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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ushveld层状侵入体的钒资源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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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 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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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矿山
世界上最大钒矿山之一.已控制和已推断JORC资
源量原矿品位为0.78%,6.12亿吨里面包括1.67亿
吨,品位1.07%.

高质量
矿山服务年限长，并能产出高品位2%低硅和低

氧化铝的高质量钒精矿

BUSHVELD层状侵入体
位于具有多个世界级资源的著名Bushveld层状侵
入体.

基础设施
靠近多个还未被充分使用的加工厂.靠近电网和水

源以及有铁路或公路直接到港的选择

考虑所有选项
快速推进研究报告并明确的探讨直接生产五氧化
二钒的途径.

已获得许可证 – 快速发展
该项目是在少数矿山

中具有采矿许可证和通过环评的钒项目.



ASX: VR8

公司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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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adium Resources 公司占有SPD 
项目的 73.95%* 占有权.

◆新加入的董事具有丰富的南非矿山开
采经验.

◆董事会持有大约26%的总股本.

◆良好的财务状况表 – 没有债务及项目
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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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结构
总股本 350,110,889

交易期权，行使价为$0.054,期限为2019年
12月8日 51,099,038

交易期权，行使价为$0.12,期限为2021年6
月1日 10,000,001

不可交易期权 64,680,001

股价在$0.08价位的市值 ~$28,400,000

在2019年6月30日的持有现金 ~$1,500,000

* 公司现在持有50%，在南非矿产和石油开发法案第11节许可后，公司就可得到额
外23.95%的占有权

* 从2017年11月3日起算24个月自愿托管的普通股份数量为1,957,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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钒矿山项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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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相同钒矿山项目中较为突出

图表里比较了不同资源报告需求和位于不同开发阶段的资源，更多资料在第31页. 图表里仅显示原矿品位高于0.45% 五氧化二钒的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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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矿山的战略

快速推进矿山开发或
使用及修改附近未充

分利用的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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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下一个在全球拥
有强大竞争力的钒矿
山。获得采矿许可证
（采矿权）已是一个

重大的优势

考虑从钒精矿到五氧
化二钒之间的中间产
品增值的所有可能性

开始早期开发和合作
伙伴来实现钢铁，合
金和电池技术的互惠

合作

快速推进
下一个开采的钒

矿山 增值 合作伙伴

专注的管理团队



ASX: VR8

地质学 |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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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elpoortdrift 是具有铂族元素，铬，钒和
磁铁矿的独特火成岩层状侵入体的一部分.
这个世界有名的矿区有许多被大型矿业公司
运作的大型矿山.

在Bushveld层状侵入体的其他矿山

Bushveld Minerals Vametco 钒矿山
Mokopane 钒项目.

Xstrata
Rhovan钒矿山.

Anglo American
Twickenham 铂族元素矿山, Modikwa铂族元素矿山, 
Kroondal铂族元素矿山, Bokoni铂族元素矿山, Mogalakwena
铂族元素矿山, Polokwane 冶金厂, Waterval 冶金厂.

African Rainbow
Modikwa 铂族元素矿山, Two Rivers铂族元素矿山.

Sibanye Stillwater Marikana 铂族元素矿山.

Impala Platinum Rustenburg铂族元素矿山.

Samancor Tubatse 锰矿项目, Mooinooi.

位于南非Bushveld 层状侵入体

Steelpoortdr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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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 | 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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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矿化

1 参考 ASX 公司公告 2019年4月16日
2参考 ASX 公司公告 2019年5月2日
3 参考 ASX 公司公告 2019年5月2日

◆ Steelpoortdrift项目位于Bushveld层状侵入体, 全球上被研究最多的地质地方之一.

◆钒钛磁铁矿层在整个复合体的相同地层发生，长达400公里.

◆ Bushveld层状侵入体的钒矿化程度比全球相同的矿山还要高 (Largo除外).

