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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打造世界级电池金属勘探公司 



www.redzoneresources.ca 

The following presentation may include certain “forward‐looking information” 

within the meaning of applicable Canadian Securities Laws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vate Litigation Reform Act of 1995. All statements, other than 

statements of historical fact, included in the presentation,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statements regarding potential mineralization and reserves, 

exploration results, and future plans and objectives of Redzone Resources Inc. 

(the “Company”) ar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Words such as “expect”, 

“anticipate”, “estimate”, “may”, “will”, “should”, “intend”, “believe” and other 

similar expressions ar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are not guarantees of future events and are subject to risks 

uncertainties assumptions and other factors. Actual results and future events 

could differ materially from those anticipated in such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There an be no assurance that such forward- looking statements 

will prove to be accurate. 

前瞻性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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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亮点 
电池金属需求火爆 

具有前景广阔的矿产资源量 

传统开采提取和加工潜力 

具有吸引力的矿业辖区 

有着发现、开发和生产成功履历、经验
丰富的管理团队 

按策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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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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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以锂项目为目标的策略 

2 0 1 6 年 7 月  

矿权数量增至24个 

2 0 17 年 1月  

签订Fortner & Boyd 矿床
的股权转入协议 

2 0 1 6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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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43-101技术报告，包括发现10

个新的岩脉，其中7个成矿 

2 0 17 年 2 月  

扩大至200个矿脉矿权，总占地面
积4132英亩。填图和取样项目。槽

探和钻探的钻探许可申请正在进行
中。 

2 0 1 8 年 1月  

矿权数量增至26个 

2 0 1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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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Fortner & Boyd项目或附近 标桩圈定
36个新的矿脉矿权，占地面积744英亩。
该区域使得公司所持有的总土地数量增
至236个矿脉矿权，总占地面积4,876英
亩。 

2 0 1 8 年 2 月 2 1 日  

亚利桑那州锂项目完成初步取样，发
现氧化锂品位高达4.13%的样品。 

 

发现更多含锂辉石的伟晶岩岩脉，并
通过发现一个含锂的岩脉群来延伸锂

矿赋存 

2 0 1 8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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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需求（单位：千公吨碳酸锂当量） 

电池拉动需求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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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高储能密度，高效，重量轻 

年均增长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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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辉石：最重要的含锂矿产 

锂氧化物通常达8.03% 

传统硬岩开采提取 

已经得到验证的加工技术 

相比卤水蒸发，资本支出较低，加工时间缩
短，并且采收率更高 

加速矿山开发

和生产  

第8页 



亚利桑那州锂项目 
在Fortner & Boyd 锂项目或附近标桩圈定36个新的矿脉矿权 

 

所持土地总量：236个矿脉矿权，总占地面积 4,876英亩 

 

具有经济效益潜力的硬岩锂矿床 

靠近当地基础设施 

历史勘探活动确定了初始矿化区 

强大的勘探上升潜力  

Fortner & Boyd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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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利桑那
州：十强
矿业辖区

之一 

矿产资源主产区 
> 白银、黄金、铜、钼 

根据菲沙研究所世界最佳
矿业辖区排行榜，排名第
七 

给予大力支持的州政府和
地方政府 

明晰的许可程序 

靠近特斯拉的超级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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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项目
轮廓 

 
• 白色标记为露头 

Fortner & Boyd 矿权 

Ambly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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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ky 

Mica R

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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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Lucky 

Mica R鸟
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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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ve R

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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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鸟
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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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基础
设施条件

成熟 

附近已通公路，具有社区和熟练的劳动力资源 

Fortner & Boyd项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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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ner & 

Boyd 项目
勘探历史 

初步结果显示矿床具有高度前景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槽探，钻探，并打造了10米
的竖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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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勘探
结果 

发现大型锂伟晶岩岩脉 

初步勘探发现了3-3.5%的氧化锂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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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ner & Boyd 岩脉 

Fortner & Boyd项目横截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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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勘查 

需要钻探来评估真实锂品位以及岩脉延伸情况 

发现10个新的伟晶岩露
头并取样 

化验了35个抓样样本 

矿石品位结果显示氧化
锂品位范围0.69%至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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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矿产
潜力 

Fortner & Boyd岩脉 
（项目扩张前） 

估测量：408,000立方米 

 
估测矿产潜力：330,000 – 

552,000吨，氧化锂品位0.3%-
2.5% 

 

