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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presentation is intended solely for your personal reference and may not be 
reproduced, redistributed or passed 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any other person (whether within or outside 
your organisation/firm) or published, in whole or in part, for any purpose. No representation or warranty 
express or implied is made as to, and no reliance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fairness, accuracy, completeness or 
correctness of the information or opinions contained in this presentation. It is not the intention to provide, and 
you may not rely on this presentation as providing, a complete or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ompany’s 
financial or trading position or prospects.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presenta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circumstances prevailing at the time and has not been, and will not be, updated to reflect 
material developments which may occur after the date of the presentation. None of the Company nor any of its 
respective affiliates, advisors or representatives shall have any liability whatsoever (in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for any loss or damage howsoever arising from any use of this presentation or its contents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presentation.  
 
This presentation includes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When used in this presentation, the words such as 
"could," “plan," "estimate," "expect," "intend," "may," "potential," "should," and similar expressions ar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Such statements involve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and no assurance can be given that 
actual results will be consistent with thes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This presentation does not constitute an offer or invitation to purchase or subscribe for any secur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any other jurisdiction and no part of it shall form the basis of or be relied upon in connection 
with any contract, commitment or investment decision in relation thereto, nor does this presentation constitute 
a recommendation regarding the securities of the Company. This presentation is not for distrib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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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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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川集团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金川国际”），是金川集团于全球各地进行矿产投资、采矿及金属贸易等海外业
务之上市旗舰公司 
 

 金川集团为金川国际之最终控股公司，于1958年创立，为甘肃省人民政府持有主要权益之国有企业，专责采矿、
选矿、冶炼、化工及进一步下游加工。坐拥全球第三大镍钴硫化物矿场，为全球第四大镍生产商及第二大钴生产
商、中国最大镍、钴及铂族金属生产商，以及中国第三大铜生产商 
 

 2013 年，金川国际完成出售非核心业务，成功转型集中经营矿产业务，以及金属相关贸易业务 
 

 

企业介绍 
 

企业简介 

 

2012 2013 2011 

出售若干澳门
物业之余下可
供出售投资 

于11月完成收购金瑞矿业投
资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包括Metorex Proprietary 
Limited100% 权益) 

出售化妆品 
及美容业务 

于香港上市 

开始粗铜、 
铜精矿贸易 

转型成为拥有大规模优质资源及储量之重要国际基本金属矿业集团， 
成为金川集团之旗舰及国际基本金属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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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orex 

位置 总部位于南非 

业务 铜、钴的开采和生产 

 
资产 

在产矿 Ruashi （75%权益），Chibuluma（85%权益） 

开发矿 Kinsenda （77%权益） 

勘探项目 Lubembe (77%权益），Musonoi（75%权益） 

资源量 矿石量 品位 金属含量 

（百万吨） （%铜）   （%钴） （千吨铜） （千吨钴） 

探明 15.3 3.41 0.79 522.9 120.8 

控制 102.5 1.49 0.19 2,541.9 197.4 

推断 64.5 2.59 0.11 1,671.5 70.8 

资源量总计 182.3 2.04 0.21 4,736.4 388.9 

储量  矿石量 品位 金属含量 

（百万吨）  （%铜） （%钴） （千吨铜） （千吨钴） 

证实 1.7 3.63 0.05 63.4 0.8 

概算 20.8 3.27 0.28 680.6 58.5 

储量总计 22.5 3.30 0.26 743.9 59.3 

刚果 

赞比亚 

Chibuluma 

Ruashi 

Kinsenda 

Musonoi 

在产矿 

勘探项 

开发矿 

标识  

Lubembe 

Metorex矿区地理分布 

总部位于南
非 

Metorex 概观 

于2013年11月完成收购 Metorex 

截止2013年6月30日止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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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财务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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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进行收购事项而采纳合并会计法 
而重列2012年比较数字 

 

• 由于本集团与金瑞于合并之前及之后均受到本公司最终控股公司之共同控制，合并金
瑞被视为受共同控制之业务合并，故本公司已使用合并会计法入账，犹如合并已于
2011年11月30日（即金瑞注册成立，且致使本集团与金瑞开始受到本公司最终控股公
司共同控制之日）进行。 

