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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朝金矿
皇朝金矿公司.
公司.
皇朝金矿公司是一家在加拿大多伦多股票交易市场上市的公司，交易代码：DYG。公司发
行股份 19,735,975 股，在世界最丰富的黄金成矿带上拥有三个金矿。 位于安太略省西北
部雷云金矿(Thundercloud
Thundercloud)是公司重点项目。：
Thundercloud

加拿大安太略省雷云项目
摘要
皇朝金矿公司与泰克资源有限公司(Teck Resources Ltd.)签订了选择权协议书，在 2018
年初获得了赚取雷云项目 100%的权益。该项目位于安太略省西北部瓦比贡绿岩带中心。
历史钻孔中的亮点，包括泰克公司（2007 和 2008）和劳伦森采金区公司（2011）的钻孔:
• 113.0 m @ 1.72 g/t Au (88-10)
• 60.30 m @ 1.46 g/t Au (88-05)
• 55.25 m @ 2.19
2.19 g/t Au (TC08(TC08-11), 包括 1 m @ 37.5 g/t Au, 9.34 m @ 7.91
g/t Au 和 21.73 m @ 4.63 g/t Au
• 29.66 m @ 0.77 g/t 包括 9.04 m @ 2.20 g/t Au (TC08-09)
• 68.8 m @ 1.55 g/t Au (TC11-001)
• 39.0 m @ 1.45 g/t Au (TC11-003)
• 39.05 m @ 1.68 g/t Au (TC11-004)
• 81.0 m @ 1.31 g/t Au (TC11-006)
历史最高的钻探品位超过 0.55 米、192.7 克/吨金的矿化。
迄今为止的勘探结果表明，雷云项目大吨位优质造山型金矿矿化潜力巨大，类似于附近的
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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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计划
目前公司在收集和评估雷云项目以住的勘探资料，计划进行一定的工作来增加已完成的钻
探估算有 30 万盎司的金资源量，并继续追踪过去的探槽样化验有 39 米 8.02 克/吨金的
矿化，包括超
超过 3 米 89.4 克/吨金矿化的结果。公司主要目标是通过钻探证明现有是资
矿化
矿化
源量和增加金资源量至 50 万盎司或更高。其次，进一步沿着高金量矿化带扩大探槽来划
定地表矿化以确定钻探目标。
由于泰克公司已有综合数据信息，雷云进行大范围勘探工作（包括 10000 米钻孔取样）时
已降低了风险，以及有明确钻探目标。所有这些使我们可以加快工作步伐。增加雷云项目
已有的资源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并将实实在在提升皇朝公司股东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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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团队
安德鲁
安德鲁.蒂姆斯(Andrew
蒂姆斯(Andrew Tims)，专业
Tims) 专业地
专业地质学家
质学家，项目经理。
他是一位有超过 25 年经验的地质师。蒂姆斯先生曾在柯克兰莱克蒂明斯金矿和红湖金矿
的营地工作，包括雷云项目所在的安太略省西北的瓦比贡地区。他曾在 Hemlo 金矿营地为
泰克公司和 Hemlo 金矿公司工作，后加入雨河资源公司任高级勘探地质师。蒂姆斯先生是
雨河资源公司勘探团队的一员，该勘探团队将黄金资源量从 2005 年的 55 万盎司增加到 2
013 年初被新黄金公司并购前的 600 多万盎司黄金。
格雷姆.
格雷姆.埃文斯(Graeme
埃文斯(Graeme Evans)，专业
Evans) 专业地
专业地质学家
质学家，项目顾问。
埃文斯先生参与该项目可追索至 2006 年在泰克公司，他最先为泰克公司并购了该项目。
在 2007 和 2008 年，他又监督泰克公司启动此项目的 4000 米钻孔的勘探，这些钻探资料
后来被 Fladgate 公司用于制作 Pelham 矿区的 3 维资源模型，埃文斯先生对雷云项目的勘
探历史和地质知识对于下一步推进项目至关重要。
罗伯特.
伯特.加拉格尔(Robert
加拉格尔(Robert Gallagher)，专业
Gallagher) 专业工程
专业工程师
工程师，原居民顾问。
他有 35 年矿业开发和运营经验的矿业老手。加拉格尔先生最近的职位是新黄金公司(New
Gold)的首席执行官，为附近的雨河金矿与原居民族团体谈判和签订了好几个合同，他的
谈判和达成的合同技巧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他是卑詩省水电公司(BC
Hydro)的一名董事。
项目概况
雷云项目位于安太略省西北部的瓦比贡绿岩带中心。至今，本区已经发现近 3000 万盎司
的黄金。该带的地质背景可以和安太略省北东部的阿伯蒂比矿带相媲美 (此矿带已经生产
1.2 亿盎司黄金), 只是勘探还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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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比贡绿岩带已发现大量黄金：有多个金矿和历史上的金矿运营公司，包括距雷云项目只
有 12 公里的高质量 Big Master 金矿 (1902-1943) 和 The Laurentian 金矿 (19061909)。

