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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t Metals Corp.是一家专注于在内华达州和魁北克省运营的贵金属和基本金

属勘探公司。公司的战略是在买方市场中寻找资产收购标的，通过对历史勘探数据的计算机

化和重新建模、新的勘探以及现代地球物理勘测的应用来增加收购标的的价值，并通过出售、

合资、期权、权利金或其他商业交易寻求资产剥离，以推进我们的项目并为股东创造价值。 

商业模式 (收购和剥离) 
 
 

 

为什么选择内华达州和魁北克省? 
 

 稳定的许可、勘探和采矿管辖区 
 拥有世界级的矿床和矿山 
 根据弗雷泽研究所 2020 年调查，内华达州在全

球矿业投资吸引力方面排名第 1，魁北克省排

名第 6 
 2020 年，内华达州的黄金产量为 460 万盎司，

占美国总产量的 79%；魁北克省的黄金产量为

180 万盎司，占加拿大全国总产量的 31% 
 魁北克省还为矿产勘探提供有竞争力的税收优

惠 
 优良的地质条件以及资源发现、项目收购、价

值提升和剥离的潜力 
 

Emergent 的商业模式是基于不动产业务中常见的资产收购和剥离。公司专注于收购价值被低估的资产，

通过勘探增加价值，并通过剥离迅速实现资产变现，相当于抓住多次机会全方位出击，而不是只专注

于一项核心资产并将其投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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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T 的关键资产* 

内华达州的 GOLDEN ARROW 项目区 
 

 面积约 10,000 英亩，位于 Tonopah 以东 40 英里 
 494 项未获批和 17 项获批的矿权区 
 迄今为止的工作：地球化学取样、地球物理勘

测、冶金测试工作，以及超过 201,000 英尺的钻探 
 两个主要的金/银勘探靶区 - Confidence Mountain

和 Hidden Hill 
 2018 年的技术报告中测定和指示资源量总量为

1220 万吨，平均金品位为 0.024 盎司/吨，银品位

0.33 盎司/吨，含金 29.65 万盎司，含银 400 万盎

司（技术报告详情可在 www.sedar.com 上查阅）   
 运营计划和环境评估已完成，可以开展大型钻探

计划 
 

内华达州的 NEW YORK CANYON 项目区 
 

 面积约 8700 英亩，位于 Hawthorne 东南 30 英里 
 417 项未获批和 21 项获批的矿权区 
 与力拓的子公司 Kennecott Exploration 签订了选择

加入合资企业的协议；Kennecott 可以通过完成最

高 2250 万美元的支出来挣得该项目区 75%的权益 
 迄今为止的工作：地球化学取样、地球物理勘

测、冶金测试工作，以及超过 139,000 英尺的钻探 
 三个主要的勘探靶区–Longshot Ridge、Copper 

Queen 和 Champion，有成为大型斑岩铜矿的潜力 
 Searchlight 完成了 2010 年包含历史资源量的技术

报告 

内华达州的 BUCKSKIN RAWHIDE EAST 项目区 
 

 面积 835 英亩，位于 Fallon 以东 40 英里 
 48 项未获批的矿权区 
 迄今为止的工作：地球化学取样和 61,470 英尺的

钻探 
 金/银勘探靶区–Toiyabe、Chicago Mountain、

North Buckskin Mountain 和 Black Eagle 
 租给 Rawhide Mining LLC，相邻的 Rawhide 矿的经

营者–权利金机会 
 Rawhide 矿在 1990-2019 年间生产了 180 万盎司黄

金和 1490 万盎司白银。这些矿权区与 Rawhide 的

矿权区一脉相承 
 环境评估和运营计划已完成，可以开展大型钻探

计划 

魁北克省的 CASA SOUTH 项目区 
 

 面积 11,400 公顷（24,700 英亩），位于 LaSarre 以

南 80 公里 
 204 项矿权区 
 迄今为止的工作：地球化学取样、地球物理勘

测、冰碛物中的反向循环钻探，岩心钻探（22,990
米） 

 Emergent 在 2019 年完成了 3000 米的岩心钻探 
 3000 米岩心钻探计划正在进行中 
 近期通过无人机对该项目区进行磁力测量，确定

了 20 个勘探靶区 
 南面与 Hecla Mining Corporation 的 Casa Berardi 矿

相邻，北邻 Iamgold Corporation 的 Gemini-Turgeon
项目区 

 Casa Berardi 矿自 1998 年以来生产了超过 240 万盎

司黄金 

*注：与 Emergent 项目区邻近的运营中的矿山或其他勘探项目区的成功，并不能保证 Emergent 的项目区勘探成功，也不保证会确定矿产资源量或储量。符

合 NI 43-101 规定的合资格人士、专业工程师 David Watkinson 负责审查本文件的所有技术和科学信息。 

管理层和董事  截止 2022 年 8 月 1 日的股权结构 
David Watkinson 总裁、首席执行官、董事  已发行股票 19,431,887 
Robert Rosner 首席财务官、董事  期权总数量 1,257,500 
Andrew MacRitchie  独立董事  认股权证总数量 8,532,036 
Vincent Garibaldi 
Julien Davy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完全摊薄后股数 
按照每股 0.27 加元计算的市

值 

29,221,423 
520 万加元 

 
这份资料中可能包括证券法规定的某些前瞻性信息，涉及 Emergent 业务的未来表现、其运营、财务表现和状况，以及管理层的目标、战略、信念和意图。

前瞻性信息经常能够以“可能”、“计划”、“预期”、“预计”、“估计”、“打算”等提及未来事件和结果的类似词语来识别。前瞻性信息是基于管

理层当前的意见和预期。所有前瞻性信息在本质上是存在不确定性的，受各种假设、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包括矿产勘探和开发的投机性质、商品价

格波动、汇率变化、竞争风险、项目参数随计划不断完善以及融资情况产生的变化，所有这些都在最近备案的证券文件中有过说明，投资者可在

www.sedar.com 上查阅。也可参阅我们的网站 www.Emergent.com，获得完整的免责声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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