 

• 自此，本公司之综合财务报表根据合并会计法原则编制，惟不包括金瑞集团于截至
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所收购附属公司，以及本公司或金瑞集团于截至2012年及
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注销或出售之附属公司。 

 

• 因此，金瑞之综合资产及负债自2011年11月30日起计入综合财务报表，犹如金瑞已自
金瑞开始受到本公司最终控股公司控制之日起与本集团账目进行合并。因此，本公司
之综合财务报表之比较数字已相应重列。 

财务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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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摘要  

 

（百万美元） 

   

2013 2012 

(经重列） 

变动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收入 742.24 612.20 +21.24% 

毛利 109.93 109.68 +0.23% 

EBITDA 294.72 142.13 +107.36% 

汇兑净收益 190.74 41.37 +361.06% 

本公司拥有人应占期内溢利 203.88 44.84 +354.68% 

每股基本盈利（美仙） 4.69 1.05 +346.67% 

每股摊薄盈利（美仙） 2.98 0.77 +287.01% 

毛利率 14.8% 17.9% -3.11%pt 

EBITDA率 39.7% 23.2% +16.50%pt 

净利润率 28% 8% +20.00%pt 

 
• 收益增长乃由于本集团所经营矿场之铜矿销量增加及国际贸易交易量增加所致。 

 
• 毛利变动由于整体销售成本增长、支付给Metorex集团管理层及员工的薪金及工资增长

及选矿费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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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结构及营运管理 

（百万美元） 2013 2012 

(经重列） 

资产负债表                                 于12月31日 

   资产总值 2,259.9 2,202.4 

   负债总值 839.9 1,706.6 

   资产净值 1,420.0 341.9 

   借贷 246.9 92.9 

   手头现金 73.5 80.5 

   资本开支 130.4 117.0 

10 



主要财务指标 

2013 2012 

(经重列） 

负债比率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净债务/ EBITDA 0.6 0.3 

    EBITDA/ 财务成本 45.3 24.7 

    净负债与股本比率  13.2% 10.7% 

（百万美元）                                           于12月31日 

     短期借贷 196.7 72.9 

     长期借贷 50.2 34.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58.7 71.3 

     净负债 188.2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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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及利润分析  

收入 

归属于股东的净资产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总资产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综合财务报表将综合计入金瑞集团于2013年全年之财务业绩（而非自本公司于2013年11月14日

收购金瑞交割日起计算） 12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业务销售收入及溢利贡献比例 

矿业商品收入比例 

业务溢利（扣除汇兑收益）贡献比例 

业务EBITDA（扣除汇兑收益）贡献比例 

业务销售收入比例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 

贸易 
31.3% 

已出售的非核
心业务 
13.2% 

已出售的非
核心业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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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业务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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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产品产销量 

Ruashi 

34,647  

Chibuluma 
18,125 

Ruashi Ruashi 

（于2012年12月13日止年度, 集团矿业销量为44,730吨铜及3,202吨钴） 

15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 



4.企业优势及未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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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优势 

在国际上拥有大量优质金属矿
产资源 

1 

兼具高品位项目和竞争力的成
本结构 

2 

在中非铜矿带上策略性设点 

4 

凭借金川集团在技术、资本方
面的优势以及全球运营及分销
网络的强大支撑，金川国际将
成为金川集团境外矿产资源开

发的旗舰上市平台 

6 

拥有来自于在建及高级阶段勘
探项目组合所支持的强劲增长

前景 

3 

由国内外专业人士组成，经验
丰富的管理团队及强大的当地

员工基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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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优势 

       拥有大量优质金属矿产资源 

 

       兼具高品位项目和竞争力的成本结构 

 

US$ 

Chibuluma和Ruashi的现金运营成本，显著低于伦敦金属
交易所1年期期货铜金属现金结算价  

Kinsenda,Chibuluma和Ruashi是世界上品位最高的铜矿床
之一, 与全球十大在产铜矿(按产量)相比有更优质的铜品位 

全球十大
铜矿平均 

Chibuluma南矿
(包括 Chifupu) 

