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非洲立足超过二十年 



前瞻性陈述和合资格人士 

本简报载有的某些陈述可能构成适用证券法所订议的“前瞻性陈述”或“前瞻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下列事项的时间性和结果﹕(i) 关于
Kamoa-Kakula项目持续开发和勘探工作的陈述(包括钻孔、建设斜坡道，以及可行性研究、预可行性研究和初步经济评估研究)；(ii) 关于Platreef 项目
持续开发工作(包括凿井) 以及可行性研究的陈述；及 (iii) 关于Kipushi项目持续进行开发改善工桯以及预可行性研究的陈述。此外，Kamoa-Kakula项
目的预可行性研究和初步经济评估、Platreef项目的预可行性研究以及Kipushi项目的初步经济评估的结果亦构成前瞻性信息，包括估计未来内部收益
率、净现值、未来产量、估计现金成本、建议开采计划及方法、估计开采年限、现金流量预测，金属回收率以及资本和运营成本估算。 

 

这些陈述涉及已知和未知的风险、不明朗因素和其他因素，可能导致艾芬豪的实际业绩、表现或成就、其矿产项目或行业的业绩，与前瞻性陈述或信
息中表达或暗示的任何未来业绩、表现或成就产生重大差异。阁下可透过“可能”、“将会”、“会”、“打算”、“预期”、“相信”、“计划”、 

“预计”、“估计”、“安排”、“预测”和其他类似用语，或透过“可能”、“会”、“或会”或“将会”等采取、发生或实现某些行动、事件或
结果的用语，以识别该等陈述。这些陈述仅反映艾芬豪于本简报发布当日对于未来事件、表现和业绩的当前预期。 

 

这些陈述是基于艾芬豪作出以下的假设﹕矿产资源估算的准确性；勘探活动和研究将会提供支持预期开发和开采活动的结果；就Kamoa-Kakula、
Kipushi和Platreef项目进行开采年限和生产率评估的研究将会提供支持预期开发和开采活动的结果；艾芬豪能够在令人满意的条件下获取额外的融资；
预计由第三方开发或运营的基建(包括发电和传输容量)，将按照目前预期开发及/或运营；公平公正地遵守和执行法例、法规或规章；相关商品的市场
价格维持在对开发及/或运营合理的水平；艾芬豪将会成功地与表面权持有人磋商土地使用权；艾芬豪的勘探活动或开发计划不会受战争、内乱及/或暴
动所影响 

 

虽然本简报载有的前瞻性陈述或信息是基于艾芬豪管理层认为合理的假设而作出，唯艾芬豪不能向投资者保证实际业绩会与前瞻性陈述的预期一致，
故不应被视为对未来表现或业绩的保证。许多因素可能导致实际业绩与前瞻性陈述所讨论的业绩有重大差异，包括但不限于艾芬豪最新周年信息报告
「风险因素」部分所讨论的因素。 

 

这些前瞻性陈述仅是截至本简报发布当日作出，而且受本警戒性声明明确限制。根据适用的证券法，艾芬豪并无义务更新或修改任何前瞻性陈述以反
映本简报发布当日后所发生的事件或情况。艾芬豪的实际业绩可能与这些前瞻性陈述所预期的产生重大差异。 

 

本简报亦载有矿产资源估算的参考信息。矿产资源估算未能确定，并涉及对许多有关因素的主观判断。矿产资源并非矿产储量，并不显示具有经济潜
力。任何该等估算的准确性是可用数据的数量和质量函数，并根据工程和地质诠释的假设和判断 (包括估计公司各项目的未来产量、预计开采所得的
矿石量和品位，以及估计将会实现的回收程度) 而作出，可能被证明是不可靠，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钻孔工程结果和统计推论的分析，而最终可能证
明是不准确的。矿产资源估算可能需要根据下列因素作出重新估算﹕(i) 铜、镍、铂族元素、黄金或其他矿产的价格波动；(ii) 钻孔工程的结果、(iii) 冶
金测试和其他研究；( iv) 建议开采营运，包括贫化；(v) 在任何估算日期后作出的开采计划评估；以及(vi) 未能取得所需准许、批准和许可证的可能性。 

