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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  
 

國際資源－MARTABE 礦山之季度最新情況，二零一五年第二季度營運業績  
 

香港，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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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然向市場

公佈，國際資源位於印尼的Martabe金銀礦山

之二零一五年第二季度表現之最新情況。  
 
摘要  
 
繼二零一五年創紀錄的第一季度後，Martabe
礦山達至另一良好季度。礦山和加工廠已研磨

993,000 噸入選品位為 2.81 克黃金 /噸之礦

石，產出 72,096 盎司黃金，相當於黃金年產

超過 288,000 盎司。澆鑄白銀 631,189 盎司，

相當於白銀年產超過 2,500,000 盎司。  
 
由於良好的產量以及對「Martabe 改善計劃」的持續注重，第二季度之可持續總

成本 (「AISC」 )為，以已售出黃金計，每盎司 $537。因第二季度的良好表現以

及對本年度餘下時間內的產量及成本預算的檢查，本公司二零一五年之全年指

引保持為 285,000 盎司黃金，2,300,000 盎司白銀，AISC 預算為，以已售出黃

金計，每盎司$600 至$700 之間。  
 

產量摘要 
 
澆鑄黃金，盎司 
2015 年第二季度 72,096 
2015 年第一季度 84,220 
成本，可持續總成本，$/售出盎司 
2015 年第二季度 537 
2015 年第一季度 471 
黃金均價，$/盎司 
2015 年第二季度 1,193 
2015 年第一季度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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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度內的主要事件及成就：  
 
 澆鑄 72,096 盎司黃金。  
 澆鑄 631,189 盎司白銀。  

 本季度銷售黃金及白銀所得收益達 $93,000,000。  

 本季度礦山營運成本遠低於預算，此乃由於對「Martabe 改善計劃」的持續

注重的結果。  

 根據世界黃金協會 (「WGC」 )指引，以已售出黃金計，本季度之 AISC 為每

盎司 $537。  

 
生產數據  
 
 二零一五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五年  

第一季度  

已開採礦石噸數  991,000 1,211,000 
已開採廢石噸數  2,269,000 2,006,000 
已研磨噸數  993,000 1,063,000 
黃金入選品位，克 /噸  2.81 2.96 
白銀入選品位，克 /噸  30.61 27.79 
黃金回收率，% 81.1 83.7 
白銀回收率，% 66.4 66.5 
澆鑄黃金，盎司  72,096 84,220 
澆鑄白銀，盎司  631,189 657,364 
 
營運  
 
本季度內安全總體表現保持良好，並無損失時間的工傷。  
 
本季度礦石及廢石之礦料總開採量為 3,300,000 噸，超過計劃 17%。第二季度

廢石及礦石的剝採比率高於計劃，為 2.29:1。主要原因仍為本季度較預期更為

乾旱，可額外多採廢石以加快尾礦庫建設。加工廠持續表現良好，於本季度，

黃金回收率超過計劃 3.24%，白銀回收率高於計劃 1.07%。本季度研磨產量為

993,000 噸，略低於前三個季度所達至之 1,000,000 噸的水平，此乃由於從

Purnama 東南面山頂開採的礦石十分堅硬。如上份季度報告中所述，關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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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二級破碎機的可行性研究現已完成，經董事會批准後，已聘請一位項目主

管，負責前端工程設計的下一階段。  
 
一台碎石機正於礦料堆場破碎大塊礦石。  

 
 
政府及社區關係  
 
社區和政府關係保持良好。  
 
本季度內，團隊繼續處理若干持續的許可申請，在本季度期間，或圓滿完成，

或有所進展。  
 
本公司的社會認可是本公司業務成功策略的一個關鍵部分。我們與當地利益相

關者的關係持續保持和諧，主要通過正面的溝通策略以及成功實施在健康、教

育、當地商業發展、基建改善和文化保護主要方面的社區發展計劃而實現。一

間全新的醫療診所，作為三項重大計劃中的一項，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移交給

當地政府。一座清真寺已完成建築之 90%。於巴當托魯河上的一座橋已完成建

築之 70%。所有企業社會責任計劃均遵循世界標準之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在作

為受益方的當地社區的積極參與下，以及相關政府機構的協作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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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發佈根據全球報告倡議組織指引 (4)編制的首份獨立的可持續發展報

告。該份卓越的報告可於 http://www.g-resources.com 中查閱。  
 
挑戰之一仍是從印尼國家電力公司 (印尼電力供應商 )取得合同商定之電力供

應。北蘇門答臘省目前電力短缺逾 300 兆瓦，省級政府已強烈敦促改善電力供

應，但印尼國家電力公司仍然很難保證為礦山提供電力。與此同時，電力繼續

由本公司柴油發電機廠提供。本公司繼續與印尼國家電力公司協商談判。本公

司及其顧問正考慮多種更長遠的及更具成本效益的電力供應方案。  
 
Puskesmas(一間全新的醫療診所 )已經移交給南塔帕努里行政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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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財務及企業  
 
