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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演示文稿归贵州九兴红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九兴”或“公司”）所有，仅供九兴的潜在投资机构内部

使用（包括这类公司的子公司，简称”客户“），以协助客户了解九兴及九兴所属的该预投产重晶石-萤石矿的

情况。

➢ 本演示文稿仅供讨论所用，须与九兴做出的说明一同视为一个整体作为参考之用，如未得到九兴的书面同意，客

户不得向任何其他机构或团体披露本演示文稿用作其他目的。

➢ 九兴承诺本演示文稿的所有基础材料都是基于现阶段对公司的规划和已完成工作所得结论，本演示文稿的所有信

息不能作为判断后期生产经营结果的依据。

➢ 本演示文稿不包含评估任何交易或事项可能需要的所有信息，也不构成任何交易或事项的建议。任何接受这些材

料的机构和个人都应独立分析本文稿提及的事项。

免责声明



【纯】李家山重晶石含钡量高达97%，产品主要应用于涂料、
化工和钡餐等领域，产品附加值高；

【稳】矿体位于缓坡地形，矿床、工程和环境地质条件稳定，
平硐开采；

【通】极佳的地理位置，靠近主要公路和水运码头；

【易】开采条件好，选矿产能配置充足，产品易洗选加工；

【富】矿体稳定且规模大，地面2-3km长均可见矿，已有储量
超过50万吨，矿权范围内及周边地区找矿潜力大；

投资亮点

【证照全】

已经顺利开工建设，投资风

险低；

【出口顺】

已打通欧盟、日韩等地的销

售渠道，投产后能实现稳定

现金流；

【团队强】

经验丰富的生产管理团队和

董事会，矿产未来发展可期。

【IPO规划】

公司股东具有丰富的初级矿

业公司赴澳大利亚上市经验，

九兴已规划赴澳上市。



◆ 贵州九兴红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于2014年01月15日。

◆ 2014年7月9日，贵州九兴红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公开挂牌方式

取 得 堰 塘 乡 李 家 山 重 晶 石 矿 采 矿 权 ， 采 矿 许 可 证 号

C5222002015076130138863.

◆ 矿山建设中，产品出口贸易顺利进行。

◆ 公司股权结构清晰，经营合法，无任何税务问题和法律纠纷。

公司介绍



• 本项目位于贵州省德江县堰塘乡民主村，距离高速路德江站和县城约5公里，德江县有规划的铁路，水泥公路直

通矿区，矿区内植被不发育，为半耕半荒碳酸盐坡地，地形较缓，矿权范围内无构、建筑物压覆；

• 最近的10kv变压器距离工业场地直线距离约1.7公里；

• 当地水资源丰富，生产、生活用水可就近获得；

• 公路运输距离德江县乌江共和港码头约20公里，方便产品经水路外运到沿海港口（出口）；

项目位置



已备案资源量

块段 资源类别 倾角（°） 厚度（m） 矿石视密度（t/m³） BaSO4品位（%） 矿石量（万吨）

Ⅰ 333 75 1.52 4.10 85.65 15.56 

Ⅱ 334 75 1.19 4.10 87.41 35.52 

合计 333+334 75 1.36 4.10 86.53 51.08

说明 资源量核实详见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国土资源局委托贵州天辰地矿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做的普查报告。