项目面积有 2250 公顷，在安太略省西北部、德莱登小镇南东方向的 47 公里处，可以通过
横穿加拿大的 Hwy 17 公路进入。德莱登小镇是有优良矿业开发基础设施的资源型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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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勘探工作
雷云项目已经完成的重要勘探工作：
 1986: Esso 公司地质制图和三个钻孔；
 1988: Noranda: 地面激电测量, 地质制图和 33 个钻探；
 2007-2008: 泰克公司扩大地质制图、地表采样、激电法和磁法测量，完成了 10 个
探槽共 4700 米长，15 个钻孔 4000 米孔深。2011：劳伦 森采金区公司完成了 1765
个地表样品和 16 个钻孔共 4406 米的进尺。
雷云项目中的 Pelham 矿区和 West Contact 矿区已经被圈定出来。泰克资源有限公司和
劳伦森采金区公司对已完成的勘探工作建立了良好的数据库。近年来，泰克资源公司和其
他公司完成了 10,000 米的钻孔，主要施工于 the Pelham 矿区，该矿区现估算已有 30 万
盎司的黄金。雷云项目的 West Contact 矿区已完成的少量勘探，显示有很好的潜力，其
中一个探槽有超过 39 米、8.02 克/吨金的矿化，其中包括 3 米多 89.4 克/吨金的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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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资源模型
2011 年，聘请 Flagate 勘探咨询公
司完成了历史钻孔的三维资源模
型。这是以 Pelham 矿区为勘探靶区
的模型，显示潜在有 30 万盎司的黄
金，矿体品位为 1.6g/t,使用的边界
品位为 0.5g/t。这个初始的资源估
算模型是目标模型，不是加拿大的
43-101 标准完成的。

区域地质
曼尼通-斯托米湖绿岩带位于花岗岩-绿岩一级省、西部瓦比贡次级省 。数个厚大的火山
沉积系列，由镁铁质至长英质喷出岩、侵入岩、火岩碎屑岩组成，所有这些都超覆在沉积
系列上，形成这个岩带的特征。含金矿化集中于项目中心区的南北通通上。容矿岩为拉斑
玄武岩，被覆盖在一系列碎屑岩组成的斯托米湖群，该群包括砾岩、角砾岩和由广泛的脉
石、碎组成的砂岩。这些岩石形成结构复杂的中心通道，该通道位于西部的泰勒湖岩株
（2695±4 百万年：大卫 1982）至东部的长英质雷云石英长石斑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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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地质和矿化
金与热液蚀变联系紧密，该蚀变以伴随少量石英脉和磁黄铁矿的黑云母－磁铁矿蚀变为特
征。黑云母－磁铁矿蚀变穿插着绿泥石-碳酸盐和黄铁矿，磁黄铁矿和黄铁矿都出现星点
状、斑状和脉状，变化很大。 总的来说金的品位与硫化物富集关系密切，伴生黄铁矿的
磁黄铁矿的强度似乎是金富集的关键因素。
考虑到磁铁矿和磁黄铁矿在热液蚀变组合矿物中的重要性，几个地表未验证的磁铁矿靶区
将施工探槽和（或）钻孔来验证。由于硫化物的出现与金有关，极化率可作为关键的工
具，在 Pelham 矿区已经证明了强极化率异常与金密切相关。一些极化率异常模型还没有
验证。

泰克资源公司地质解译显示：雷云项目可能是大规模的热液型金矿。皇朝公司的目标是证
明这个成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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