◆ Steelpoortdrift 的全部资源是在Bushveld层状侵入体内最大和最高品位（原矿）的钒资源（已控制和已推断）之一，
1.69亿吨高品位的资源量是全球高于1%五氧化二钒最大的钒资源 . (1)

◆ 地表矿化显示矿山适合露天开采.

◆矿体倾斜浅(大约10º)显示低矿石处理, 低剥采比和低矿山成本. (2)

◆概略性研究已确定初始生产目标为5340万吨，相当于25年，每年开采220万吨的25年的矿山服务年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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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 | 钻探报告

◆矿山资源量包括1.69亿吨露面的高品位
1.07%五氧化二钒矿石.

◆一致的露面高品质钻探结果.

◆适合露天开采.

◆粗厚的矿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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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米长的0.80% V2O5 从 0米 (VRC017) 包括 4米
的 1.16% V2O5

◆ 14米长的0.98% V2O5 从0米 / 地面(VRC043) 

◆ 34米长的1.03% V2O5 从 22米 (VDD001)

◆ 12米长的 1.00% V2O5 从 12米(VRC002)  包括 2米
的 1.72% V2O5

◆ 10米长的 1.17% V2O5 从 35m (VRC045)

◆ 9米长的 1.06% V2O5 从 22m (VRC015) 包括 3米
的 1.45% V2O5

◆ 11米长的 0.99% V2O5 从 17米 (VRC040) 包括2米
1.67% V2O5

◆ 11米长的 0.98% V2O5 从 24米(VRC019)
包括 8米的 1.15% V2O5 从 27米
包括 2米的 1.65% V2O5 从 33米

◆ 10米的 0.99% V2O5 从 9米(VRC036)

◆ 10米的 0.95% V2O5 从 17米(VRC037)
包括 2米的 1.59% V2O5 从 6米

* 参考 ASX 公司公告 2018年10月12日, 2018年10月25日, 2018年11月28 和
2019年1月16

高品质钻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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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 | 氧化区

◆整个项目中矿石露天或非常浅，风化区少于10米. 

◆适合露天开采并已确定初始矿山寿命为25年.

◆与其他资源不同，所有已进行的冶金试验显示风化和未风化矿石在加工方面
没有区别.

◆风化和未风化矿石冶金试验中产出的钒精矿的五氧化二钒含量相同. (1)

9

良好的氧化区结果

1 参考 ASX 公司公告 2019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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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 | JORC 法规

◆已钻探到的高品位矿石资源可信度较高(
已控制的和已推断的).

◆高于0.45% V2O5 的总资源量为6.12亿吨. 

◆高于0.9% V2O5 的高品位资源量为1.69亿
吨. 

如需了解更多详情，请参考 ASX 2019年4月16日的公司公
告里的JORC法规的资料 .

本公司并不知悉任何对该公告或矿产资源中的的信息产生
重大影响的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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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ral Resource by Category

Mineral Resource by Grade

V2O5 范围 类别 吨位
(百万吨)

原矿
V2O5 %

> 0.90% 控制的 68 1.05

> 0.90% 推断的 102 1.09

小计 > 0.90% 169 1.07

0.45%–0.90% 控制的 164 0.68

0.45%–0.90% 推断的 279 0.65

小计 0.45%–0.90% 442 0.66

总计 612 0.78

类别 吨未
(百万吨)

原矿
V2O5 %

控制的 231 0.78

推断的 380 0.77

总额 612 0.78

出色的JORC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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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 | 钒精矿

◆试验显示使用简单的选矿工艺就可产出高于 2% V2O5 钒精矿.

◆矿化区的质量回收率极佳，在高品位区域高于40%(高于 1.0% V2O5).

◆钒钛含量在整个矿山中非常一致，同时也含有低二氧化硅和氧化铝.

