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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The following is a presentation (the “Presentation”) relating to Axmin Inc (“AXM”). The Presentation is being communicated by AXM and it is 
confidential. Recipients may not provide, or otherwise make available, this Presentation to any person whatsoever and no part of it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AXM. The information in the Presentation is subject to updating, revision and 
amendment. The Presentation does not constitute or form part of any offer or invitation to sell or any solicitation of any offer to purchase or 
subscribe for any shares in AXM. No reliance may be placed for any purpose whatsoever on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ation or 
any assumptions made as to its completeness. No representation or warranty expressed or implied is given by AXM or any of their officers, 
employees or agents as to the accuracy of the information or opinions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ation and no liability is accepted for any such 
information or opinions (which should not be relied upon) or for any loss howsoever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ny use of the 
Presentation or its contents. The actual results, performance or achievements of AXM may be materially different from the future results, 
performance or achievements expressed or implied by any opinions, estimates and projections included in the Presentation. This presentation 
contains forward looking statements. All statements, other than statements of historical fact, included herein,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statements regarding potential mineralisation and reserves, exploration results and future plans and objectives of AXM, ar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that involve various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There can be no assurance that such statements will prove to be accurate and actual 
results and future events could differ materially from those anticipated in such statements.  Important factors that could cause actual results to 
differ materially from AXM’s expectations are disclosed under the heading "Risk Factors" and elsewhere in AXM documents filed from time-to-
time with the TSX Venture and other regulatory authorities. Neither any company nor any person involved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Presentation owes a duty of care to any person or any recipient. Each person or company must undertake such investigations as they see fit 
before entering into any contract of any kind. If you are in any doubt as to what action to take, you are recommended to seek your own financial 
advice from your stockbroker, bank manager, solicitor, accountant or other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er immediately. Total resources include 
all categories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All currency expressions are in US$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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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min Inc最新消息 

• Axmin现在仅通过来自与Teranga Gold合作的Gora项目的权利金收入就实现了正现金流。通过管理层推
行与股东利益一致的大幅削减开支措施实现了这些成果。 

• 本公司保有中非共和国Passendro项目长达25年的采矿许可证，该项目包含NI 43-101黄金储量140万盎
司。 

• Axmin对自2012年以来中非共和国存在的不可抗力因素表示遗憾。本公司预计通过新政府的努力，以
及联合国派驻中非共和国的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帮助，中非将恢复稳定局势， Axmin将能够重新进入
并控制主要资产——Passendro矿床。 

• 本公司在此期间一直在与中非共和国当局保持联系，并在磋商专注于本公司租赁区内的高品位黄金快
速生产计划。这项计划的重点将是已有一些非法采矿活动的区域。关于非法采矿活动有各种各样的报
道，但非法采矿者的存在的确说明原始采矿活动带来大量可采收的黄金。 

• 除了位于中非共和国的Passendro项目，Axmin还在获得由Teranga Gold提供的Gora矿床的权利金，其中
2017年获得了总额$160万权利金。本公司还在塞内加尔与Teranga Gold共同持有另外17个靶区。 

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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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min Inc公司概况 

. 

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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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行流通股 130,497,381 

期权 8,240,000 

全面摊薄后股票 138,437,381 

项目 31/12/2017 31/12/2016 31/12/2015 

总资产 $1,738,742 $516,121 $347,504 

总收入 $1,585,578 $980,380 $252,721 

净利润（亏损） $1,230,930 ($246,758) ($132,153) 

每股利润（亏损） $0.009 ($0.002) ($0.001) 

银行存款 $1,115,331 $370,238 $14,039 



Axmin Inc大股东 

名称及所属地 普通股数量 公司持股比例 

Dickson Resources Limited 
英属维京群岛 

45,000,000 35.56% 

Shanghai Shenglin Trading Co Ltd 
中国 

20,000,000 15.36% 

AOG Holdings BV (3) 
荷兰 

15,001,938 11.52% 

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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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Lucy Yan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自2013年4月起担任董事） 

