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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sources Group Limited 
國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51)  

 

公佈  

國際資源－MARTABE 金銀礦項目之季度最新情況 

 

國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051 －  以下稱「國際資源」或「本公司」）欣

然報告，自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九日發表上一份項目最新情況報告後，持續取得重大進

展。概要如下：- 

 

建設工程： 

  Leighton Asia 已於二零一零年十月獲批處理廠土方工程合同及開始工程動工，處

理廠道路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中開通，而土方挖掘及運輸則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中開始。尾礦庫設施建設工程預期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動工；  

  Leighton Asia 已進駐五隊採礦設備及車輛，進行處理廠土方工程及礦山開發工

程；及  

  正在進行中的工作  - 包括興建運輸道路、建設工程的前期剝離、處理廠主要土方

工程及尾礦庫設施前期工程。另外兩隊施工隊伍將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初進駐。  

 

設計及工程：  

  工程、採購及建築管理承辦商 Ausenco Limited 已完成逾 85%工程設計；  

  尾礦庫設施的土方工程設計以及沿壩牆中線的清理工作已告竣工，尾礦壩更大面積   

範圍的工程行將動工；及  

  已收到印尼 Minister of Public Works 對尾礦庫設施的正式批准。  

 

一般事項：  

  項目現僱用逾 1,200 名僱員及承辦商於 Martabe 礦山從事工程建設、營運及探礦

工作；  

  國際資源的自身項目管理團隊現已全面組建；及  

  營運團隊的主要職位已作委聘，包括選礦經理、採礦經理、商業經理及供應鏈經

理。  

 

勘探及資源： 

  Ramba Joring 資源最新資料已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發表；  

  於期內探明一項新的黃金成礦帶 - Horas，首個結果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

公佈；及  

  礦區現有五台鑽機持續進行勘探鑽孔工作。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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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 

 

目前項目工程設計已完成逾 85%。位於布里斯班市的工程設計辦公室已開始調整人

力資源，預期將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底完成整體設計。  

 

尾礦庫設施壩體及所有土方工程的最終設計已告完成。目前主要工作是在

Martabe 準備開始建設尾礦庫。  

 

Minister of Public Works已批准尾礦庫設施的設計及建設。  

 

2. 合同及建設進度  

 

誠如過往公佈，為期五年半的採礦合同已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六日批授予

Leighton。鑒於早期採礦工程、處理廠土方工程以及尾礦庫設施之間存在較大協

同效益，Leighton 亦獲批授處理廠土方工程以及尾礦庫設施的合同。  

 

Leighton 已進駐五隊採礦團隊以及其他設備至 Martabe 金銀礦項目工地(見本公

司網址 www.g-resources.com 的照片)，而尾礦庫設施建設工程團隊亦即將抵達。 

 

多項土木工程持續進行，當中包括全面開通尾礦庫設施道路、爆破品倉儲及裝配

場地的完善工程、連接基建設施道路、全面開通處理廠道路以及處理廠主要土方

工程施工。  

 

營地及食堂設施已告完工，而 Leighton 本身有關採礦合同之長期營房設施亦已完

成，並已進駐使用。  

 

Duta Graha Indah (「DGI」)亦已獲批授有關開發駐營住宿設施第三階段及完工

階段的土方及道路工程以及水源引流設施的建設工程。目前 DGI 亦獲批授設計及

建設沉積壩控制設施的設計及建設工程。  

http://www.g-resour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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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時間表 

 

項目仍然按照預定時間進行以達到首批金銀條於二零一一年第四季產出的目標。  

 

邁向生產首批黃金的重要里程碑：  

 

採礦合同   尾礦庫   

Leighton 亞洲獲批採礦合同  2010 年 8 月  已批出尾礦庫建設合同  2010年 11月  

首批卡車已到達礦場  2010 年 8 月  尾礦庫一期工程完工以接收尾礦  2011年 11月  

開始建設運料道路  2010 年 10月    

開始移除覆蓋岩層  2011 年 6 月    

首批已開採礦石運到儲礦堆  2011 年 8 月    

黃金及白銀加工廠   工程   

已批出主體土方工程合同  2010 年 10月  已完成 75%的工程及設計  2010年 12月  

注入首批混凝土  2011 年 3 月    

批出鋼筋、機械和管道安裝合同  2011 年 4 月    

批出電機及儀器安裝合同  2011 年 5 月  勘探及資源   

半自磨機運抵礦場  2011 年 5 月  新的勘探及鑽探結果  2010 年 9 月  

礦石初級破碎機運抵礦場  2011 年 8 月  更新資源報表  2010年 10月  

樹立起碳浸煉金加工罐  2011 年 10月  更新儲量報表  2011 年 2 月  

開始加水試運行  2011 年 11月  
將不斷公佈勘探結果。  

 