◆高品位精矿代表较少的杂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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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V2O5 % TiO2 % SiO2 % Al2O3 % Fe %

3357 2.19 12.0 3.25 4.82 54.6

3358 2.18 12.1 3.51 4.91 54.2

钒精矿测试的详细资料

* 参考 ASX 公司公告 2019年1月14日，1月29日，3月18日和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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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 | 冶金测试

◆试验显示使用简单的选矿工艺就可产出高于 2% V2O5 钒进精矿 (1)

◆进一步的工作计划探讨其他增值方案，如造粒.

◆下一步计划生产偏钒酸铵和五氧化二钒 (A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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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拜访的中国加工设施 2018. 这是公司正在考虑委托加工和测试的地方. VR8公司计划测试所
有的下游矿产增值选项. 除了供应高品质钒精矿以外，公司正在探索所有与潜在合作伙伴的需求.

推进矿石增值试验

1 参考 ASX 公司公告2019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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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项目 | 矿产增值

◆目前研究关于使用把产出的钒精矿
加工成高于98%含量的五氧化二钒
（标准）或更高纯度的产品.

◆研究下游加工方案将在2019年度加
速推进.

◆目标是追求低资本支出的方案.

13

测试工作将研究使用已成熟的加工技术（钠盐被烧）以及湿法冶金和其他概念性
的加工工艺.

探索所有方案



ASX: VR8

推进项目 | 进程计划时间表

计划时间表 2019年
第4季度

2020年
第1季度

2020年
第2季度

2020第3
季度

2020第4
季度

2021年
第1季度

2021年
第2季度

精矿预可研报告 进展中 完成

V2O5 冶金试验工作 进展中 进展中 完成

生产V2O5 预可研报告 计划中 进展中 进展中 完成

生产V2O5 可研报告 计划中 进展中 预计2021年中完毕

寻找承销伙伴 进展中 进展中 进展中 进展中 完成所有协议

融资方案讨论 进展中 进展中 完成所有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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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计划时间表

注 : 请看第15业的计划生产资料

承销协议的商谈目前针对本公司供应钒精矿和五氧化二钒给潜在合作伙伴

关于融资的商谈会是和潜在合作伙伴商量的其中一个话题并有可能包括债务融资或两种选择.

当公司已接近完成多个合适的战略伙伴协议和融资协议时，公司将公布更现实的计划时间表.

目前的计划时间表将依赖投资者或合作伙伴的意向来快速推进计划时间表.

采矿权，环境管理计划及社会和劳工计划已到位，所以公司可以避免从政府申请执照的时间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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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项目 | 生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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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钒精矿的选矿厂将会是整个钒矿山项目的前端，并可独立运行

◆当加工厂处于建设期间，公司可委托第三方为公司的原矿加工生产钒精矿

◆根据承购协议，公司可在未生产五氧化二钒前，生产钒精矿来提供公司的承购伙伴，
并且将在未来的计划表更新中提供更详细的生产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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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项目 | 许可证

采矿权
已审批

环境管理计划
已审批

社工和劳工计划
已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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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elpoortdrift钒项目已获得采矿权.

◆采矿权期限直到2048年9月.

◆采矿权里已包括环境管理计划及社工和
劳工计划的审批.

已得到的许可证 :



ASX: VR8

地点 | 投资优势

通过直接注资和收购，多家著名的中国矿业公司在南非已有庞大的矿山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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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直接注资和收购，多家著名的中国企业已
在南非拥有庞大的矿山业务.

◆中国承诺投资在南非的基础设施和矿业等领域，
使中国承包商企业随时可以与本公司就建设矿
山合作.

◆习近平主席承诺在2019年里往南非投资147亿美
元. 