Kinsenda Ruashi 

成为拥有大规模优质资源及储量的重要国际基本金属矿业
集团，受惠于全球经济对铜的需求增长及强劲的市场前景 

资料来源：ICSG、各公司年报等公开信息、合资格人士报告（2013年8月30日）、London Metal Exchange截至2013年12月5日铜期货价，公司信息和Datastream  
注1.截止2013年6月30日止6个月，现金运营成本包括矿场成本、矿场外成本、管理费和矿权使用费；2.交易数据截至2013年11月5日止 

在产 
在建 
高级勘察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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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优势 

于中非铜矿带上策略性设点，有助物色可提升价值的勘探、
开发及收购机会 

具有运营、开发及勘探项目组合将为扩大后的金川国际提
供长期增长潜力 

截止2013年6月30日止6个月 
资料来源：公司信息，相关公司的年报及公开信息  

        

在产项目 

•Ruashi - 铜钴矿,寿命10年 

•Chibuluma(包括Chifupu) - 铜矿,寿命 6.5年  

在建项目 
•Kinsenda - 铜矿,寿命10.5年 

勘探项目 

•Lubembe - 铜矿,寿命20年  

•Musonoi - 铜钴矿最终可行性研究正在进行中，
而划分储量的研究预计在2014年内完成 

进一步收
购机会 

 

•利用其在中非铜矿带的战略地理分部、对本地
的深入了解和行业专业实力，以及在本地业已
建立的业务覆盖，持续寻求和评估勘探、收购
和扩张机遇 

 

中非铜矿带蕴藏部分全球最大的铜钴矿床, 

铜矿产储量占全球十分之一以上, 

钴矿产储量占全球三分之一以上... 

 

 

...因此国际矿业集团云集 

 

拥有来自于在建及高级阶段勘探项目组
合所支持的强劲增长前景 

3.        在中非铜矿带上策略性设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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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优势 

       由国内外专业人士组成，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及强大的当地员工基础 

 

 
 
 
 
 
经验丰富的 
管理团队  

扩张后的金川国际计划保留Metorex的高级管理团队，并且团队将继续负责日常管理及运营决策  

 
张三林：金川国际董事会副主席、 
 执行董事，20余年行业经验  
黄德铨：金川国际首席财务官兼公司秘书 
 Peter J Dineen：金川国际高级副总裁， 

20多年矿产品国际贸易经验  
 John Ferreira：Metorex行政总裁  
 
  
 

张忠：金川国际执行副总裁、 
执行董事。 20余年行业经验  

陈德信：Metorex董事会主席， 
19年矿业工作经验  

Michael Benfield：Metorex首席财务官  
 

 

 
杨志强：金川国际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金川集团董事长，30余年行业经验  
 

• 高级管理团队融合了中国及国际上具有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的管理人员 

• 团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及赞比亚有丰富的实地采矿经验，拥有与当地政府及相
关机构成功合作的行业知识、技能及关系网络  

• 在多个采矿业务及运营领域（勘探、矿区设计及建设、采矿运营、矿物销售
及营销）具有丰富的技能及经验  

• 拥有整合国际业务和管理多元文化的丰富经验 

• 刚果民主共和国及赞比亚大部分雇员来自本地，将为集团提供关于本地文化及新
市场进入者竞争优势的深刻认知  

• 对涉及技术、工作相关经验及安全、健康、环境及社区问题相关知识的员工培
训项目投入非常重视  

5. 

实力强大的 
本地员工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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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优势 