丰富的资源量



由于地质报告的限制，备案储量51.08万吨，而深

部资源尚未得以有效控制，保守估计，本矿山的重

晶石资源量超过100万吨，且深部埋藏有品

质好的萤石资源，此观点得到很多地质专家的一致

认可。

资源潜力可观



项目 合计 SiO2 Al2O3 Fe2O3 CaCO3 CaF2 BaSO4 白度 比重

单位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度 t/m³

均值 97.353 0.600 0.587 0.167 0.398 2.540 94.664 91.000 4.170 

BaSO4＞90均值 98.015 0.697 0.158 0.047 0.362 0.745 96.007 93.000 4.310 

一般化工指标 合计＜5.00 - 83.000 - -

说明 资源品质核实详见西南冶金地质测试中心的相关测试报告。

李家山矿的资源品质情况



全球重晶石资源丰富，但品质不高。多数以钻井级为主，涂料级、化工级等高端应用的重晶石矿数量有限。

全球重晶石生产国家总共有40多个，能够满足涂料级、化工级、刹车片级、钡餐级等中高端应用的重晶石多数产自中国。

全球重晶石储量分布，数据来源：USGS

2014-2018年全球主要重晶石生产国数据数据来源：USGS

全球重晶石资源情况和主要生产国的产量



2012-2018年中国产量与出口量对比

◆ 中国重晶石以出口为主，流向主要是美国和欧洲。中国

是全球最大的重晶石生产国，据最新的USGS数据2018

年中国重晶石产量维持在320万吨。

◆ 中国和美国分别是全球重晶石最大的供应国（生产国）

和需求国（消费国），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原矿和钻井级

重晶石数量占进口总量的73%。

◆ 欧洲聚集了全球最大的涂料、聚合物、汽车生产商，因

此未来可能会继续成为全球最大的非钻井级重晶石消费

区。九兴红光矿业的重晶石产品主要定位涂料级、化

工级、刹车片级、钡餐级等中高端应用，目标市场以

欧洲、日本、韩国为主。

2014年后，主要重晶石消费国的消费量持续增长

全球重晶石贸易形势



2008-2018年全球涂料&面漆行业产值统计（世界涂料产业发展报告） 2019-2024年全球涂料&面漆行业产值预测（世界涂料产业发展报告）

◆ 重晶石粉具有的高比重、高填充性、惰性以及低凝聚性，在涂料和面漆上应用广泛。

◆ 全球涂料需求持续增长，必将带来涂料级重晶石需求增长。

全球涂料需求持续增长



2012-2018年全球汽车消费量（公开资料，智研咨询整理）2019-2022年全球汽车预期消费量（公开资料，智研咨询整理）

全球的汽车产量和需求量均稳健增长，发展中国家的汽车需求增长旺盛，尤其是中国作为最大的

汽车生产国和第二大的汽车消费国，未来的需求值得期待。

刹车片级的重晶石应用，也将保持同步增长。

全球汽车需求持续增长（刹车片级应用市场前景好）



全球纸张&纸板消费量统计表

高品质的重晶石粉可用于白板纸、铜板纸（主要的涂

布印刷纸）的填料和涂布填料，以提高白度，提高表

面覆盖率。

伴随造纸产能和需求量的增长，造纸用的重晶石也必

然随之增长。

全球造纸行业消费持续增长



2012-2022年全球平板玻璃市场规模及预期

重晶石在玻璃生产中，被大量用作去氧剂、澄清剂、助熔剂，可以增加玻璃的光学稳定性、光泽和强度。

玻璃需求的增长将带来玻璃应用的重晶石需求增长。

全球平板玻璃市场持续增长



采矿证 安监局开工令 环评 其余建设准备 基建期 生产期

李家山 √ √ √ √ 2019 2019-2027

备注：2019年2月28日李家山矿开始基建，按计划基建开始3个月后，开始产出矿石。李家山矿备案矿石储量为51.08万吨，按照

0.75的采出率，可采出38.31万吨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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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山矿拟定的开发策略(基于51.08万吨备案储量)



优秀的管理和经营团队是贵州九兴红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一直保持领先优势的核心，我们的团队具有管理、

技术、经营、贸易等与矿山全产业链相关的专业人士，同时，我们的团队成员不仅有国内实践的扎实作风，

而且还一直坚持以国外矿业发达国家的高标准作为工作的准则。

管理和经营团队

孙国敏，非执行董事

• 孙先生是泰戈特（北京）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具有近40年的工

程设计、工程总承包、项目运

营管理经验，在国内外矿业全

产业链有着非常丰富的资源。

黄恒，非执行董事

• 黄先生从事矿业技术服务以及

国际矿业项目工作超过14年，

北京浩沃特矿业技术有限公司

（HOT）的创始人兼董事长，

国际矿业合资格人。对矿业项

目的投资和开发，国际市场运

作、矿产品国际贸易有深入的

理解和人脉。

余能俊，董事会顾问

• 余先生具有30多年的地质和采

矿经验，国际矿业合资格人，

曾经担任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

天府矿业公司总工程师、成都

地奥矿业能源公司总工程师、

发改委煤炭立项评审专家，是

业界知名的理论与实践俱佳的

矿业专家。矿业经验从勘探、

开发建设、运营，直至闭坑。

刘强，监事

• 刘先生，国际矿业合资格人，

选矿工程师，先后在老挝、新

疆、苏丹、肯尼亚、坦桑尼亚

等国家和地区参与或主持过多

个矿业开发项目，在矿业咨询、

尽职调查、项目筹备和运营上

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管理和经营团队

• 韩先生毕业于内蒙古科技大学矿山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先后在徐州铁矿、北京浩