◆近期，多过40家中国企业与南非公司签署大约
40份的经贸合作协议. 该协议涉及矿业，农业，
工业产品等多个领域，涉及金额为南非兰特27
亿。

中国和南非的良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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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 南非林波波省能源冶金经济特区

◆南非能源冶金经济特区是一个钢铁产业链完善的
特区，并将兴建: 

◆年产500万吨冶金石灰厂

◆年产300万吨 高碳铬铁厂
◆年产300万吨不锈钢厂
◆年产120万吨钛白粉厂
◆年产100万吨锰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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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能源冶金经济特区是中国与南非双方的大规模工业协议。该项目亿吸引了
来自中国知名企业的100亿美元的潜在投资. 

中国和南非的良好关系



ASX: VR8

地点 | 基本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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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项目12公里的 ESKOM 发电站

靠近 Steelpoort 的Lion 铬铁冶金厂(Xstrata公司)

离项目15公里的 De Hoop 水坝

Steelpoort 北部的 Bushveld Complex 钛加工厂

离 Steelpoort钒项目30公里的铁路

具有巨大的基本设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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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 当地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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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项目启动以来，Vanadium 
Resources 公司与当地社区保持着良
好的关系.

◆自2018年3月以来，公司就聘请了一
名当地的社区关系经理.

◆近期的社区会议重申了社区对该项目
的支持.

◆社会和劳工计划已审批并是采矿权的
一部分.

◆Vanadium Resources公司致力促进和
支持当地社区的社会投资计划.

相当重要的本地社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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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矿山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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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到中国

20 天

◆Steelpoortdrift项目已有验证过的运输方
式

◆公路或铁路的选择

◆初始可装运 +2.0% V2O5 钒精矿的可能性

◆在国内进一步的加工和产品增值的可能
性可降低运输成本

现有通达港口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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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 | 管理团队

Bill Oliver — 总经理

超过20年经验的地质学家,并在一些列矿产和国家经营矿山的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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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 Burke — 非执行董事长

律师协助ASX上市公司提供广泛的法律，商业和企业咨询的丰富经验. 在过去的15年里，他曾担任多
家ASX和AIM上市的中小资源公司的董事.

Nico van der Hoven — 董事

拥有超过29年勘探和采矿经验的商人和企业家，并在此期间与他人创立和经营了5座矿山. Nico 也是
Hernic Chrome 公司, Bauba Resources Ltd 公司 (BAU.J), Vanadium Resources (Pty) Ltd 公司 和
GoldStone Resources Ltd 公司 (GRL.L) 的创始成员之一. 他目前业担任了Bauba Resources Ltd 公司
的董事长.该公司是一家活跃的铂金勘探公司和铬矿生产公司.

Jurie Wessels — 董事

23年的勘探经验并在南非，南美和欧洲勘探多个矿产。他也是矿产律师。他曾共同创办了许多勘探和
采矿公司包括 Bauba Resources Ltd 公司 (BAU.J), Orange-River Pegmatite (Pty) Ltd 公司, GoldStone 
Resources Ltd 公司 (GRL.L) 和 Vanadium Resources (Pty) Ltd 公司.

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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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 | 采矿经验

南非的董事 Nico van der Hoven 和 Jurie Wessels 曾负责建立和开发 Bauba Resources 
Ltd 公司的铬矿项目，而位于在Bushveld层状侵入体的这家公司已是一家正在生产的铬矿
公司.

◆两位董事都具有实际的当地运营矿山及运输出口矿产经验，所以对公司快速推进项目
的计划非常有利. 

◆此外，Nico也在营销和交易各种矿产（包括商谈承购协议）中拥有丰富经验.

◆Nico在过去25年里在南非共同创立及经营了5座矿山.

23

实际的采矿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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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 | 专家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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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聘请的专业顾问

METS South Africa (Pty) Ltd 公司 (
南非)

流程设计和成本核算

ENC Minerals (Pty) Ltd 公司 (南非)
冶金试验设计和管理

Sound Mining (Pty) Ltd 公司(南非)

工程，矿山规划和设计
Red Kite Consulting (Pty) Ltd 公司

(南非)

环境管理和咨询

Geoactiv (Pty) Ltd 公司 (南非)

地质学，勘探和钻探
GEMECS (Pty) Ltd 公司 (南非)

数据管理，资源建模
Mining Plus Pty Ltd (澳洲)

资源建模，矿山规划和设计
Mastermines (澳洲，香港)

营销和亚洲市场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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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 钒

25

◆库存量低，额外钒需求将如2018年
期间影响钒的定价. 