凭借金川集团在技术、资本方面的优势以及全球运营及分销网络的强大支撑，金川国
际将成为金川集团境外矿产资源开发的旗舰上市平台 

资料来源：公司信息 注： (1) 截至2013年3月31日; (2) 截至2012年12月31日 

金川集团 金川集团对扩张后金川国际的支持 

 
增长机会  

 
市场进入  

 
技术和管理 

支持  

 
财务支持  

• 有望未来在基础金属行业并购机会下共同合
作并获得支持 

• 集团能在获得中国政策性银行贷款方面提供
支持  

• 协助Metorex获得过桥贷款的保证条款  

• 接触到金川集团在中国和全球覆盖广泛的营
销和分销网络  

• 与金川集团协定铜和钴产品的长期出售协议  
• 与其他中国国有基本金属客户的广泛关系  

• 技术专业知识以支持公司发展  
• 评估投资机会的战略眼光  

 
 一家全球知名的采、选、冶、化、深加工联合配

套的跨国矿业集团  
• 主要致力于矿业开发，生产镍、铜、钴、铂族

金属  及化工产品，有色金属深加工产品和材 
• 全球第2大钴生产商  
• 全球第4大镍生产商  
 

 强大的财务能力，主要财务数据：  
• 总资产(1): 1,207亿元人民币  
• 2012年总收入(2): 1,512亿元人民币  
• 2012年营业利润(2)： 13亿元人民币  
• 2012年净利润(2): 10亿元人民币  
 

 丰富矿产资源 
• 在超过24个国家或地区已开展了有色金属矿产

资 源方面的发展及合作 
• 有17个外国矿业公司的股东 
• 完成了20个项目的投资，投资总额达25亿美元 
• 拥有10个海外控股子公司和驻外机构 
• 在全球获得62个探矿许可证，在境外拥有资含

镍量过100万吨、含铜量过400万吨、含钴量过
15万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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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计划 

达到卓越的运营、
安全、环境保护及
社区关系（“SHEC”） 

继续优化 
现有经营 

开发高级勘探项目， 
评估运营矿场 

发展潜力 

继续发展集团的矿
产及金属交易业务  

继续展开收购和 
扩张机会 

 对SHEC赋予最高优先级 
 继续执行及改善SHEC方案及管理好现在运行中的方案  

 提高采矿运营效率 
 稳定电力供应   
 新发电机和大多数配套设备已交付予Ruashi矿场，并已于2013年8月到位 

• 目前电力供应能力：Ruashi矿业公司，自2013年2月投入运行租赁之柴油发电机，已
将电力供应能力提高到99.8%  

 Kinsenda矿：2013年4月开始开发，预计2015年第一季度首产 
 继续其他项目的勘探和开发:  

• Musonoi正在进行最终可行性研究 
• Chifupu完成了可行性研究并开始了开发 
• Lubembe完成了先期可行性研究，处在勘探阶段 
• Chibuluma Central开始勘探 
• Ruashi Mine：进行硫化矿开发延长矿山寿命 

 利用金川集团和Metorex现有的关系来寻求收购的机会 
 成立勘探与开发部以发掘勘探、收购及扩张的机会 

 整合上游采矿加工业务和金属交易业务 
• 更多的市场情报 
• 收入来源多样化 
• 更多发展机会 

22 



增长策略 

成为海外矿业融资及营
运旗舰平台  

积极收购海外矿业资产  

优化收购后的矿业资产，
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平台 

短期目标 

中期目标 

長期目标 

23 



资本开支 

2013、2014及2015年资本支出 

US$229.2m 

US$71.9m 

 已于2013年4月开始
主要建设，并设计
在2015年第一季度
投产 

 用于增进已有设施
的运营效率，替换
采矿设备 

 用于增进已有设施
的运营效率，替换
采矿设备和地下开
发 

US$130.4m 

Kinsenda Ruashi Chibuluma Chifupu 

 用于矿的开发 
 Chifupu的开发将可

以将Chibuluma南矿
的矿龄延长至2019
年 

24 



2014年产量目标 

                             产品 
 

营运矿场 

铜（吨） 钴（吨） 合共（吨） 

RUASHI矿场 38,017 4,471 42,488 

CHIBULUMA 南矿 18,371 / 18,371 

合共（吨） 56,388 4,471 6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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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5. 答问时间 

 

26 



6.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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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ashi  

• 邻近刚果（金）加丹加省省会卢本巴希 

• 露天采矿法，结合卡车和掘进机进行开采 

• 产品为阴极铜和氢氧化钴 

• 于2007年投产 

资源量  

优势  

• 营销 
以招标方式与客户订立承购协议                                          
阴极铜市场需求旺盛 

• 基建                                                                                         
两条状态良好道路可达，并由中国承建商升级                                                                  
水资源供应充足 
获赞比亚供电，拥有足量发电机，变电站升级 