沃特等公司从事销售和技术服务工作，2016年10月开始入驻李家山矿，具有丰富的组织协调

和项目管理经验。
韩雪冰，CEO，董事

• 何先生，采矿高级工程师，30年的工作经验，在矿业工程技术、生产管理、安全管理上有着

丰富的实践经验，加入九兴之前，是贵州某地安监局的安全管理专家。何理，矿长

• 涂先生长期从事投资工作，对国内外金融市场及大宗商品行情较为熟悉，长期关注国内经济

市场走向。投资领域包括重晶石、金矿在内的多个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具有多个成功投

资的案例和实际运作经验。
涂伟，董事

• 叶先生具有十多年的销售经验，加入九兴前，长期从事矿山项目管理，对矿山管理和矿产品

销售有着成熟的经验，在云贵川等地建立了生产-加工-销售-物流的成熟网络，目前主要的客

户资源来自于欧美、中东和日韩。
叶亮，销售总监



主要股东背景及股权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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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浩沃特矿业技术有限公司，一家年轻但快速发
展的矿业技术服务提供商和矿山项目承包商，已成
为全球矿业技术服务的领军企业，公司的工程设计
和高标准的矿山采选装备已获得英美资源、嘉能可、
力拓、蒙古能源、神华集团、韩国矿业等国际顶级
矿业公司认可，服务遍及赞比亚、刚果金、墨西哥、
印尼、蒙古国、澳大利亚等全球主要矿业国家。

孙国敏先生，近40年的矿业工程设计、总承包、项
目运营管理和矿业投融资经验，在国内外矿业全产
业链有着非常丰富的资源。其占据控股和重要股东
地位的工程公司、设备公司、投资机构有数十家，
是国内知名的矿业企业家。

陈姝霓女士是青岛中盈基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管理合伙人，成都霓品珠宝有限公司的创始

人，曾就职于五矿经易期货有限公司,在运作初级矿业公司IPO,市值管理，期货交易,风控等方

面都具有丰富经验。

涂伟

孙国敏

北京浩沃特矿业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小黑宸科技有限公司

蒲元英

陈姝霓

张道国



产品定位：中高端市场

钡餐级化工级

涂料级重晶石粉，硫酸钡含量
95% 白度91%，细度2000目，

出厂价1700元 /吨。

涂料级

用作塑料，橡胶等化工填料。
硫酸钡含量94% 白度88%，
细度3000目，比重4.3，出

厂价2000元 /吨。

钡餐级重晶石粉，用作造
影剂。硫酸钡含量97% 比
重4.3，出厂价125元 /千

克。



李家山重晶石矿床主要产于奥陶

系下统桐梓红花园组(O1
t+h)的灰

岩地层中，矿脉两侧围岩均为中

至厚层状灰岩及少量白云质灰岩，

岩石致密坚硬，其接触面清楚稳

定，呈突变关系，围岩稳定性良

好；

矿体受控于北西向张性裂

隙，呈陡倾斜赋存，矿石

结构构造简单。工程地质

条件属简单类型，对矿床

的施工及开采有利；

矿体位于当地最低侵蚀基

准面以上，水文地质条件

简单，无水害等致灾因素；

区域地形为缓坡，出露地

面均为灰岩，无地质灾害

等致灾因素。

资源开采条件



采矿方法

◆ 矿体平均厚度1.36m，平均倾角75°。

矿体顶、底板均为中至厚层状灰岩及

少量白云质灰岩，岩石坚硬、抗风化、

抗氧化能力强，矿体底、顶板稳定性

好。

◆ 根据矿体厚度、产状特征等具体实际，

本着充分开发与合理利用矿产资源的

原则，李家山矿选择了最适宜的采矿

方法——浅孔留矿法。

◆ 备注：当局部岩石或破碎地带硬度系

数未达到规定的要求时，采用金属支

护或锚喷



2013年开始

勘探工作

2013年12月

完成普查报

告

2014年7月

获得采矿证

2016年8月

底完成老股

收购，准备

开发

2017年3月

获得安监局

开工令

2018年6月

获得环评

2018年10月

获得临时用

地等开工建

设前所需手

续

2018年12月

完成工业广

场及掘进标

段的供应商

评审

2019年2月

28日

开工建设

开工仪式

李家山矿里程碑



◆ 九兴与矿区附近重晶石加工厂建立了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加工厂地理位置优越，设备齐全，加工能力强，加工产品质量满足