◆最近从2018年的高价下跌表示钒价
将保持高于历史平均价位水平.

Source: TTP Squared, Metal Bulletin

Vanadium (V2O5) Price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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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 钢铁和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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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90%的钒需求是用于强化钢铁和生产合金。

◆由于中国对螺纹钢和其他建筑用钢产品的标准变得更加严格后，需求将有所增加。虽然执行速度
低于预期，但检查工作将在2019年继续执行。

◆中国最近将高性能合金的生产工艺商业化，从而实现了该行业的爆发式增长。

◆轻质合金供应量在航天航空工业持续增加。所有新型波音787和空中巴士A350的飞机都使用每架
高达100吨的含钒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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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预计从今天到2050年之内储能容量
将增加到1200GW以上，并在2025年前
装置600GW. 1

◆钒液流电池将占预测装机量的15%至
25%.

◆该增长会在已供不应求的钒市场中需要
高达10,000mtV. 2

1 BloombergNEF, New Energy Outlook 2018;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8

2 Noack et. al, 2016. Techno-economic modelling of RFB Systems (Energies 
2016, 9, 627) Vanadium Flow Batteries: An In Depth Analysis. EPRI, Palo 
Alto, CA: 2007.1014836

近日，大连液流电池储能200/800MWh调峰电站

国家示范项目（一期）银团贷款正式签署。该项

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钒液流电池储能

电站。目前该项目已全面开工，一期工程计划

2020年6月30日建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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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85%以上的钒供应来自中国，
俄罗斯和南非。

◆中国国内的钒供应来源主要来自比
较污染来源（如石煤）或较低品位
的钒资源。

◆最近中国推出的严格环境排污标准
将会对未来中国许多来自石煤矿的
钒供应带来存疑。

◆因中国矿企在南非投资及开发的矿
山，南非已成为中国的主要矿产和
金属供应商。较高品质和较低运营
成本的组合显示了在南非还未开发
的优质矿山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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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This presentation has been prepared by Vanadium Resources Limited (“the Company” or “Vanadium Resources”).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presentation is a professional opinion only and is given in good faith.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to the Company and is provided to recipients on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set out in this disclaimer. The document, in whole or in part, is not to be distributed, copied or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th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Certain information in this presentation has been derived from third parties and though Vanadium Resources has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it is not accurate, reliable or complete, it has not been independently audited or verified by
Vanadium Resources.

Any forward looking statements included in this presentation involve subjective judgement and analysis and are
subject to uncertainties, risks and contingencies, many of which are outside the control of, and maybe unknown to,
Vanadium Resources. In particular they speak only to the date of this presentation, they assume the success of
Vanadium Resources' strategies, and they are subject to significant regulatory, business, competitive and economic
uncertainties and risks. Actual future events may vary materially from the forward looking statements and the
assumptions on which these assumptions are based. Recipients of this presentation are cautioned not to place undue
reliance on such forward looking statements.

Vanadium Resources makes no representation or warranty as to the accuracy, reliability or completeness of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and does not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updating any information or correcting any errors or
omissions which may become apparent after this presentation is released.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by law, Vanadium Resources and its officers, employees, related bodies corporate and agents
disclaim all liability,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and whether or not arising out of the negligence, default or lack
of care of Vanadium Resources and/or any of its agents) for any loss or damage suffered by a recipient or other
persons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use or reliance on this presentation or information.