7个其他矿化岩脉，总吨数潜力：300
万吨 

潜在品位类似于其他具有经济效益的项目 

Fortner & Boyd岩脉三维数字画图 

60 m

47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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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勘探策略 

对近期发现的矿化岩脉
进行野外地质填图 

岩脉取样 

显著提升价值的催化剂 

冶金试验 

勘探岩芯钻探 

冶金试验 

详细评估结果和经济效
益 

继续评估更多具有前景
的项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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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的预算和时间表 

审慎的项目，专注于早期结果 

（加元） 

收购土地 2017年12月     $110,000 

野外地质填图 2018年1月     $40,000 

土壤地球化学和岩屑取样 2018年1月     $40,000 

钻探许可 进行中     $15,000 

勘探岩芯钻探 2018年第二季度     $370,000 

冶金试验 2018年第二季度     $8,000 

NI 43-101技术资源量报告 2018年第四季度    $60,000 

共计     $6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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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功履历的团队 

Michael Murphy 

文学学士、工商管理硕
士、金融硕士、ICD 

总裁/首席执行官/董事 

在加入Redzone Resources

之前，Murphy先生曾担任 

Gleichen Resources (GRL-V)

总裁、首席执行官兼董事。
这家公司是现在在多交所上
市的 Torex Gold（交易代
码：TXG）。Torex Gold 从
加拿大大型矿企Teck 

Resources 手中收购了
Morelos黄金项目。他现在
仍是Torex Gold董事会中的
一员。 

Alan F. Matthews, 特许
工程师 

董事 

Gary Brown, 特许会计师 

董事 

Matthews先生是一名矿业
工程师，也是一名特许工程
师，在矿业的开采与勘探领
域拥有30多年的经验。多
家成功的多交所上市公司的
创始人和前董事。曾担任 

International Minerals 

Corporation董事，并曾担任 

矿产勘探公司Kernow 

Resources & Development 

Ltd总裁、首席执行官兼董
事。 

Brown先生2008年6月加入
Silver Wheaton，目前担任
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财务
官。Brown先生拥有将近22

年的职业财务经验，并从滑
铁卢大学获得了会计硕士学
位。 

Cameron Bell, 理学硕
士、职业地质师 

董事 

 
Bell先生拥有30多年作为地
质师和勘探经理的经验，
2007至2016年间曾在淡水
河谷担任过区域勘探经理，
期间担任过北美区经理和澳
大拉西亚区经理，最近管理
过萨德伯里盆地的项目勘探。
他还曾在沃伊斯湾镍矿和萨
德伯里担任过高级地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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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功履历的团队 

Rebecca Moriarty, 特许
会计师 

Kevin Hisko 

Rebecca为客户提供财务管
理以及上市公司披露相关咨
询意见，特别擅长利用以团
队为基础的合作方式来处理
复杂问题和 多个利益相关
方。她现在担任Redzone 

Resources Ltd、
Cornerstone Metals Inc、
Indigo Exploration Inc、
Callinex Mines Inc和Copper 

North Ltd的首席财务官。 

 

. 

Kevin Hisko是Redzone 

Resources的企业秘书。他
分别于1980年和1983年从
金斯顿皇后大学获得了文学
学位和法律学位，并于
1991年获得卑诗大学工商
管理硕士学位。1984年他
通过了卑诗省律师资格考
试，同时入围了第九和第十
版加拿大证券法领域最佳律
师名单。 

Craig Roberts,特许工程师 

董事 

Roberts先生是一名矿业工
程师，在运营、咨询和投资
银行领域拥有30多年的经
验，具体包括对全球多个矿
业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在
200多次机构股权融资中担
任投资银行/尽职调查角
色，为管理层和董事会应对
友好和恶意收购提供重要的
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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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a项目：    

铜/钼，秘鲁 

1,800公顷 

位于利马东南400公里 

所有权55% 

已经达到$250万的项目投资要求 

已钻探10,000米 

218米铜当量品位.9%  

108米铜当量品位.9% 

 

探索战略方案 

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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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XV: REZ 

资本结构 

 
截至2018年3月6日 

普通股：                            25,450,339 

期权：                                1,556,000 

权证：    10,475,95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总数                                     37,48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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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Murphy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michael.murphy@redzoneresources.ca 

 

900-580 Hornby Street 

Vancouver BC, V6C 3B6 

 

www.redzoneresources.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