• 综合措施提高作业效率 

Ruashi 露天矿山 

流程概览 

纯电解铜 
（伦敦交易所A级品味） 

通过包销协议将50%的
产量出售给嘉能可国际
公司，其余50%的产量
出售给国际大宗贸易公

司MRI Trading AG 

氢氧化钴 

通过LOM 报
销协议全部
出售给金川
集团和/或其
附属公司 

 

矿石量 品位  含金属量 

矿产储量  (百万吨) (%铜)  (%钴)  (千吨铜) (千吨钴) 

探明 0.7 4.71 0.26 34.7 1.9 

控制 18.6 2.15 0.38 400 70.2 

推断 14.0 2.08 0.21 290.4 29.4 

总计 33.3 2.18 0.30 725 101.4 

 
   露天开采  

 
铜溶剂萃取- 
电积法(“SX-

EW”)  

*截止2013年6月30日止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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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buluma
南矿   

• 位于Kalulushi镇13公里、基特韦（赞比亚其中一个都
会及工业中心区）以西12公里，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以
北约300公里之地下矿 

 

• 产品为铜精矿 

资源量  

优势  

• 营销 
每年所有铜矿皆售予赞比亚的Chambishi Copper 
Smelter(“CCS”) 

• 基建 
距机场跑道8公里，有道路连接 
充足的水资源和电力资源 

 分层充填开
采及深孔开
采法 

 精矿设别处
理硫化铜矿 

 通过每年一
签的承购协
议，将全部
产量售予
CCS 

 金川国际从
CCS购入粗
铜用于其矿
和金属贸易
业务 

Chibuluma South矿山和Chifupu矿床 

矿石量 含金属量 品味 

矿产储量  (百万吨) (千吨铜) (%铜) 

探明 1.6 — 63.8 — — 3.99 

控制 1.2 1.3 52 34.8 2.68 4.34 

推断 0.7 0.9 31.9 21.7 2.41 4.55 

总计 3.5 2.2 147.7 56.5 2.57 4.22 

合计 5.7 3.58 204.2 

Chibuluma南矿 Chifupu矿床 

流程概览 

采矿和选矿 

铜精矿 

粗铜 

截止2013年6月30日止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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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场发展及勘探 

Kinsenda  

 

Musonoi 
Est 

  

Lubembe   

 位于刚果（金）加丹加省南之改扩建地下

采矿，距离赞比亚边境约5公里 

 全球最高品位的铜矿床之一 

 已于2013年上半年完成可行性研究 

 位于刚果（金）矿镇科卢韦齐外围 

 会使用深孔空场采矿法和分段空场采矿法

开采 

 可行性研究建议该矿的最佳采矿量为每月

7 万吨原矿，可支持10年的开采 

 位于刚果（金）之未开发矿地 

 座落于Kinsenda 项目东南面25 公里及

Kasumbalesa 方圆50 公里范围内 

 会使用大型露天矿开采法开采 

 在计划的开采量为每年360 万吨的情况下，

矿场开采年限预计为20年 

吨位  品位  含金属量 

矿产储量  (百万吨) (%铜)  (千吨铜) 

探明 0 0 0 

控制 13.5 5.25 711.1 

推断 7.5 5.96 445.6 

总计 21 5.51 1,156.60 

矿石量 品位  含金属量 

矿产储量  (百万吨) (%铜)  (%钴)  (千吨铜) (千吨钴) 

探明 13 3.27 0.92 424.4 118.9 

控制 13.9 2.36 0.92 328.2 127.2 

推断 4.8 2.52 0.87 120.6 41.4 

总计 31.7 2.76 0.91 873.20 287.6 

矿石量 品位  含金属量 

矿产储量  (百万吨) (%铜)  (千吨铜) 

探明 - - - 

控制 54 1.88 1,015.80 

推断 36.6 2.08 761.4 

总计 90.6 1.96 1,777.20 

截止2013年6月30日止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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