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尋加拿大下一個高品位黃金發現區

CSE:MVT Frankfurt: M1N OTC:MTEHF



This presentation contains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All statements, other than of historical fact, that address activities,
events or developments that the Company believes, expects or anticipates will or may occur in the future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statements regarding the estim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exploration results, potential mineralization,
potential mineral resources and mineral reserves) ar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are subject
to a number of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that may cause the actual results of the Company to differ materially from those
discussed in th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Factors that could cause actual results or events to differ materially from
current expectations include, among other things, failure to establish estimated mineral resources, the possibility that
future exploration results will not be consistent with the Company's expectations, changes in structure of transactions,
world metals markets and other risks. Any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 speaks only as of the date on which it is made and,
except as may be required by applicable securities laws, the Company disclaims any intent or obligation to update any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

This	presentation	is	being	provided	to	parties	who	are	accepting	that	they	are	qualified	investors	and	or	professional		
advisors	or	licensed	under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Provincial	and	National	governing	bodies	for	Investment		
Advisors.

* 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the "SEC") permits mining and exploration companies, in their
filings to disclose only those mineral deposits that a company can economically and legally extract or produce. We use
certain terms in this presentation, such as "mineral resources", that the SEC guidelines strictly prohibit from being included
in filings with the SEC. U.S. investors are urged to consider closely the disclosure being made and available for validation by
way of Qualified Reports or Qualified Persons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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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發行在外股票 66,094,862

保留股數： 9,336,512

完全攤薄後股數： 75,431,374

.

股權結構

§ 管理層是最大的股東，持股12%

§ 60%的流通股由長期投資者持有。

§ 三地上市：CSE: MVT; Frankfurt: M1N; OTC: MTE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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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 & 董事 朋友 & 家人 顧問 散戶

3



PETER WILSON，首席執行官：過去20年間，Wilson先生作為主要融資人，為上市和私營公司在全球礦業和能源領域籌集
了超過$3億的股權和債務融資。作為總部位於加拿大溫哥華的Hana Mining Ltd的總裁，他在非洲博茨瓦納統籌發現並打造
了一個大型銅/銀礦區，使Hana的市值超過$5.8億。

AVROM E. HOWARD，理學碩士、專業地質師、合資格人士：Howard先生是一名擁有40年礦業經驗的礦產勘探地質師，
涉足了世界各地各種類型的大宗商品和地質背景，重點是黃金。此前由他負責推動的多個項目目前已處於生產階段。
Howard先生1979年在多倫多大學獲得地質學學士學位，1992年在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獲得地質學碩士學位，碩士論文
就是關於科羅拉多成礦帶的金銀碲化物礦床。Avrom在多家上市的資源公司擔任過技術和管理職務，是安大略省一名註冊專
業地質師。

JAMES ROGERS，高級勘探副總裁，專業地質師：Rogers先生是一名有著40年金礦開採和勘探經驗的地質師，職業生涯始
於1980年，最初是擔任礦山地質師，此後在Red Lake黃金開採營工作了近30年，擔任過首席地質師、勘探經理以及一家初
級勘探公司的總裁。1988年，他在當時的Dickenson Mine，也就是後來的Red Lake Gold Mines擔任首席礦山地質師期間
曾榮獲CIM Professional Proficiency金屬獎。由他經手鑽下的首個勘探鑽孔後來成就了Goldcorp的高品位黃金帶。Jim還在
Eskay Creek Mine擔任了9年的首席地質師，對於該公司來說品位控制和冶金研究對有利的採礦和擴大儲量至關重要，也是
在此期間他的團隊曾獲得了E.A. Schultz礦山開發獎。

EUGENE HODGSON，獨立董事：Hodgson先生畢業于卡爾加裡大學，擁有政治學學士學位，曾在加拿大西北地區和卑詩
省政府的公共部門擔任高級職務，也曾在包括Grandfield Pacific Corporation、Arimex Resources Inc.、
Equitable Real Estate Investment Corp.、Sea Breeze Power Corp.、Silvermex Resources Inc.等在內的多家公司董事會
任職，還擔任Pacific Cascade Minerals的董事會主席以及多交所和紐交所上市公司Timmins Gold Corp.董事。

ALEX TSAKUMIS，董事：Tsakumis先生在北美資本市場擁有超過25年的私營和上市公司投資經驗，職業生涯始於1989年，
此後在上市公司的集资、管理和發展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包括並購、財務、公司治理、市場營銷和企業通訊。Tsakumis
先生是一名土生土長的溫哥華人，畢業于卑詩大學，擁有經濟學學士學位。

MICHAEL BANDROWSKI，顧問：Escarpment Capital Advisors是一家領先的獨立諮詢公司，為全球的上市和私營礦業
公司提供全方位的服務。我們的專業團隊擁有長期的成功履歷，而且專注於尋找和執行礦業領域的所有類型的交易，奉行正
直和互敬的商業精神，建立了牢固持久的夥伴關係。

管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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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LAKE：世界級黃金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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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TECH PANAMA LAKE 項目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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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高品位黃金礦床而著名的世界級Red Lake礦區。

§ 位於Great Bear Resources的Dixie Lake發現區以東60公里處

§ 臨近歷史生產礦 - South Bay礦和Uchi金礦。

§ 截止目前已生產2800萬盎司黃金。

§ 土地面積11,700公頃，88.5平方公里

§ 基礎設施完善，包括公路和熟練的勞動力

§ 2018年鑽探活動見金品位1.58克/噸的7.6米礦段，確認了1989年Noranda  
Exploration 的結果 - 金品位1.2克/噸的15米礦段，包括金品位2.8克/噸的4.3米
礦段。