 

本简报中有关科学或技术性质的披露已经由Stephen Torr审阅和批核。凭借其学历、经验和专业联系，Torr先生是根据“国家第43‐101号文件”条件
的合资格人士。艾芬豪为Kamoa-Kakula项目、Platreef项目和Kipushi项目分别编撰了符合“国家第43‐101号文件”标准的技术报告，并且载于
www.sedar.com艾芬豪SEDAR部分。这些技术报告包括本简报中引述Kamoa-Kakula项目、Kipushi项目和Platreef项目的矿产资源估算有效期和假设、
参数和方法的相关信息，以及关于数据核实、勘探程序和与本简报所载Kamoa-Kakula项目、Platreef项目和Kipushi项目的科学和技术披露有关的其他
事项。 



今天  

在南部非洲的 

传奇矿产领域，                                                                                                                                                                                                                                                                                                                                                                                                                                                                                                                                                                                                                                                                                                                                                                                                                                                                                                                                                                                                                                                                                                                                           

为我们的利益相关者 

建设未来。 
铜  

拥有39.6%权益 

刚果民主共和国 

中非铜矿带 

铂族元素及金镍铜 

拥有64%权益 

南非 

布什维尔德杂岩地带 

锌铜 

拥有68%权益 

刚果铜矿带 
 

KIPUSHI 
PLATREEF 

KAMOA-KAKULA 



Kamoa 矿产开发及 

Kakula 勘探区 
刚果民主共和国 



信息来源﹕Wood Mackenzie、伯恩斯坦研究、路透社、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和美国地质调查局 

刚果﹕ 
约一百万吨 

加拿大﹕ 

72万吨 

刚果的铜产量比加拿大更多! 



 Kakula 相比Kamoa

项目其他部分发现的
矿化体，显着地更为
丰厚和一致。    

 Kakula西部是
Kakula新的高品位延
伸范围。 

 14台钻探机在Kakula、
Kakula西部及开采许
可范围内的其他目标
进行钻孔工程。 

 有可能发现另一个
Kakula。 

Kakula及Kakula西部重新改写了Kamoa的故事 

 



Kakula 矿化系统的长度已经超过12公里， 

并且沿着两个方向走向开采 



Kakula延伸地带 / Kakula西部勘探区 

Kakula西部勘探区的已知矿化体延伸至超过12公里，并且          

仍然具有扩展潜力。 

2017年Kakula  

西部的钻孔工程 



 

Kakula西部的新发现钻孔， 

距离2017年5月的Kakula资源边界超过3公里 



Kakula西部勘探区的钻孔工程 — 

Kakula西部持续录得极佳的               

视测交汇点 



 

位于Kakula西部中至强度              

混合辉铜矿化带的DD1174，                    

与包含斑铜矿和辉铜矿的矿脉交汇 



Kakula西部的最新钻孔                            

发现大量辉铜矿 

结果显示，接近地表的铜矿化范围正
迅速扩展，拥有粉砂岩的细粒浸染状
辉铜矿和褐红色杂岩。矿化体的风格
和整体地质组合是典型的高品位
Kakula东面走向类型。 



大量辉铜矿 

大量浸染状 

辉铜矿 

钻孔DD1041 

+12%铜 



Kakula钻孔DD1016岩芯
见矿8.75米(真实宽度) 、
铜品位9.84%(以3.0%铜

边界品位计算、从井下钻
孔362.0米深度开始)； 



钻孔DD1093的高品位铜见矿厚度 



钻孔DD1124的矿体纪录，显示高品位的铜
分析结果以及典型Kakula类的矿化体 



2017年5月17日﹕ 

高品位Kakula勘探区的最新矿产资源估算 

 

• Kakula的指示资源矿石总量3.49亿吨，铜品位3.23%，含有249亿磅铜金属 

(以1%铜边界品位计算)。以3%铜边界品位计算，指示资源矿石总量1.16亿
吨，铜品位6.09%，含有156亿磅铜金属。 

 

