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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展望
公司概述 ( 更新于 2016/3/23)
Rimfire 太平洋矿业公司
(澳洲上市代码:RIM)–1998 年上市
2015 年度会议公司介绍
http://www.rimfire.com.au
金属种类:
金、铜、银、铂
资源量 (JORC 2012, Sorpresa):
推断 & 控制 (12/2014), 640 万吨资源
量，其中包括 790 万盎司银和 12.5
万盎司金浅表金属量 (边界品位:
0.5g/t Au & 25g/t Ag )

Rimfire太平洋矿业公司

(股票代码: RIM)

是一家澳洲上市的资源类勘探公司，主要致力于澳洲新南威尔士州中部
Fifield地区金、银、铜和铂矿资源勘探；该区域位于世界级(LTZ)地质
成矿构造带上。
于2010年Rimfire发现地表金银矿矿床，命名为“Sorpresa”。 在随后
的勘探中提供了充分证据显示“在35km2广阔区域内”存在重大金矿成
矿系统可能性，在此之前未曾发现金矿床伴生铜矿的实例。
该区域具备发现几百万盎司黄金（等量）矿床的潜力！

最佳钻探结果:
钻孔 Fi 212 - 14m @ 24.4g/t Au 含
26m @ 155g/t Ag
钻孔 Fi 588 -4m @ 6.5%Cu & 2.3g/t Au
目前市场市值:
$1200 万澳元 @ $0.015 每股
股本结构:
7.98 亿股股份; 含 5200 万股期权 @
3.5 澳分（行权期 2017/5）
现金状况 (2015/12/30)
$170 万澳元
股价范围（1 年）:
高 3.6 澳分; 低 1.2 澳分
费用支出 (勘探总支出):
约 70% 投资于野外勘探
董事会成员
- J. Gillett (董事长)
- J. Kaminsky (董事总经理)
- G. Billinghurst
- T. Burrowes
- R. Enconniere
总地质师
- C. Plumridge 高级地质师
股东结构:
前 20 名 - 34%
前 100 名– 64%
董事/管理层 – 8%
大股东:
- Mr John Kaminsky (3.51%)
- TJS Investments (3.47%)

Rimfire公司拥有LTZ成矿构造带上Fifield 地区唯一的勘探权




LTZ 成矿构造带 – 世界上最重要的铜/金成矿构造带之一 ；
(来源于：Newcrest’s Cadia Gold-Copper mines, at Orange)
亚洲投资，包括中国钼业和日本住友集团，相邻 80km 的 North
Parkes, 金铜矿山；
Fifield 地区是澳洲历史上唯一发现铂矿开采历史的地区。

近期勘探取得如下实质性进展







2014 年 12 月披露的 Sorpresa (JORC)资源量约为 250,000 盎司金
（等量；50:50 Au:Ag), 矿体延伸长至 1.5 公里；
Sorpresa 地质成矿构造延伸至 18 平方公里范围, 至今仅有不足 10%
区域完成勘探，新发现目标区域等待钻探验证；
以 Sorpresa 金矿床为中心 6 公里为半径范围内 30 多个勘探区块组
合正在开展勘探工作，多项评估工作正在实施；
Eclipse 勘探区钻探结果显示： 4m @ 6.5% 铜、 2.30g/t 金；
在过去 4-5 年间，公司股价超越澳洲交易所资源类指数。

关键投资理由
Fifield 区 – 新发现矿床的最佳区域
 LTZ 区域已经拥有许多开采矿山；
 极佳的地质成矿背景；大规模地质构造，提供有利矿液通道；
 多矿种 (金、铜、银、铂)；
 多钟矿床类型；
 几百万盎司黄金等量潜力；l
 以 Sorpresa 矿床为中心 6 公里半径范围内大规模地质成矿迹象。

历史性勘探显示 – 高品位浅表矿床


系统的勘探方法，伴随高水平勘探技术必将走向成功！

充分的勘探组合存在新发现矿床潜力


以优先顺序排列的 30 多个勘探区块正在处于不同阶段的勘探验证之中。

项目区域潜力
Sorpresa 项目是若干发现矿床的第一个，我们坚信细微的地质化探地表呈现方式将逐步掌握、更多的新矿
床将逐个在 Fifield 区域被发现。公司具有一套低成本、专业、高效率并成功有效的勘探方法，正如
Richard Schodde 博士在独立的国际基准研究中演示。 在 Sorpresa 东部形成的铜矿化现象提供了金铜浅
层热液型、块状硫化矿型和斑岩型地质成矿系统找矿潜力的证据。

紧邻现有基础设施
多个生产矿山分布于该区域范围。Fifield 勘探区具备适当的基础设施，包括公路、电力和当地技工。

主要投资机遇
存在以下潜力提升股价和股东权益
 超过 30 多个“高异常”勘探区勘探途径进一步新发现矿床；
 物探向量(EM/IP 等) 的建立特别有助于铜矿床的发现；
 新钻探目标的验证和扩大正在实施之中；
 Sorpresa 勘探区资源量增加 ， 并从推测和控制资源量提升至探明资源量；
 Sorpresa 高品位金银详勘区可开采经济评价；
 合作勘探机会正在实施之中 —与合适的合作伙伴正在商谈之中。

此外–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办公室协助
新州政府工业部工业投资与出口处正在联络 Rimfire 公司，竭力促成与潜在投资者会谈、并协助项目合作
商谈。

联络方式
工业投资与出口处(II&ES)隶属于新州工业部资源与能源局，该部门是新州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专门机构。
工业投资与出口处是重大投资者寻求投资新州资源项目和新州项目勘探和开发公司寻求战略投资者使其勘
探项目进入开发的首要联络处。

获取更多信息—新南威尔士州
请联络新州政府工业部资源与能源局工业投资与出口处执行经理；
地址：GPO Box 5477, Sydney NSW 2001, Australia
邮箱: investment.resourcesandenergy@industry.nsw.gov.au; 电话: +61 2 9338 6887

获取更多信息— Rimfire 太平洋矿业公司
执行董事/总裁: John Kaminsky 先生
邮箱: john@rimfire.com.au ;
电话: +61 3 9620 5866
Website: www.rimfire.com.au

中国区代表：丁龙先生
邮箱: lawrence.ding@rimfire.com.au
手机：+86 13888866706

Disclaimer: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is public domain and verifiable via the Australian Stock Exchange (ASX) or the
company’s website. Investment in Rimfire Pacific Mining NL is speculative as the exploration for and develop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involves a high degree of financial risk. Investors should undertake due dilig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