於本季度，黃金在環球市場的價格波動於每盎司$1,165 至每盎司$1,225 之間，

本公司在本季度黃金銷售的平均價格為每盎司 $1,193。該等價格略低於本公司

之內部財務模型，但本季度期間較大的澆鑄黃金及白銀之盎司量足以彌補由於

價格因素導致的任何收益差額。  
 
根據 WGC 之 AISC 計算，Martabe 本季度成本為，以已售出黃金計，每盎司

$537，與世界業內同行相比，具有競爭力。本季度良好表現對平衡年度表現將

會起另一持續正面的影響。該等良好成本結果是由於項目的堅實基礎，以及有

利的能源成本，還有本公司對「Martabe 改善計劃」的注重，力求提高金屬回收

並降低成本，從而增加每盎司產出黃金之利潤。  
 
於本季度末，本公司持有現金、可銷售證券及投資為$462,000,000，沒有債務。

本季度及上一季度的財務數據如下：  
 
 二零一五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五年  

第一季度  

售出黃金盎司  69,600 87,346 
售出白銀盎司  589,740 719,211 
售出黃金均價， $/盎司  1,193 1,218 
售出白銀均價， $/盎司  16 17 
銷售金銀條所得款額，百萬美元  93 118 
AISC， $/售出盎司  537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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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二 零 一 五 年六 月 三十 日 ， 礦 山及 精 煉 完 成 運 出 待售 的 金銀 條 共 有 黃金

16,992 盎司及白銀 170,942 盎司。  
 
本季度資本開支 (包括尾礦庫成本但不包括勘探開支 )為 $10,500,000(二零一五

年第一季度：$8,300,000)。  
 
前四個季度之實際產量和成本數據的明細如下表所示：  
 

  二零一五  
第二季度   

 

二零一五  
第一季度   

 

二零一四  
第四季度  

二零一四  
第三季度  

黃金產量  盎司  72,096 84,220 67,425 73,153 
售出黃金  盎司  69,600 87,346 69,054 69,086 
黃金均價  $/盎司  1,193 1,218 1,192 1,273 
白銀產量  盎司  631,189 657,364 589,397 602,144 
售出白銀  盎司  589,740 719,211 531,194 707,315 
白銀均價  $/盎司  16 17 16 20 

  
 

 
  

礦山現金總成本  百萬美元  33.27 40.17 41.31 45.81 
白銀副產品   
 (附註 1)  百萬美元  

 
-8.23 -10.11 -7.23 -12.22 

計入白銀副產品後之礦

山現金成本  百萬美元  
 

25.04 30.06 34.08 33.59 

  
 

 
  

其他可持續成本  
 (附註 2)  百萬美元  

 
12.36 11.1 16.16 13.29 

可持續總成本總數  百萬美元  37.4 41.16 50.24 46.88 
銷售金銀條所得款額  百萬美元  93 118.3 91.0 101.7 

  
 

 
  

WGC – 可持續總成本  $/盎司  537 471 728 679 

 
附註：  

1.  包括資源稅及精煉成本。  

2.  包括部份企業開支、近礦勘探、可持續資本、項目可行性研究及環境治理的款項。  

 

6/10 



 
 
 

資源量、儲量及勘探  
 
繼本公司於第一季度暫停地區及近礦勘探計劃後，勘探工作於第二季度加速進

行，於 Martabe 營運附近有五台金剛石鑽機運作，於 Tani Hill 及 Tango Papa
的地區勘探區域有兩台金剛石鑽機運作。  
 
一份勘探工作及最新結果更新於二零一五年七月稍後發佈。  
 
關於 MARTABE 
 
Martabe 礦山位於印尼北蘇門答臘省的蘇門答臘島西側巴當托魯分區內 (圖
一 )。Mart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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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合約期內的所有條款、條件及

責任。  
 
Martabe 礦山鳥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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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abe 擁有資源量基礎 7,400,000 盎司黃金及 70,000,000 盎司白銀，是國際

資源集團的核心資產。Martabe 的營運產能是每年採掘和研磨相當於 4,500,000
噸礦石，年產約 250,000 盎司黃金和 2,000,000 盎司白銀。與其他環球黃金生

產商相比，成本具有競爭力。  
 
國際資源現正透過在面積廣闊且礦藏豐富的工程合約區域 (圖二 )的持續成功勘

探，力求逐漸提高黃金產量。Martabe 礦山獲得印尼中央、省級及地方政府以及

巴當托魯鄰近社群的大力支持。  
 
 承董事會命  
 國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及代行政總裁  
  趙渡  
香港，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內，「$」指「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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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驍先生、華宏驥先生

及許銳暉先生；及  
(i i)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柯清輝博士、馬燕芬女士及梁凱鷹先生。  
 
媒體或投資者查詢，請聯絡：  
 
香港：  澳洲墨爾本：  
許銳暉先生  Owen Hegarty 先生  
電話：+852 3610 6700 電話：+61 3 8644 1330 
 
葉芷恩女士  Amy Kong 女士  
電話：+852 3610 6700 電話：+61 3 8644 1330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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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Martabe 礦山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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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Martabe 工程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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