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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股票交易所/媒体公报 
2009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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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R 公司与 CACS 签订银行融资可行性研

究理解备忘录 
中国中联矿投资有限公司（CUMIC）确认对此可

行性研究提供融资支持 
Golden Cross 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GCR）和中国自动化控

制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CACS）于近期在北京签署了对铜山

矿区开发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的理解备忘录。CACS 是国有中国

机械工业集团公司的子公司之一。 
GCR 邀请广大股东投资铜山矿区的开发项目。本着对铜山项目

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以及中国市场对铜金属大量需求的现状，

中国中联矿投资公司将对铜山矿开发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提供资金

支持，  
“对于加入到采矿行业，GCR 处于有利的地位”GCR 总经理

Kim Stanton-Cook 先生在声明中说到。“铜山矿区拥有极好的

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其开采便利， 剥采率低，冶金特性好。 鉴
于在国际市场上金价和铜价的一路走强，铜山矿开采计划的经济

前景将稳固走好。通过如下概念模型所示的案例分析，我预计，

铜山矿的年平均金属产量将达到 2 万吨铜和 7.5 万盎司金，矿山

寿命将达到 20 年。 
铜山矿开采项目计划通过铁路线把铜山矿区的铜金硫化物精矿运

输到南澳地区进行焙化，溶剂萃取 SX-EW 和氢化炭浸 CIL 回
收。在南澳地区，GCR 和 CACS 将联合建造一座大型的加工

厂，此加工厂将包括矿石焙化炉，酸回收，金属提炼，溶剂萃取

SX-EW 和氢化炭浸 CIL 等设施和设备，这些技术和设备都是国

际通用的，并经过充分证明，行之有效的。 
如果可行性研究的结果理想，一旦正式投产，此项目将会得到中

方的货币支持。CACS 将从中国和澳大利亚引进一切需要的机器

和设备。通过该加工厂 SX-EW 产出的铜将会销售给 CACS 在中

国的关联企业。 
GCR 将在本月末重新开始其在铜山矿区的钻探工作。GCR 的创

始人 David Timms 先生表示：“此项目预估的贴现现金流 5.42
亿澳元相当于公司股票每股达到 0.59 澳元。 

 
 

2009 年末，AMDAD 公司对铜山开

发项目进行矿坑优化后得出的贴现

现金流的案例分析 
案例 1 案例 2 案例 3 

金价格  美元$/oz 盎司 600.00 800.00 1000.00 
铜价格  美元 $/lb 磅 1.90 2.70 3.50 
贴现现金流 (折现率 10%) ：基于

平均年矿石出产量八百万吨并减

去初期投入资金 4.2 亿澳币。 
1.15亿澳元 3.6亿澳元 5.42亿澳元 

磨机给料每百万吨 @ 八百万吨

每年 (摊薄) 的矿石出产量的可持

续的开采年限 (年) 

1.08亿吨可

开采 14 年 
1.56亿吨可

开采 20 年 
1.67亿吨可

采 2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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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山项目简化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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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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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公司股份的咨询清直接联
系证券注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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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and context in which it appears. 
 
中文翻译：李治 （Rachel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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