• Kamoa-Kakula的综合指示矿产资源矿石总量約10亿吨，铜品位3.02% ，  

含有663亿磅铜金属 (以1.4%铜边界品位计算)。 

 

• Kamoa-Kakula的推断矿产资源矿石总量约1.91亿吨，铜品位2.37%，含有
约一百亿磅铜金属 (以1.4%铜边界品位计算)。 

 

Kamoa-Kakula目前排名世界五大铜矿床之一，以及 

非洲大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铜矿发现。 



矿床 类别 
礦石量  

(百万) 

面积 

(平方公里) 
铜品位 

真实厚度  

(米) 

含铜量  

(千吨) 

含铜量  

(十亿磅) 

Kamoa 
指示 752 50.5 2.67% 5.2 (米) 20,110 44.3 

推断 185 16.8 2.08% 3.8 (米) 3,840 8.5 

Kakula 
指示 349 9.8 3.23% 12.0米 11,281 24.9 

推断 59 3.0 2.26% 6.4米 1,338 3.0 

Kamoa

项目总值 

指示 1101 60.3 2.85% 6.3米 31,391 69.2 

推断 244 19.8 2.12% 4.3米 5,178 11.5 

Kamoa项目矿產资源报表附注﹕ 

1. 艾芬豪矿产资源经理George Gilchrist，是南非自然科学专业委员会 (SACNASP) 的专业自然科学家 (Pr. Sci. Nat)。在Harry Parker博士和Gordon Seibel的监督下，Gilchrist先生对矿
产资源作出估算。 Harry Parker博士和Gordon Seibel是采矿、冶金与勘探学会 (SME) 的会员，以及矿产资源估算报告的合资格人士。估算报告的有效期至2017年5月16日。矿产资
源根据2014年CIM矿产资源和矿产储量定义标准而进行估算。  

2. 矿产资源估算假设采用地下开采法、铜价格每磅3.30美元(Kamoa)及每磅3.00美元(Kakula矿床)、总铜边界品位1%、最少厚度约3米以及精矿将会生产并送往冶炼厂。 

3. 矿石量和含铜吨量以公制单位报告，含铜量磅数以英制单位报告，品位则以百分比报告。 

4. 数值按照报告指引要求四舍五入，可能导致矿石量、品位和含金属量出现明显差异。 

Kamoa-Kakula项目的矿产资源综合报表 —  

2017年5月16日  

(以1%铜边界品位及最少厚度约三米计算)。 

 



Kakula 2016年初步经济评估 — 另一开发方案 

矿场 Kakula Kakula + Kansoko 

年度开采率 四百万吨 四百万吨+四百万吨 (1) 

平均原矿品位；首十年 6.90%铜 5.81%铜 

首十年的年度铜产量 216,000吨 292,000吨 

首十年的矿场现场现金成本 每磅铜0.37元 每磅铜0.42元 

初期资本支出 十亿元 十亿元 

净现值8 每磅铜3.00元 37亿元 (2) 47亿元(2) 

内部收益率@ 每磅铜3.00元 38% (3) 34.6% (3)  

回本期@ 每磅铜3.00元 2.3年 (3) 3.5年 (3)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价值均以美元作单位 

Kakula 的2016年初步经济评估为初步性质，包括部分基于推断矿产资源的经济分析。推断矿产资源在地质学上被视为推测性，因
此并无经济考虑允许分类为矿产储量，亦不能确定结果会否得到实现。矿产资源不属于矿产储量，并不显示其具经济潜力。 

1. Kakula和Kamoa矿床均为两阶段开发。 

2. 税后净现值，折扣率8％，假设长期铜价格每磅3.00美元。 

3. 税后。 



  

Kakula 2016年初步   

经济评估有关Kakula 

和Kansoko矿场的     

开发和基建计划 

 



2017年初步经济评估 — 
两个年产量六百万吨的矿场!! 