Yan女士在金融、投资、建筑和采矿领域拥有超过20年经验，曾在一家参与中国许多国家级项目的大型中国企业担任会
计，直接负责公司的财务事务、人力资源和行政工作，同时协调内外资源以推动公司运转。Yan女士在公司金融、并购
活动、管理团队构建和企业治理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非独立委员会：公司治理、提名和披露政策 

 

Joe Tai 董事（自2013年4月起担任董事） 

Tai先生在加拿大、美国和大中华区投资、金融和资本市场拥有20年以上经验，在促进跨境交易和战略合作以及与亚洲
工业组织和金融机构建立跨文化业务关系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Joe在包括多家多交所和多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在
内的多家北美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独立委员会：审计、赔偿、公司治理、提名和披露政策、安全、可持续开发和技术 

 

David de Jongh Weill 首席独立董事（自2010年6月起担任董事） 

David de Jongh Weill先生1983年在 Salomon Brothers衍生品销售和交易部开启职业生涯，随后活跃在Salomon Brothers国
际固定收益和外国交易所的自营交易业务，1989年离开Salomon，并加入Greenwich Capital Markets开发国际自营交易业
务。在此之后，1992年David发展了自己的基金管理业务，管理资产增至超过12亿美元。1998年起，他通过英国金融行
为监管局授权公司Patrimoine Partners专注于企业金融，并在已上市自然资源、传媒和科技公司为主的企业担任董事。
David已担任Niger Uranium、Afnat和Caledon Resources三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并在Kalahari Minerals、Minds and 
Machines（曾经是顶级域名商）、Axmin和GCM担任董事。在Niger Uranium期间，David实现了向股东派发AIM上市公司
中最高的现金股息之一。 David曾与Peter Seear担任 Caledon Resources董事，之后这家公司于2011年以5.3亿英镑的价格
卖给了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2012年Kalahari Minerals以6.5亿英镑的价格卖给了中广核。 David以优等成绩从佐
治亚大学获得了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并获得伦敦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伦敦经济学院法律和会计硕士学位以及伦敦
经济学院决策科学硕士学位。 David获得林肯律师学院授予英格兰和威尔士律师资格，并且是中殿律师学院成员。独立
委员会：审计、赔偿、公司治理、提名和披露政策 

机密 

 



管理层 
Jin Kuang  首席财务官  

Kuang女士在全球和加拿大的财务报告、财务规划、并购活动、财务分析和税收

领域拥有15年以上广泛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Kuang女士曾在包括多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在内的多家上市公司担任了多年的首

席财务官，具备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方面的高深知识。除了任职首席财务官，

Kuang女士还在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拥有多年的审计经验，获得了中国东北大学

会计学士学位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同时还拥有美国注册会计师和加拿大注册会

计师资格，普通话和英语流利。 

Boubacar Sidibe   

Boubacar Sidibe于2011年12月加入Axmin Inc，目前担任区域代表。 

他有着信息和计算机技术/仪表工程学背景，加入Axmin Inc之前，曾在Avnel Gold 

Mining Limited和IAMGOLD工作，在矿业项目勘探、可行性研究、融资、建设、启

动及运营各个阶段开发等不同行业和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建立全面的知识和

理解。 

他在具有挑战环境下高效管理项目、资源和人力方面拥有超过11年的宝贵经验。 

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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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min主要资产 

塞内加尔 

• Gora矿床正在产生收入流 

• 另外17个靶区，Teranga有望带来1.5%净熔炼所得权利金的收入流。 

 

中非共和国 

• NI 43-101报告显示Passendro项目拥有140万盎司黄金 

• 前景广阔的班巴里1和2 勘探许可区 

 

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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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加尔 – 与Teranga Gold的关系 

• 2015年，Axmin选择将在与Teranga Gold联合持有的靶区所持20%
的权益转换成1.5%的净熔炼所得权利金 

• Axmin持有共计17个靶区1.5%的净熔炼所得权利金，在剩余的其
他靶区保留20%的参与权益。 

• 第一个靶区——Gora矿床已经投产。 

• 自2015年起到现在，Teranga Gold已经向Axmin支付$280万元权利
金，仅2017年便支付$160万。 

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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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加尔 –  众多前景广阔的目标 
 