首次產出黃金及白銀  2011年 12月   

 

4. 勘探及資源  

 

Ramba Joring 的新資源量報表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公佈。明顯地，此資源

量報表將 Ramba Joring 的 90%資源由「推測」類別轉為屬於更高信心的「推定」

類別。Ramba Joring 目前的總資源為 1.23 百萬盎司黃金及 5.02 百萬盎司白銀，

其將大幅增加礦山服務年限。有關 Ramba Joring 的礦產儲量報表的工作現時正

在進行中。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本公司公佈毗鄰礦山的新礦帶 Horas 的首個勘探結

果。此新探明礦床區內的三個鑽孔得出重大結果：- 48.2 米@ 3.14 克黃金／噸、

22.6 米@ 1.25 克黃金／噸及 29.2 米@ 1.27 克黃金／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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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Martabe 之勘探工作繼續於本公司 1,639 平方公里的工程合約區域內進行。現

有五台鑽機於Martabe運作，正完成 Tor Uluala的資源界定工作及 Ramba Joring

及 Horas 的勘探工作。所有區域均發現令人鼓舞的蝕變及潛在成礦，惟仍等待化

驗結果。有三個分區勘探項目的鑽探目標已經被界定，現正進行鑽探的準備工作。 

 

5. 人力資源 

 

於過去三個月已聘請部分主要人員，包括高級採礦經理 Noel Rollo 先生，彼具有

逾 25 年礦業經驗，包括於亞洲(與 Martabe 有類似環境)的工作經驗；高級選礦經

理 Alan Downham 先生，彼具有逾二十年經驗，尤其是在黃金加工廠運營及黃金

加工廠試運營階段；高級商業經理 Chris Stephenson，彼具有逾二十五年經驗及於

亞洲礦業具有逾十年經驗(包括最近四年於印尼)；及供應鏈經理 Des O’Hare 先

生，彼具有逾二十年建築及礦業經驗及於印尼具有逾十年礦業經驗。   

 

在 Graeme Walsh 先生(其委任已於上一份季度最新情況中公佈)的領導下，本公

司亦已於 Martabe 全面組建了公司自身項目管理團隊。  

  

關於Martabe 

 

Martabe金銀礦項目位於印尼北蘇門答臘省之蘇門答臘島西側巴當托魯分區內（圖一

和圖二）。該項目乃根據一九九七年四月訂立的第六期工程合約（「工程合約」）而確定。

工程合約界定國際資源及印尼政府在合約期內的所有條款、條件及責任。Martabe的

資源量包括650萬盎司黃金及6,600萬盎司白銀，為國際資源集團的核心資產及業務啟

動項目，在此基礎上建立以亞太地區為重心的世界級黃金公司。Martabe金銀礦項目

仍在興建中，預期二零一一年年底投產，以預測之低現金成本每盎司黃金280美元，

年產黃金25萬盎司及白銀2至3百萬盎司。國際資源現正透過勘探面積廣闊且礦藏豐富

的工程合約區域，以及收購其他優質黃金資產，力求將產量迅速提高至每年超過1百

萬盎司黃金。Martabe金銀礦項目獲得印尼中央、省級和地方政府以及巴當托魯鄰近

社群大力支持。   

 承董事會命  

 國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Peter Geoffrey Albert  

香港，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本公司不保證上述中文譯文的完整性及準確性，一切以英文稿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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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 (i)本公司執行董事趙渡先生、Owen L Hegarty 先生、Peter 

Geoffrey Albert 先生、馬驍先生、華宏驥先生、許銳暉先生及關錦鴻先生； ( i i)本公

司非執行董事徐正鴻先生；及 (i i i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柯清輝先生、馬燕芬女士及

梁凱鷹先生。  

 

媒體及投資者查詢，請聯絡：  

 

香港：  墨爾本： 

 

Leeanne Chan 女士  Hongbing Li 女士  

電話： +852 3610 6726 電話：+61 3 8644 1300 

 

許銳暉先生  Owen Hegarty 先生  

電話： +852 3610 6700 電話： +61 3 8644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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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Martabe 金銀礦項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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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Martabe 金銀礦項目平面圖：顯示一號礦區(Purnama)、Barani 礦區、現有

進出道路和計劃基建設施。  

 

 

PURNA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