• 目前正进行最新的初步
经济评估，以2017年    

5月的Kakula矿产资源
估算为基础。 

 

• Kakula矿 — 开采能力
约每年六百万吨。  

 

• Kansoko矿 — 开采能力
约每年六百万吨。  

 



2017年6月28日 — Kakula 箱形挖槽进行首次爆破 



Kakula矿目前正在建设箱型挖糟，以提供  

通道前往极佳的Kamoa铜矿勘探区 



Kansoko矿箱形挖槽和地表设施 



Kansoko南部向北面的剖面线， 

显示1.5%铜边界品位的复合物 



Kansoko矿的斜坡道正进行 

巨型钻孔工程 



在Kansoko矿的斜坡道清除碎石 



2017年7月21日 — 从Kansoko矿首次运送的      

铜矿石堆积在地面 



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铜矿床之中 ， 

Kamoa-Kakula项目拥有最高的铜品位。 

*信息来源﹕ Wood Mackenzie 

注：根据含铜量筛选 (测量和指示矿产资源，包括矿产储量和推断矿产资源），以测量和指示资源的含铜量排名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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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oa-Kakula目前排行世界五大铜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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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oa-Kakula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
高品位铜矿床* 

信息来源﹕ Wood Mackenzie 

*注﹕高品位矿床的含铜量 (测量和指示矿产资源，包括矿产储量以及推测矿产资源)，铜品位高于2.5%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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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oa-Kakula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

未被开发铜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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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Wood Mackenzie 

注：根据含铜量筛选 (测量和指示矿产资源，包括矿产储量和推断矿产资源），以测量和指示资源的含铜量排名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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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oa-Kakula 是非洲大陆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铜勘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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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Wood Mackenzie 及 USGS 

过往产量 



Mwadingusha 水力發电廠 

 Mwadingusha是艾芬豪计划改善刚果三座水力发电厂中的第一座，       

以确保为开发Kamoa项目提供洁净、可持续的电力。 

 2016年9月开始向电网提供初步11兆瓦的电力。  

 三座水力发电厂完全
翻新后，可生产合共
200兆瓦的电力供电
网。 



Kamoa项目的120千伏供电线路 



 

信息来源﹕Railwaysafrica.com, enr.com, Stratfor & Grindrod 

 

重建铁路连接刚果矿区及 
安哥拉省洛比托的大西洋港口 

刚果迪鲁鲁车站的重建经已完成。 



Kipushi 矿产勘探    

和改善工程   
刚果民主共和国 



 Kipushi断裂带在1924年至1993年间被开采至約1,150米水平。 

 大锌在1993年关闭前发现；从未被开采。 



一个极高品位的矿场诞生 

1924年，Kipushi开始从地表露天矿场开采18%的铜，然后运送到非洲最富有的

地下铜锌锗矿。开采工作一直持续至1993年。 

1928年 



以含锌量计算的首20个锌矿项目 

信息来源﹕Wood Mackenzie。注：上述项目的所有个别金属矿石量和金属品位以当量计算 (Kipushi项目除外)，并根据公开披露由Wood Mackenzie编制。                 

Wood Mackenzie已把所有金属品位转换成锌当量品位，假设价格每磅锌1.01美元、每磅铜2.86美元、每磅铅0.91美元、每磅钴12.37美元、每盎司黄金1,201美元、            

每盎司银17美元和每公斤锗2,000美元。 

 



世界主要锌矿以及 
锌年产量和锌原矿品位的估算。 

信息来源﹕Wood Mackenzie。世界主要锌矿的定义是指2018年预测产量排名世界十大的锌矿。注﹕Wood Mackenzie的独立研究总结，以预测产量和原矿品位计算，Kipushi

项目预期将会成为世界十大锌矿之一。 Wood Mackenzie以Kipushi项目开采年限期间的平均锌年产量281,000吨和锌原矿品位32%，分别与2018年预测的产量和锌原矿品位作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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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pushi 2016年初步经济评估 

稳态开采率 每年110万吨 

平均原矿品位  32.2%锌和5.4%铜 

锌精矿产量 每年530,000吨 @ 53%锌 

现金成本总值 (已计入货币) 每镑锌 0.54元 

初期资本支出 4.09亿元  

税后净现值8 @ 每镑锌1.01元 5.33亿元 (1) 

税后净现值8 @ 每镑锌1.25元 10.3亿元 (1) 

内部收益率 @ 每镑锌1.25元 30.9% (2) 

