径向堆垛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