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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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僅通過來自與Teranga Gold合作的Gora項目的權利金收入就實現了正現金流。通過管理層推
行與股東利益一致的大幅削減開支措施實現了這些成果。 

• 本公司保有中非共和國Passendro項目長達25年的採礦許可證，該項目包含NI 43-101黃金儲量140萬盎
司。 

• Axmin對自2012年以來中非共和國存在的不可抗力因素表示遺憾。本公司預計通過新政府的努力，以
及聯合國派駐中非共和國的多層面綜合穩定團的幫助，中非將恢復穩定局勢， Axmin將能夠重新進入
並控制主要資產——Passendro礦床。 

• 本公司在此期間一直在與中非共和國當局保持聯繫，並在磋商專注於本公司租賃區內的高品位黃金快
速生產計劃。這項計劃的重點將是已有一些非法採礦活動的區域。關於非法採礦活動有各種各樣的報
道，但非法採礦者的存在的確說明原始採礦活動帶來大量可採收的黃金。 

• 除了位於中非共和國的Passendro項目，Axmin還在獲得由Teranga Gold提供的Gora礦床的權利金，其中
2017年獲得了總額$160萬權利金。本公司還在塞內加爾與Teranga Gold共同持有另外17個靶區。 

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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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min Inc公司概況 

. 

機密 

 
4 

已發行流通股 130,497,381 

期權 8,240,000 

全面攤薄後股票 138,437,381 

項目 31/12/2017 31/12/2016 31/12/2015 

總資產 $1,738,742 $516,121 $347,504 

總收入 $1,585,578 $980,380 $252,721 

淨利潤（虧損） $1,230,930 ($246,758) ($132,153) 

每股利潤（虧損） $0.009 ($0.002) ($0.001) 

銀行存款 $1,115,331 $370,238 $14,039 



Axmin Inc大股東 

名稱及所屬地 普通股數量 公司持股比例 

Dickson Resources Limited 
英屬維京群島 

45,000,000 35.56% 

Shanghai Shenglin Trading Co Ltd 
中國 

20,000,000 15.36% 

AOG Holdings BV (3) 
荷蘭 

15,001,938 11.52% 

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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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Lucy Yan   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自2013年4月起擔任董事） 

Yan女士在金融、投資、建築和採礦領域擁有超過20年經驗，曾在一家參與中國許多國家級項目的大型中國企業擔任會
計，直接負責公司的財務事務、人力資源和行政工作，同時協調內外資源以推動公司運轉。Yan女士在公司金融、並購
活動、管理團隊構建和企業治理方面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非獨立委員會：公司治理、提名和披露政策 

 

Joe Tai 董事（自2013年4月起擔任董事） 

Tai先生在加拿大、美國和大中華區投資、金融和資本市場擁有20年以上經驗，在促進跨境交易和戰略合作以及與亞洲
工業組織和金融機構建立跨文化業務關係方面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Joe在包括多家多交所和多交所創業板上市公司在
內的多家北美上市公司擔任董事。獨立委員會：審計、賠償、公司治理、提名和披露政策、安全、可持續開發和技術 

 

David de Jongh Weill 首席獨立董事（自2010年6月起擔任董事） 

David de Jongh Weill先生1983年在 Salomon Brothers衍生品銷售和交易部開啟職業生涯，隨後活躍在Salomon Brothers國
際固定收益和外國交易所的自營交易業務，1989年離開Salomon，並加入Greenwich Capital Markets開發國際自營交易業
務。在此之後，1992年David發展了自己的基金管理業務，管理資產增至超過12億美元。1998年起，他通過英國金融行
為監管局授權公司Patrimoine Partners專注于企業金融，並在已上市自然資源、傳媒和科技公司為主的企業擔任董事。
David已擔任Niger Uranium、Afnat和Caledon Resources三家上市公司的董事會主席，並在Kalahari Minerals、Minds and 
Machines（曾經是頂級域名商）、Axmin和GCM擔任董事。在Niger Uranium期間，David實現了向股東派發AIM上市公司
中最高的現金股息之一。 David曾與Peter Seear擔任 Caledon Resources董事，之後這家公司於2011年以5.3億英鎊的價格
賣給了廣東省廣晟資產經營有限公司。2012年Kalahari Minerals以6.5億英鎊的價格賣給了中廣核。 David以優等成績從佐
治亞大學獲得了工商管理學士學位，並獲得倫敦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倫敦經濟學院法律和會計碩士學位以及倫敦
經濟學院決策科學碩士學位。 David獲得林肯律師學院授予英格蘭和威爾士律師資格，並且是中殿律師學院成員。獨立
委員會：審計、賠償、公司治理、提名和披露政策 

機密 

 



管理層 
Jin Kuang  首席財務官  

Kuang女士在全球和加拿大的財務報告、財務規劃、並購活動、財務分析和稅收

領域擁有15年以上廣泛的專業知識和經驗。 

Kuang女士曾在包括多交所創業板上市公司在內的多家上市公司擔任了多年的首

席財務官，具備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方面的高深知識。除了任職首席財務官，

Kuang女士還在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擁有多年的審計經驗，獲得了中國東北大學