回本期 @ 每镑锌$1.25元 2.2年 (1)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价值均以美元作单位。 Kipushi的2016年初步经济评估为初步性质，包括部分基于推断矿产资源的经济分析，并不能确定结果会否得到实现。 

1. 假设长期铜价格为每磅3.00美元，长期锌价格分别为每磅1.01美元和每磅1.25美元。 

2. 税后。 



从Kipushi矿场至市场的概述 

资源 开采 加工 运输 中国 

富铜矿化带  

及相邻的      

富锌矿化带   

与硫化替代  

矿体 

分段空场
法、支柱撤
退   采矿法
及   充填开

采法 

重介质选矿
(DMS)厂房，
包括破碎、  

筛选、         

重液分离和  

螺旋工序，  

以生产         

高品位精矿 

铁路从
Kipushi矿场
经恩多拉    

通往德班，
然后从德班
港口运出 

锌精矿         

出口至         

上海            

(或其他        

主要港口) 

每年开采        

1.1百万吨，   

原矿品位   

32.2% 

精矿              

530千吨         

年产量，        

锌品位          

53% 

每年281千吨
锌金属         

运送至市
场，现金成
本     每磅
0.54元(1) 

1 2 3 4 5 

注﹕  

1 开采年限期间已计入铜货币的平均现金成本 (未计货币﹕每磅锌0.56

元)。 

10.2百万吨     

测量和指示      

资源，           

锌品位          

34.9% 

运输成本﹕    

每吨250元      

(从矿场          

至中国) 



在1,200米水平的水泵站加強五号矿井的水泵支柱 



位于Kipushi锌-铜矿五号矿井水泵站的              

Grifo水泵已经进行升级和重新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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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00米水平安装新的照明系统 



在1,150米水平升级矿石输送带 



Kipushi的钻探队伍在1,274米水平的斜坡道          

为计划收集额外的治金样品 



Fionet计划有助改善疟疾诊断和治疗程序。在艾芬豪Kipushi和                

Kamoa-Kakula项目所在的刚果南部上加丹加省和卢阿拉巴省，                   

已经有300个Deki Readers安装在两地的252家医疗服务机构。 



五号矿井的起吊提拉机 



 

Kipushi五号矿井的控制室操作员 



 

 

Série Récurrente地带的KPU008钻孔岩芯 —               
11米深，含铜量17%和89.6克/吨银  

 

 

 

 

 

 

 

 

 

 

 

 

 

 

Depth of 217.0 to 218.5metres 



 

 

全世界最佳的钻孔﹖ 

我们的地质团队手牵手展示见矿340米、锌品位44.8%的

大锌见矿厚度 



Platreef勘探区和 

矿场开发 
南非 



  2017年7月31日﹕ 

  Platreef项目公布独立最终可行性研究结果  

 第一阶段预计年产量达四百万吨，
生产47.6万盎司的铂金、钯、铑及
黄金，以及3,300万磅镍和铜 

 

 预计将会成为非洲最低成本的铂族
金属生产商，每盎司3PE + Au的   

现金成本为351美元 
 



Platreef项目预计每盎司3PE + Au 351美元       

(扣除基本金属副产品)，将会成为全世界现金    

成本最底的生产商之一。 

 

信息来源﹕SFA (Oxford)。Platreef项目和Waterberg的数据分别以各个项目的最终可行性研究和预可行性研究的参数为基础，并不代
表SFA的观点。 

 

艾芬豪Platreef项目为现金
成本最低的生产商之一 



以年产量1,200万吨的生产速度计算，             

Platreef将会成为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铂族金属矿 

信息来源﹕上述项目的产量估算由SFA (Oxford) 编撰 (艾芬豪的Platreef项目除外)。 Platreef项目的产量数据 (铂金、钯、铑、黄金、镍及铜)根据最终可行性研究和初步经济评估的数据而作出，   

并不代表SFA的观点。 SFA (Oxford) 已把所有金属转换成铂金当量盎司，假设价格每盎司铂金1,076美元、每盎司钯761美元、每盎司黄金1,235美元、每盎司铑821美元、每磅镍5.07美元及       