All amounts in A$ unless stated other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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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ENT PERSONS STATEMENT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announcement that relates to Exploration Results and other technical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drilling and sampling at the SPD Vanadium complies with the 2012 Edition of the Australasian Code for Reporting of
Exploration Results, Mineral Resources and Ore Reserves (JORC Code) and has been compiled and assessed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Mr Nico Denner, the principal of GEMECS (Pty) Ltd, consultants to the Company. Mr NJ Denner is
a Fellow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South Africa (GSSA) and a member of good standing of the South African
Council for Natural Scientific Professions (SACNASP), both Recognised Professional Organisations under the JORC
Code.. Mr NJ Denner is a geologist with 24 years’ experience in the South African Mining Industry and has sufficient
experience that is relevant to the style of mineralisation and type of deposit under consideration and to the activity
being undertaken to qualify as a Competent Person as defined in the 2012 Edition of the JORC Code. Mr Denner
consents to the inclusion in this announcement of the matters based on his information in the form and context in
which it appears.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announcement that relates to Mineral Resources, including the Mineral Resources contained
within the Production Target, complies with the 2012 Edition of the Australasian Code for Reporting of Exploration
Results, Mineral Resources and Ore Reserves (JORC Code) and that has been compiled, assessed and created by
Mr Kerry Griffin BSc.(Geology), Dip Eng Geol., a Member of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Geoscientists and a Principal
Consultant at Mining Plus Pty Ltd, consultants to the Company. Mr Griffin has sufficient experience that is relevant to
the style of mineralisation and type of deposit under consideration and to the activity being undertaken to qualify as a
Competent Person as defined in the 2012 Edition of the JORC Code. Mr Griffin is the competent person for the
resource estimation and has relied on provided information and data from the Company,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geological model and database. Mr Griffin consents to the inclusion in this announcement of matters based on his
information in the form and context in which it app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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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股票代码 项目 阶段 资源类别 资源吨位 资源品位 精矿品位 资料来源

Largo LGO.TSX Maracas 生产中
已确定，已控
制，已推断

(43-101)
49.25 0.99 3.10

43-101 技术报告 26/10/2017
largoresources.com/operations/maracas-
menchen-mine

Bushveld BMN.LSE

Vametco 生产中 已控制和已推
断

187 0.78 1.98
bushveldminerals.com/bushveld-vametco/
www.bushveldminerals.com/presentations/

Mokopane 开发中 已控制和已推
断

298 0.68 1.75
Mokopane 预可研报告 2016年1月
bushveldminerals.com/technical-reports/

Britts 勘探中
已控制和已推

断
67 0.56 1.58

AIM 公司公告 16/07/2019
http://www.bushveldminerals.com/brits-
vanadium-project-2/

Vanadium 
Resources VR8.ASX Steelpoortdrift 勘探中

已控制和已推
断

612 0.78 2.18 ASX 公司公告 2019年4月16日

TNG TNG.ASX Mt Peake 勘探中
已确定，已控
制和已推断

160 0.28 1.20 ASX公司公告 2013年3月26日

King River KRR.ASX Speewah 勘探中
已确定，已控
制和已推断

4,712 0.30 2.11
ASX 公司公告 02/11/2018
21/03/2018

Pursuit PUR.ASX

Koitelainen 
Vosa 勘探中 已推断 116.4 0.28 2.25 ASX 公司公告 06/02/2019

Airijoki 勘探中 已推断 44.3 0.40 1.70 ASX 公司公告 08/03/2019

Aust Vanadium AVL.ASX Gabanintha 勘探中
已确定，已控
制和已推断

176 0.77 1.4 ASX 公司公告 26/09/2018, 19/12/2018

Technology Metals TMT.ASX Gabanintha 勘探中
已控制和已推

断
120 0.8 1.39 – 1.49 ASX 公司公告 21/06/2018

Atlantic Private Windimurra 勘探中
已确定，已控
制和已推断

235 0.49 1.26 https://atlanticptyltd.com.au/projects/windimurr
a/geology-reserves-resources

同行比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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