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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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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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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 

• 上市初級礦產勘探公司的有利投資機會 
• 專注于礦業友好美國愛達荷州的銀-鉛-鋅 
• 愛達荷州Clayton銀礦-100%所有的歷史生產項目 
• 棕地勘探項目，發現更多礦床的巨大潛力 
• 團隊在資源公司中業績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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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倫多證券交易所 

 代碼： CXC 

• 美國OTC市場 

 代碼：CXXMF(DTC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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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行股票 

目前發行 34,215,724 

權證@平均行權價 

目前發行 22,284,240 @ $0.18 

管理層和董事期權 

股票期權 3,200,000 @ $0.10 

管理層/董事持股比例* 

股票 9,793,893 28.8%* 

權證 7,980,000 35.8%* 
*包含合作人持股比例；目前已發行股

票或權證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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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M. Alston 文學士、法律碩士 

   

J. David Clements理學士（地質學專業）
  

Bruce J. Murray 商學士   

John A. Niedermaier 理學士、專業工

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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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M. Alston 文學士、法律學士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Randal Squires文學士（工商管理），工商管理碩士 首席財務官 

James P. O’Sullivan文學士、法律学士     公司秘書  

Richard Walker 理科碩士(地質學)、專業地質師      諮詢地質師 

Glen Alston商學士   公司發展顧問 

RobertCorrigan   項目顧問(愛達荷州) 

Lossie Alston   高級行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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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愛達荷
州東南 

• 項目通公路，
全年可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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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細節： 

• Clayton銀礦是碳酸鹽岩替代礦床的一個代表 
• 29個專利礦權區和2個獲得土地專有權的工廠用地
，占地面積565英畝，119英畝美國土地管理局授
予的、未獲得土地專利權的礦脈區礦權 

• 獲得土地專有權的礦權包含地表所有權 
• 無政府權利金，最低項目維護費 
• 無遺留的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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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6年停產的生產歷史： 
加工的礦石量（噸）     2,145,000 
• 白銀 (盎司)     7,031,110 
• 鉛 (磅)          86,771,527 
• 鋅 (磅)           28,172,211 
• 銅 (磅)      1,664,177 
• 黃金 (盎司)                 1,454 
總價值*         240,098,700美元 
每噸總价值*  111.93美元 
*基於下列價格並作展示目的，並不代表歷史產量的公允價值：白銀17
美元/盎司、鉛0.95美元/磅，鋅1.15美元/磅、銅2.40美元/磅、黃金
1,200美元/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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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yton礦在8個水平開發，深度到達1100英尺 
• 6,000米 (19,690英尺)地下開發 
• 已開發兩個大型礦體： “南礦體”和“北礦體” 
• 礦山記錄顯示北礦體在停產前未完全開採 
• 地下1530英尺深處的更多資源還未開採 
• 解讀顯示向深處開放，南礦體巷道以東和以西都具
有進一步的潛力 

 注：並非符合NI43-101標準的數據，但被認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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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礦體 

礦體按水平切斷，有潛力向更深處延伸 

傾斜礦 

北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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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鑽孔顯示上升潛力： 

• 證實1100英尺深舊礦巷道以下到至少1500英尺
深的北礦體礦化結構 

• 20世紀60年代鑽孔1501-A在1425英尺水平鑽探
到22英尺礦化結構：白銀品位4盎司/噸，鉛
5.75%、鋅5.37%* 

*2013年3月7日NI43-101報告，作者 J. Thomson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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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986年家庭手工作坊式運營： 

• 20世紀80年代業主未使用現代開採方法 
• 工廠使用陳舊低效的加工設備和技術 
• 低劣的開採技術稀釋了加工品位 
• 20世紀80年代中期由於金屬價格（白銀< $6/盎

司、鉛 < $0.20/磅 ）低迷，暫停開採，但礦化
帶上依然活躍著礦山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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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H-001和DDH-002是潛
在的鑽探位置 

• 已取得土地專利權的礦
權不再需要鑽探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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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取樣項目： 

• 初步取樣項目決定礦山廢石堆中可採收金屬的
潛力 

• 收集超過3,000公斤樣本 
• 廢石堆16個位置，尾礦堆3個位置 
• 每個位置12英尺深槽探，在2-3英尺的礦段抽取

5個每個重約33公斤的代表性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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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礦山廢石堆取樣項目結果： 

16個位置的平均數據： 
• 黃金 – 0.80 gms/t 
• 白銀 – 24.31 gms/t 
• 錳 – 0.60% 
• 鉑 – 0.44% 
• 鋅 – 0.27% 
尾礦擁有大量錳資源——3個位置錳平均
品位1.28%。 



20 
 

短期目標： 
• 進行礦山廢石堆全面的二期取樣項目，以支持初
步經濟評估 

• 進行地球物理勘探項目 
• 完成初步淺層金剛石鑽探項目以測試地球物理項
目發現的靶區（可能在南礦體附近） 

• 準備建造定制加工廠和恢復Clayton銀礦的規劃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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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目標： 
• 進行現場準備工作 
• 開始加工廠整修的初步工作 
• 展開進一步的鑽探項目，目標是： 
  1)證實剩餘資源量，以及 
  2)建立Clayton礦項目新的資源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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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目標： 

• 建立現代高效的定制加工廠 
• 翻新/重建地下礦巷道 
• 恢復Clayton銀礦的運營 
• 研究該地區其他具有潛在經濟效益的採礦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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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和1b期鑽探项目 $488,000(取決於融資) 

• 2,200英尺鑽探以測試較淺南礦體巷道附近的潛在
礦化結構 

二期（初步）$970,000（取決於融資） 

• 基於一期項目的成功，提議進行合計6,100英尺的
多個其他鑽孔 



24 
 

曠日持久的低迷期結束： 

• 2011年3月初級採礦市場見頂 
• 黃金和白銀價格分別從頂部回落42%和70%，
但目前價格正在恢復 

• 世界白銀產量下滑，但工業和投資需求均出現
攀升 

• 其他金屬市場特別是鋅正在復蘇，導致投資者
對礦業股的興趣升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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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24
日 
16.4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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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宗商品週期再次上揚的舞臺已經準備就緒，白
銀、鉛和鋅將迎來巨大漲幅 

• 逆向投資者策略：週期開始轉向積極時儘早入場，
從價格復蘇中受益 

• 許多投資者意識到相對于總體礦業板塊目前遭到
低估 

• 全球央行繼續寬鬆的貨幣政策，加上美國經濟增
長改善，都有利於未來大宗商品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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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X代表著有利的投資機會： 

• 初級階段的上市初級礦業公司，專注於Clayton
銀鉛鋅項目 

• 無遺留的高價融資問題 
• 愛達荷州是一個礦業友好的轄區 
• Clayton項目歷史上曾經有過生產，已經做好鑽
探準備 

• 棕地勘探項目，發現更多礦床的潛力 
• 有著成功經驗的卓越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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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Alston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403) 457-2697 
janalston@cmxgoldandsilver.com 

本報告中包含的技術科學信息已經由專業地質師、符合NI43-101標準的公司
合資格人士Richard Walker（地質學理科碩士）審核。 

可從公司網站www.cmxgoldandsilver.com獲取進一步的信息。另外，NI43-
101Clayton報告已經提交在SEDAR網站 www.sedar.com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