每磅铜2.42美元。注﹕由于产量的数字为铂金当量盎司，因此不等于3PE+Au的产量。 



 

2017年7月﹕受托安排Platreef债务融资的德国、瑞士
和加拿大政府机构作实地考察。融资目标十亿美元，  

目前已收到约九亿美元的意向 
 



2017年4月﹕艾芬豪  

宣布展开二号矿井的   

地表建设工程。二号  

矿井将会成为Platreef

的主要生产矿井，     

起吊量达每年六百万
吨。  

 
 

 

左图以两个不同角度显示了
二号矿井的103米高混凝土
井架、地基和内部永久起吊
设备。 



二号矿井正进行 

前期建设工程 



比较 

概念 

 

Impala 16号矿井 艾芬豪二号矿井 

目的 生产矿井 生产矿井 

位置 布什维尔德杂岩体北部 布什维尔德杂岩体西部 

总深度 约1,100米 1,657米 

直径 10米 10米 
起吊能力 每年六百万吨 每年270万吨 

施工年份 2017年 2004年 
投产日期 2019年 (预期) 2014年11月 



2016年5月﹕指示资源 4,200万盎司的铂族金属

以及推断资源5,280万盎司的铂族金属 

 

 

 

 

 

 

 

 

 

 

 

 

 

 

 指示矿产资源目前估计含有4,200万盎司的铂族金属及黄金 —   

增长达45％ — 以及额外5,280万盎司的推断资源 (以边界品位        

2克/吨为假设基础)。 

 指示矿产资源目前估计含有5,880万盎司的铂族金属及黄金，另外

估计额外9,430万盎司的推断资源 (以边界品位1克/吨计算)。 

 Amec Foster Wheeler已经确定四大目标，在目前矿产资源相邻的范围
进一步勘探合共2.45亿至4.10亿吨。 

 另外，在这些勘探目标范围之外有大约48平方公里的未被勘探地域，  

预计在这些物业下会有地层成层情况出现的可能性。 



Platreef与Mogalakwena相比 

信息来源﹕Platreef 2015年预可行性研究；矿产资源的有效期至2016年4月22日； Platreef项目— 关于最新矿产资源估算的NI 43-101技术报告(2016年4月)；上述报告载于www.sedar.com 。 

1. 使用长期共识商品价格﹕每盎司铂金1,222元、每盎司钯 761元、每盎司黄金1,235元、每盎司铑1,097元、每磅镍7.67元以及每磅铜2.83元 

2. 用于Platreef﹕86% 3PE + Au、69%镍及88%铜的冶金回收率和82%可支付性 

3. 2014年矿产储量和资源报表 

4. 用于Mogalakwena﹕83% 3PE + Au、69%镍及88%铜的冶金回收率和82%可支付性 

产量统计  
Platreef 

(2015 PEA) 

Mogalakwena 

(2015A) 

已开采矿石量 (每年千吨) 8,000 12,000 11,725 

原矿品位 (克/吨 3PE + Au) 3.87 3.87 3.09 

3PE + Au 产量 (每年千盎司) 785 1,109 941 

镍产量 (每年千吨) 18 24 15 

测量和指示资源 Platreef Mogalakwena 

矿石量 (百万吨) 346 2,521 (3) 

品位 (克/吨 3PE + Au) 3.77 2.61 (3) 

镍 (%) 0.32 0.18 

铜 (%) 0.16 0.10 

分离颗粒 (%) - 铂金/钯/铑/黄金 45 / 45 / 3 / 7 42 / 50 / 3 / 5 

铂当量品位 (克/吨) (1) 3.17 1.99 

镍当量品位 (%) (1) 0.74 0.46 

隐含价值 (美元/吨) (1) $124 (2) $78 (4) 

