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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resentation includes certain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within the meaning of 
Canadian securities legislation. All statements, other than statements of historical fact, 
included herein, without limitation, and the use of net proceeds ar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involve various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and are 
based on certain factors and assum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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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mpany’s expectations include uncertainties related to 
fluctuations in gold and other commodity prices and currency exchange rates, uncertainties 
relating to interpretation of drill results and the geology, uncertainty of estimates of capital 
and operating costs, the need for cooperation of government agenc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s mineral projects, the need to obtain additional financing to develop the 
Company’s mineral projects, the possibility of delay in development programs or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uncertainty of meeting anticipated program milestones for the 
Company’s mineral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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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 上市初级矿产勘探公司的有利投资机会 
• 专注于矿业友好美国爱达荷州的银-铅-锌 
• 爱达荷州Clayton银矿-100%所有的历史生产项目 
• 棕地勘探项目，发现更多矿床的巨大潜力 
• 团队在资源公司中业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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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代码： CXC 

• 美国OTC市场 

 代码：CXXMF (DTC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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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行股票 

目前发行 34,215,724 

权证@平均行权价 

目前发行 22,284,240 @ $0.18 

管理层和董事期权 

股票期权 3,200,000 @ $0.10 

管理层/董事持股比例* 

股票 9,793,893 28.8%* 

权证 7,980,000 35.8%* 
*包含合作人持股比例；目前已发行股

票或权证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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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M. Alston 文学士、法律硕士 

   

J. David Clements 理学士（地质学专业）

  

Bruce J. Murray 商学士   

John A. Niedermaier 理学士、专业工

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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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M. Alston 文学士、法律学士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Randal Squires 文学士（工商管理），工商管理硕士 首席财务官 

James P. O’Sullivan 文学士、法律学士        公司秘书  

Richard Walker 理科硕士(地质学)、专业地质师      咨询地质师 

Glen Alston 商学士      公司发展顾问 

Robert Corrigan      项目顾问(爱达荷州) 

Lossie Alston      高级行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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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爱达荷
州东南 

• 项目通公路，
全年可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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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细节： 

• Clayton银矿是碳酸盐岩替代矿床的一个代表 
• 29个专利矿权区和2个获得土地专有权的工厂用地

，占地面积565英亩，119英亩美国土地管理局授
予的、未获得土地专利权的矿脉区矿权 

• 获得土地专有权的矿权包含地表所有权 
• 无政府权利金，最低项目维护费 
• 无遗留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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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6年停产的生产历史： 
加工的矿石量（吨）     2,145,000 
• 白银 (盎司)     7,031,110 
• 铅 (磅)          86,771,527 
• 锌 (磅)           28,172,211 
• 铜 (磅)      1,664,177 
• 黄金 (盎司)                 1,454 
总价值*         240,098,700美元 
每吨总价值*             111.93美元 
* 基于下列价格并作展示目的，并不代表历史产量的公允价值：白银
17美元/盎司、铅0.95美元/磅，锌1.15美元/磅、铜2.40美元/磅、黄金
1,200美元/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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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yton矿在8个水平开发，深度到达1100英尺 
• 6,000米 (19,690英尺)地下开发 
• 已开发两个大型矿体： “南矿体”和“北矿体” 
• 矿山记录显示北矿体在停产前未完全开采 
• 地下1530英尺深处的更多资源还未开采 

• 解读显示向深处开放，南矿体巷道以东和以西都具
有进一步的潜力 

 注：并非符合NI 43-101标准的数据，但被认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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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矿体 

矿体按水平切断，有潜力向更深处延伸 

倾斜矿 

北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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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钻孔显示上升潜力： 

• 证实1100英尺深旧矿巷道以下到至少1500英尺
深的北矿体矿化结构 

• 20世纪60年代钻孔1501-A在1425英尺水平钻探
到22英尺矿化结构：白银品位4盎司/吨，铅
5.75%、锌5.37%* 

*2013年3月7日NI 43-101报告，作者 J. Thomson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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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986年家庭手工作坊式运营： 

• 20世纪80年代业主未使用现代开采方法 
• 工厂使用陈旧低效的加工设备和技术 
• 低劣的开采技术稀释了加工品位 
•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金属价格（白银< $6/盎

司、铅 < $0.20/磅 ）低迷，暂停开采，但矿化
带上依然活跃着矿山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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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H-001和DDH-002是潜
在的钻探位置 

• 已取得土地专利权的矿
权不再需要钻探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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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取样项目： 

• 初步取样项目决定矿山废石堆中可采收金属的
潜力 

• 收集超过3,000公斤样本 
• 废石堆16个位置，尾矿堆3个位置 
• 每个位置12英尺深槽探，在2-3英尺的矿段抽取

5个每个重约33公斤的代表性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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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矿山废石堆取样项目结果： 

16个位置的平均数据： 
• 黄金 – 0.80 gms/t 
• 白银 – 24.31 gms/t 
• 锰 – 0.60% 
• 铂 – 0.44% 
• 锌 – 0.27% 
尾矿拥有大量锰资源——3个位置锰平均
品位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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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目标： 
• 进行矿山废石堆全面的二期取样项目，以支持初

步经济评估 
• 进行地球物理勘探项目 

• 完成初步浅层金刚石钻探项目以测试地球物理项
目发现的靶区（可能在南矿体附近） 

• 准备建造定制加工厂和恢复Clayton银矿的规划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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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目标： 
• 进行现场准备工作 
• 开始加工厂整修的初步工作 
• 展开进一步的钻探项目，目标是： 
  1) 证实剩余资源量，以及 
  2) 建立Clayton矿项目新的资源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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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目标： 

• 建立现代高效的定制加工厂 
• 翻新/重建地下矿巷道 
• 恢复Clayton银矿的运营 
• 研究该地区其他具有潜在经济效益的采矿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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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和1b期钻探项目 $488,000 (取决于融资) 

• 2,200英尺钻探以测试较浅南矿体巷道附近的潜在
矿化结构 

二期（初步）$970,000（取决于融资） 

• 基于一期项目的成功，提议进行合计6,100英尺的
多个其他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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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日持久的低迷期结束： 

• 2011年3月初级采矿市场见顶 
• 黄金和白银价格分别从顶部回落42%和70%，

但目前价格正在恢复 

• 世界白银产量下滑，但工业和投资需求均出现
攀升 

• 其他金属市场特别是锌正在复苏，导致投资者
对矿业股的兴趣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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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24
日 
16.4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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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宗商品周期再次上扬的舞台已经准备就绪，白
银、铅和锌将迎来巨大涨幅 

• 逆向投资者策略：周期开始转向积极时尽早入场，
从价格复苏中受益 

• 许多投资者意识到相对于总体矿业板块目前遭到
低估 

• 全球央行继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上美国经济增
长改善，都有利于未来大宗商品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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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X代表着有利的投资机会： 

• 初级阶段的上市初级矿业公司，专注于Clayton
银铅锌项目 

• 无遗留的高价融资问题 
• 爱达荷州是一个矿业友好的辖区 
• Clayton项目历史上曾经有过生产，已经做好钻

探准备 
• 棕地勘探项目，发现更多矿床的潜力 
• 有着成功经验的卓越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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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Alston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403) 457-2697 
janalston@cmxgoldandsilver.com 

本报告中包含的技术科学信息已经由专业地质师、符合NI 43-101标准的公司
合资格人士Richard Walker （地质学理科硕士）审核。 

可从公司网站www.cmxgoldandsilver.com获取进一步的信息。另外，NI 43-101 
Clayton报告已经提交在SEDAR网站 www.sedar.com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