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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en Cross 资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GCR）的介绍 

GCR 是一家寻找多种矿石资源的全球

勘探公司。GCR 已经和 CUMIC 公司的

子公司 HQ 矿业有限公司建立了战略合

作联盟。 HQ 矿业有限公司对 GCR 提

供资金和设备的支持。 

目前，GCR 正在继续进行其全资控有的

铜山（Copper Hill）铜金矿项目的开发

工作。同时，GCR 还在进行其位于新南

威尔士州地区的 Burra 矿区和 Rast 矿

区，以及西澳大利亚地区的 Mulga Tank

矿区的勘探，并都已经完成了钻探的工

作。对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的 Cargo 矿区

的进一步钻探工作也已经部署。GCR 正

在积极申请在澳大利亚南澳地区和巴

拿马国境内的大面积的潜在的金矿以

及其他基础金属矿藏的勘探权资格和

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煤矿的勘探权

资格。GCR 在昆士兰州地区还拥有大面

积的磷酸盐源。 

在中国 CUMIC 公司的大力支持下，GCR

正在积极寻找澳大利亚，美国和南部非

洲地区新的矿石资源勘探项目，以及以

铜，金矿资源为主的发展项目。 

 

 

关于中国联合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CUMIC）的介绍 

CUMIC 是一家总部位于中国北京的私

营矿石资源和采矿发展公司。 

CUMIC 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一系列的以

铁矿石，铜矿和金矿为主的矿石勘探项

目和矿产资源。 

CUMIC 全资拥有的蒙古伊利河 Eleet 

River 钢铁公司是一家主营铁矿石开采

的矿业公司, 近期正在筹备其在香港证

交所的上市工作 

 

 

铜山—新发现的金矿化物地带 

钻探结果最新更新—GCHR298 号钻井 

 10 米@1.17 克每吨的金，其中 3 米的品味为 3.11 克每吨 

 162 米@0.29 克每吨的金 

 矿化物出现的地区由 Buckleys Hill 向外扩展了 150 米 

 11 个钻井共计钻进 2217 米 

铜山—矿化物化验结果 

钻探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中，截至目前已经钻凿共计 11 个钻井，包括

1928 米 RC percussion 钻进和 289 米空气取心 Core 钻进。 

 

勘探计划中的第二号矿井--GCHR298 发现了很有价值的以金为主的矿

化物。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始 

米 

至 

米 

横截面长度 

米 

金 

g/t 

铜 

% 

 49 58 9 0.62 - 

包含 55 57 2 1.71 - 

和 70 79 9 0.66 - 

包含 77 78 1 2.38 - 

和 142 160 18 0.30 0.29 

和 167 177 10 1.17 - 

包含 168 171 3 3.11 - 

和 183 196 (EOH) 13 0.38 0.34 

总体上，这个钻井从 34 米处开始一直延伸到矿井末端的 196 米处共发

现了 162 米@0.29 克每吨的金。钻井位于 Buckley 山北部一个新开发的

地区，在 2007 年预测的矿化物地带范围以外。钻井最末端取得的标本

检测出了 0.72%的铜，预示了地底更深处可能蕴含新的矿石资源。 

 

距离前期在东南方位向外拓展了 100 米距离处开凿的钻井，继续向北

的 50 米处又开凿了新的钻井，并发现了以金为主的矿化物。从而，将

该地区发现的矿化物地带向外部拓展了 150 米。GCHR265 号钻井在 44

米以下发现了横截面长度为 44 米的品味为 0.36%的铜，0.25 克每吨的

金，118 米以下长度为 30 米的品味 0.39%的铜和 0.22 克每吨的金。 

在以后的钻探工作中将在北部和东北部的地区进行深度钻探（鉴于已

经发现了 21 米品味为 0.51 的铜和 0.18 克每吨的金。），期望能够进一

步拓展发现矿化物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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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3 月 16 日钻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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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咨询指南 

公司董事会 

Chris Torrey  主席 

Kim Stanton-Cook 总经理 

Xiaoming Li   非执行董事 

Hui Xiao  董事  业务发展部 

Xun Qiu  非执行董事 

David Timms  非执行董事 

Daven Timms  先生的候补董事 

公司秘书 

Simon Lennon  

 

. 

已发行的股票 

GCR 已经发行了 9.075 亿份普通股 

 

证券注册公司 

Registries Limited 
Level 7 
207 Kent Street 
Sydney  NSW  2000 
 
Phone (61 2) 9290 9600 
Fax  (61 2) 9279 0664 
www.registriesltd.com.au 
 

总公司地址 

Golden Cross Resources Ltd 
22 Edgeworth David Avenue 
Hornsby NSW 2077 
Australia 
 
Phone: (61 2) 9472 3500 
Fax:  (61 2) 9482 8488 
www.goldencross.com.au 
www.goldencrossresources.com.cn 
 

有关公司股份的咨询清直接联系
证券注册公司 . 

 
 

QA/QC: GCHR298 was drilled using Reverse Circulation and chip samples were riffle or Metzke-split, collected at one metre sample intervals and 
analysed by Fire Assay for gold and AAS for copper at the ALS Laboratories in Orange, NSW. Nine standards and nine duplicates were submitted within 
the batch.  The results for the standards and duplicates are within acceptable limits.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report that relates to Exploration Results is based on information compiled by Kim Stanton-Cook, who is a member of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Geoscientists, is a full-time employee of GCR, and has sufficient experience relevant to the style of mineralisation 
and type of deposit under consideration and to the activity he is undertaking to qualify as a Competent Person as defined in the 2004 Edition 
of the “Australasian Code for Reporting of Exploration Results, Mineral Resources and Ore Reserves”.  Kim consents to the inclusion in the 
report of the matters based on this information in the form and context in which it appears. 
 

中文翻译：李治 （Rachel Lee）

http://www.registriesltd.com.au/
http://www.goldencros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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