會計學士學位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同時還擁有美國註冊會計師和加拿大註冊會

計師資格，普通話和英語流利。 

Boubacar Sidibe   

Boubacar Sidibe於2011年12月加入Axmin Inc，目前擔任區域代表。 

他有著信息和計算機技術/儀錶工程學背景，加入Axmin Inc之前，曾在Avnel Gold 

Mining Limited和IAMGOLD工作，在礦業項目勘探、可行性研究、融資、建設、啟

動及運營各個階段開發等不同行業和領域積累了豐富經驗，並建立全面的知識和

理解。 

他在具有挑戰環境下高效管理項目、資源和人力方面擁有超過11年的寶貴經驗。 

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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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min主要資產 

塞內加爾 

• Gora礦床正在產生收入流 

• 另外17個靶區，Teranga有望帶來1.5%淨熔煉所得權利金的收入流。 

 

中非共和國 

• NI 43-101報告顯示Passendro項目擁有140萬盎司黃金 

• 前景廣闊的班巴裡1和2 勘探許可區 

 

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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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內加爾 – 與Teranga Gold的關係 

• 2015年，Axmin選擇將在與Teranga Gold聯合持有的靶區所持20%
的權益轉換成1.5%的淨熔煉所得權利金 

• Axmin持有共計17個靶區1.5%的淨熔煉所得權利金，在剩餘的其
他靶區保留20%的參與權益。 

• 第一個靶區——Gora礦床已經投產。 

• 自2015年起到現在，Teranga Gold已經向Axmin支付$280萬元權利
金，僅2017年便支付$160萬。 

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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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內加爾 –  眾多前景廣闊的目標 
 

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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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eto North & Soreto勘探區 

 早期鑽探證實6公里黃金異常帶，伴隨大型東北偏北剪切構造 

 鑽探品位值包括 – 3米金品位2.1克/噸、7米金品位1.38克/噸以及12米金品位
12.2克/噸的礦段 

 

 Diabougou勘探區 

 2公里長的手工採礦礦坑區，關聯東北偏北剪切帶 

 初步鑽探確定了多個高品位黃金帶 

 

 

 Nienienko勘探區 

 位於Sabodala剪切帶 – 2公里含黃金土壤異常帶 

 角礫-石英礦脈系統槽探結果證實黃金品位高 

 



Passendro和班巴裡資產 
• 公司主要資產為25年的Passendro項目採礦許可證，以及班巴裡勘探許可證。 

• Passendro項目已經得到充分證明，儲量達145萬盎司。 

• 自2012年以來，所涉及的中非共和國區域一直處在遭遇不可抗力狀態。本公

司許可證區域的多個位置都有非法手工採礦的證據，說明單依靠重力法就可
以採收到黃金。 

• 當本公司重新進入該區域時，將與戰略合作夥伴共同展開初步測量，評估過
去的活動。  

• Axmin正在與中非共和國政府及國際組織合作推動重返項目。本公司中非共

和國區域管理團隊近日到訪班巴裡並與當地政府官員進行會面，獲得了關於
現場情形的第一手信息。 

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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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共和國Passendro項目 

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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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公噸
（百
萬） 

品位（黃
金克/噸） 

黃金含量
（盎司） 

探明 

基本探明 

3.5 

20.0 

1.8 

1.9 

207,505 

1,238,670 

探明+基本探明儲
量總額1 

23.5 1.9 1,446,175 

儲量 (2011年1月– 基於黃金1000美元/盎司) 

資源量（2009年6月更新） 

類型 公噸
（百萬） 

品位（黃金
克/噸） 

黃金含量（盎
司） 

測定和指示 31.5 2.0 2,027,000 

推斷 21.7 1.6 1,104,000 

更多低品位資源（主要區域露天礦內，邊際品位0.8-0.3克/噸） 

測定和指示 

推斷 
27.5 

35.5 

0.5 

0.5 

458,000 

550,000 



Passendro – 非法手工採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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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床 

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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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Axmin許可區的Katsia礦床 – 從穀歌地球中看到的非法開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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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中非共和國當地政府的支持 

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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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min駐中非共和國的企業代表與班巴裡市長合影 
 

Axmin駐中非共和國的企業代表與班巴裡憲兵隊隊
長合影 



摘自來自中非共和國“裁軍、解除武裝、復員和遣返戰
俘”總統顧問Colonel Noel Bienvenu Selesson的一封信 

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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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dassima礦是政府列出的振興全國經濟的主要項目之一，為
此政府和聯合國駐中非共和國維持和平行動部已經著手Ouaka
州及其周邊地區恢復秩序。 

我們不僅要對貴公司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謝，還要感謝貴公
司重申將投入運營的承諾和決心……2017年12月19日成功
完成 “裁軍、解除武裝、復員和遣返戰俘”及“安全部門
改革”試點項目之後，我們正非常積極地準備推出大型
“裁軍、解除武裝、復員和遣返戰俘”項目。該框架中的
條款將使貴公司可以快速重啟在該地區以及全國其他地區
的全部活動。 

摘自來自中非共和國礦業和地質部長Léopold Mboli-
Fatrane先生的一封信 

來自中非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支持 



聯繫方式 

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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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y Yan女士 

首席執行官 

電話：+61 3 9629 1936 

電郵：ceo@axmininc.com 

www.axminin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