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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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eto North & Soreto勘探区 

 早期钻探证实6公里黄金异常带，伴随大型东北偏北剪切构造 

 钻探品位值包括 – 3米金品位2.1克/吨、7米金品位1.38克/吨以及12米金品位
12.2克/吨的矿段 

 

 Diabougou勘探区 

 2公里长的手工采矿矿坑区，关联东北偏北剪切带 

 初步钻探确定了多个高品位黄金带 

 

 

 Nienienko勘探区 

 位于Sabodala剪切带 – 2公里含黄金土壤异常带 

 角砾-石英矿脉系统槽探结果证实黄金品位高 

 



Passendro和班巴里资产 
• 公司主要资产为25年的Passendro项目采矿许可证，以及班巴里勘探许可证。 

• Passendro项目已经得到充分证明，储量达145万盎司。 

• 自2012年以来，所涉及的中非共和国区域一直处在遭遇不可抗力状态。本公

司许可证区域的多个位置都有非法手工采矿的证据，说明单依靠重力法就可
以采收到黄金。 

• 当本公司重新进入该区域时，将与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展开初步测量，评估过
去的活动。  

• Axmin正在与中非共和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合作推动重返项目。本公司中非共

和国区域管理团队近日到访班巴里并与当地政府官员进行会面，获得了关于
现场情形的第一手信息。 

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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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共和国Passendro项目 

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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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公吨
（百
万） 

品位（黄
金克/吨） 

黄金含量
（盎司） 

探明 

基本探明 

3.5 

20.0 

1.8 

1.9 

207,505 

1,238,670 

探明+基本探明储
量总额1 

23.5 1.9 1,446,175 

储量 (2011年1月– 基于黄金1000美元/盎司) 

资源量（2009年6月更新） 

类型 公吨
（百万） 

品位（黄金
克/吨） 

黄金含量（盎
司） 

测定和指示 31.5 2.0 2,027,000 

推断 21.7 1.6 1,104,000 

更多低品位资源（主要区域露天矿内，边际品位0.8-0.3克/吨） 

测定和指示 

推断 
27.5 

35.5 

0.5 

0.5 

458,000 

550,000 



Passendro – 非法手工采矿活动 

Source:  
http://www.ipisresearch.be/mapping/webmapping/car/#6.072279835991389/20.692062377929688/10/terrain,21,22,4,5,6,10,13,23/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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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endro – Katsia矿床 

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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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Axmin许可区的Katsia矿床 – 从谷歌地球中看到的非法开采活动 

北纬：6°11‘34.64  东经：20°43’46.17 日期：2014年8月20日 



来自中非共和国当地政府的支持 

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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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min驻中非共和国的企业代表与班巴里市长合影 
 

Axmin驻中非共和国的企业代表与班巴里宪兵队队
长合影 



摘自来自中非共和国“裁军、解除武装、复员和遣返战
俘”总统顾问Colonel Noel Bienvenu Selesson的一封信 

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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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dassima矿是政府列出的振兴全国经济的主要项目之一，为
此政府和联合国驻中非共和国维持和平行动部已经着手Ouaka
州及其周边地区恢复秩序。 

我们不仅要对贵公司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还要感谢贵公
司重申将投入运营的承诺和决心……2017年12月19日成功
完成 “裁军、解除武装、复员和遣返战俘”及“安全部门
改革”试点项目之后，我们正非常积极地准备推出大型
“裁军、解除武装、复员和遣返战俘”项目。该框架中的
条款将使贵公司可以快速重启在该地区以及全国其他地区
的全部活动。 

摘自来自中非共和国矿业和地质部长Léopold Mboli-
Fatrane先生的一封信 

来自中非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支持 



联系方式 

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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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y Yan女士 

首席执行官 

电话：+61 3 9629 1936 

电邮：ceo@axmininc.com 

www.axminin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