§ 安大略省地質調查局在Red Lake 區內完成的冰磧物採樣活動獲得最高金粒數量
地區之一就位於項目區內。

§ 2019年的地球物理勘測見到已知礦化結構，已經幫助探邊延伸區域和新的礦化
結構趨勢帶/靶區。



§ 最近收購了20平方公里的礦權區。

§ 一端至少包含一個歷史表像區。

§ 另一端包含值得關注的地球化學和

地球物理特性。

§ 這兩個區域都未經充分勘探，都位

於解讀相同的斷層斜面上。這個斷

層斜面橫穿整個項目區。

§ 正在將Panama Lake 項 目 區擴

大至88.5平方公里。

PANAMA LAKE 擴展：最新新增200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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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ama新礦權區

Panama項目區

Birch-Uchi斷層

潛在的二級
分支構造

Ben Lake區域 –
沿主要結構趨勢帶
的有前景目標區域

Panama區 –
抓樣在地表獲得
金品位13.3克/噸
的樣品，鑽探獲
得金品位2.34克/
噸的4.7米礦段。

Upper Slate Lake區 –
有可見金，分析表明金

品位達18.4克/噸。

Slate Lake區 –
多種形式的礦化結
構，金品位最高達

6.13克/噸。

Panama礦權區內
新增了沿著主要結
構的2400公頃黃

金前景區。

千米

2019年9月



區域

地質狀況

DIXIE項目區
(Great Bear)

最近鑽探礦段：
金品位26.9克/噸的
16.35米礦段

PANAMA
項目區

在1.2公里土地上的歷
史鑽探見金品位2.8克
/噸的4.5米礦段

歷史抓樣見可見金，見
金品位18.4克/噸的樣品。

冰磧物中107顆金粒

最近的Benton抓樣：
見金品位6.17克/噸的樣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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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區：一個新的RED LAKE發現區



Panama區和潛在走向長度延伸區：
從主區抓樣，見金品位13.4克/噸的

樣品

勘探創造價值

2019 鑽探靶區
勘探靶區

在Goldcorp之前勘探過的區
域見異常黃金價值

Slate Lake區： 107顆原始金粒，
抓樣見金品位6.13克/噸的樣品

歷史抓樣見金品位17.6
克/噸的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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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Noranda在Panama區

進行的鑽探見金品位1.2克/噸的

15米礦段和金品位2.8克/噸的

4.5米礦段。

§ Benton  Resources最近的鑽探

活動確認了Panama礦化結構，

見金品位2.34克/噸的4.7米礦段。

§ 黃金賦存於矽化剪切帶中，剪

切帶位於強烈變形、熱液蝕變

的火山岩和准沉積岩中。
電氣石位於礦化
的石英脈中

剪切的泥灰岩基質
岩有強烈的碳酸鹽
蝕變。

歷史鑽探確定的黃金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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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 Lake區內最高的冰磧物金
粒數量（加拿大地質勘查局冰磧
物勘測）

§ 新的地表發現 – 一個碳酸鹽蝕
變剪切區內毒砂富集的石英礦
脈中的樣品，樣品金品位最高
達6.17克/噸。

§ 鑽探見8.4米寬的區域，包含
0.18克/噸的黃金，確認了Slate 
Lake 剪切區的潛力。

§ 新發現 – 毒砂富集、黃金異
常的極度蝕變長石斑岩。

絹雲母蝕變長石
斑岩

有磁黃鐵礦縱梁的
蝕變火山碎屑

SLATE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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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地球物理勘測

Panama區
<16.6克黃金/噸

Upper Slate區
<18.4克黃金/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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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te區
<6.13克黃金/噸

Aeromagnetics	– reduced	topole



2019年
鑽探活動

Panama區折疊的
走向延伸?

Panama區潛在
走向長度延伸

PanamaLake

0 0.5
Kilometers

1

航空地球物理勘測 - Panama 區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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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彙編所有最近鑽探結果、過去勘測和歷史

數據；

§ 詳細解讀航空磁測，包括結構解讀，目標

是有利的黃金靶區；

§ 整個Panama項目內將完成詳細的填圖、

踏勘活動；

§ 進一步鑽探 ，擴大 Panama 區 和 Slate

Lake 上發現的區域。這可能成為Slate

Zone趨勢帶上GSC金粒的來源。

PANAMA GOLD – 勘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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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孔 自
(米)

至
(米)

間隔
(米)

黃金
（克/噸） 綜合

PL-19-01 79.6 87.2 7.6 1.58 金品位1.58克/噸的7.6米礦段

包含 79.6 84.3 4.7 2.34 金品位2.34克/噸的4.7米礦段

PL-19-02 148.5 155 6.5 1.23 金品位1.23克/噸的6.5米礦段

PL-19-03 79.6 85.4 5.8 1.21 金品位1.21克/噸的5.8米礦段

包含 82.4 84.4 2 2.55 金品位2.55克/噸的2米礦段

PL-19-04 72.8 78.6 5.8 1.07 金品位1.07克/噸的5.8米礦段

包含 75.8 78.6 2.8 1.67 金品位1.67克/噸的2.8米礦段

PL-19-05B 77.5 93.6 16.1 0.57 金品位0.57克/噸的16.1米礦段

包含 89 91 2 2.07 金品位2.07克/噸的2米礦段

PL-19-06 82 83 1 0.427 金品位0.427克/噸的1米礦段

PL-19-07 35.4 36.4 1 0.563 金品位0.563克/噸的1米礦段

PL-19-08 270.5 279 8.4 0.18 金品位0.18克/噸的8.4米礦段

PL-19-09 100 102 2 0.425 金品位0.425克/噸的2米礦段

PANAMA GOLD – 一期結果 (2019, Be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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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TECH	VENTURE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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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信息：

Peter	Wilson首席執行官
+1 604-484-8989
peter@maxtech-ventur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