推断资源 506 百万吨 @ 3.2 克/吨 3PE + Au 1,175 百万吨 @ 1.86 克/吨 3PE + Au 

勘探潜力 — 目标 I 150 – 250 百万吨 @ 2.6 – 4.3 克/吨 3PE+Au -- 

勘探潜力 — 目标II 50 – 90 百万吨 @ 2.9 – 4.9 克/吨 3PE+Au -- 

勘探潜力 — 目标III 5 – 10 百万吨 @ 2.7 – 4.6 克/吨 3PE+Au -- 

http://www.angloplatinum.com/
http://www.ivanhoemines.com/
http://www.sedar.com/


向南面和西面扩展， 

超出目前指示资源     

(绿色)和推断资源     

(蓝色)的范围。 

 

四个目标范围估计含有
2.45亿至4.10亿吨。 

 

在这些勘探目标范围 

以外，约有48平方公里
未被勘探的地域。 



Platreef的一号矿井将会提供前期开发通道往
Flatreef矿床，并且会在项目的第一阶段用作      
加快生产进度。 



一号矿井的凿井操作平台 

一号矿井预计在2018年达到其预测 

地表以下980米的总深度。 



(包括 

九十米 

见矿厚度) 

TMT006 

一号矿井  90米的见矿厚度包括： 

 见矿90.64米 (297呎)，含有         

4.51克/吨的铂金、钯、铑和黄金

(3PE+Au) (以边界品位1 克/吨 

2PE+Au 计算)； 

 见矿40.79米 (134呎)，品位每吨

3PE+ Au 6.88克(以边界品位       

3 克/吨 2PE+Au计算)； 

 90米见矿厚度整体含有0.37%镍、

0.20%铜，以及铂金对钯的比例 

约1：1。 

 

 

 

 

2013年10月报告的       

特长九十米见矿厚度 



典型的Merensky礁石(西部) 

Flatreef﹕Platreef宽度的Merensky品位 

Merensky  
礁石 

Flatreef(1) 

品位 
4 - 10   

克/吨 3PE 
3.8克/吨

4PE 

真实厚度 
~ 0.4 –   
1.5米  

19米 

品位-厚度
(m-g/t) 

< 5 - 15  85.6 

(1) 指示矿物资源，仅为累积TCU，以2克/吨4PE (铂金+钯+铑+ 

黄金) 边界品位计算，并使用T2MZ厚度和TCU品位。  

m-g/t以所有数据计算。 

25米交汇点 (9.90克/吨4PE 、 0.45%镍及  

0.22% 铜、品位厚度 248 m-g/t 

钻孔UMT378 1091.63米 

1117.00米 



钻孔TMT006 — 岩性和品位资料 

Shaft 1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Eskom供应的大电源 

SOUTH 

AFRICA Medupi 

Medupi发电站在2015年3月开始发电，预计会在2020年      

全面投入服务，为国家电网提供4,800兆瓦的电力。 

 

Kusile在2016年12月开始发电；预计会在2022年提供总值
4,800兆瓦的电力。 



强大支援的战略性合作伙伴 

伊藤忠商事、 Japan Oil, Gas and Metals National 

Corporation和Japan Gas Corporation，以大约3亿美元     

收购10%权益。 

日本政府对项目融资和承购协议的潜在支持。 

伊藤忠商事团队
实地考察  



Flatreef开 采方法﹕深孔采矿法 

安全的工作环境 

高技能的          
操作 人员 

Flatreef 矿床 

平均厚度为24米 = 8层楼 

5m 

5m 

高度机械化开采 

分层钻孔
爆破 

分层清除
矿土 



「自动化」 —「智能开采」趋势

的重点功能，旨在提高效率、安全

性和价值水平，是艾芬豪为刚果

Kamoa铜项目和南非Platreef铂金

项目而设计的基本操作理念 



即使是目前正在开发的新生产，也只能短暂提升铂金的产量 

 艾芬豪的Platreef是新项目之一，产量提升后将轻微增加区域供应，             

直至2021年将会回复现时的下跌趋势。 

 预计2021年的最高产量为550万盎司，即使加上全球供应，仍然会低于过往

三年的平均需求(不计回收)。 

(’000盎司) 预测非洲南部的铂金产量 

将会大幅下挫 (2) 

2020年：预计展开艾芬豪

PLATREEF项目的第一阶段生产 

PwC 

信息来源﹕ PwC 的 “Platinum on a knife-edge” (2016年9月)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