国内外客户要求。该加工厂拥有先进的超微细粉生产技术设备，加工厂集破碎，洗矿，磨矿，质检，物流于一体，服务完善。

加工厂磨粉能力充足，可按具体的粒径要求订制5000目以下的白重晶石粉。

◆ 此外，公司亦有规划在德江共和码头附近的工业园合作建设选矿厂-磨粉厂。正在积极与德江县招商引资主管部门沟通投资

事宜。

合作选矿厂及自建规划



1. 跳汰选矿回收率按照保守数据75%进行计算；

2. 本项目规划建设选矿厂，该经济预测不包含选矿后的附加值；

3. 基于本表中所列的预测成本估算，每年净利润为13,769,287

元；

4. 本表净现值，资金利息按照按照10%进行计算；

5. 若资金利息按照8%为变量计算，则净现值为73,824,252 元；

若资金利息按照12%为变量计算，则净现值为63,119,092 元

矿山运营参数一览

生产数据 财务数据

矿山总资源量（吨） 510,800 净现值(元） 68,169,510 

原矿产能（吨/年） 50,000 选矿加工费（元/吨） 50.00 

精矿产能（吨/年） 37,500 粗精矿价格（元/吨） 500.00 

服务年限（年） 7.66 
静态投资回收期

（年）
0.40 

采矿成本（元/吨） 82.82 静态总利润（元） 100,001,357 

说明：

本经济分析的产品定位仅为钻井级别，若按照化工、涂料或钡餐级别的进行预测，净现

值和利润将大大增加。

基于每年净利润预测（简单跳汰后销售）



1. 产品价格预测值相对保

守，从计算表中可以得出，

无论跳汰简单处理与否，

产品价格每吨上浮50元，

其净现值即可增长1000万

元左右；资金利息选择的

数值相对保守；

2. 本项目的证照齐全，已

于2019年2月28日正式开

工建设；

3. 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生

产经营管理团队具有丰富

的矿业全产业链从业经验；

4. 施工单位在当地的从业

经验丰富，专业基础扎实，

具有很强的安全意识和进

取精神。

风险控制



贵州九兴红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在项目投产之后，赴澳洲IPO。主要原因有：

赴澳大利亚上市规划

1. 澳大利亚是一个矿业国
家，资本市场对矿业项目
的关注度高；

2. 澳大利亚上市成本低，速度快；

IPO成本：仅需约120万澳币；

IPO时间：仅需4~6个月，不排队！

3. 澳大利亚金融市场体量
大，优质项目受关注度高；

4. 九兴公司李家山矿的资
源禀赋优越，产品质量高，
市场定位准确，销售渠道
完善；

5. 九兴公司的股东已经打通了赴澳洲上市的各个环
节。

股东，涂伟先生，投资Tietto Minerals Limited

于2017年底在澳大利亚主板IPO (代码，ASX:TIE)

6. 九兴公司自建立以来，
一直按照合法合规的思路
进行经营。



证照手续



1. 贵州九兴红光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此次需要融资1000万元；

2. 公司愿意出让20%股份；

3. 本次融资的所有资金，将全部

用于项目开发和后续经营活动。

融资规模及用途



1.金石资源(603505.SH)，最新市盈率≈43倍；
主营业务：萤石

2.红星发展(600367.SH)，最新市盈率≈23倍；
主营业务：硫酸钡产品（重晶石）、锶产品（天青石）

3.加拿大Voyageur Minerals Ltd公司,股票代码：TSX:VM

多交所上市的初级勘探公司，最新市值481.6万加元(合人
民币2425万元)。
重晶石矿，勘探期，资源量13.1975万吨。

4. 澳大利亚|德国 双挂牌，英国ADRIATIC METALS PLC公
司
股票代码：ASX:ADT（澳交所）；FWB:3FN（法兰克福

交易所） 澳大利亚上市的初级勘探公司，最新市值14973万
澳元（合人民币7.22亿元）。铅锌矿、重晶石矿，勘探期，
资源量如右表。

对标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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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差异：九兴红光，已处于预投产阶段！

与对标上市公司的资源量,市值对比



李家山矿部分露头



高品位伴生萤石矿

工业广场爆破崩出的萤石



更多详情，请联系

刘强，公司监事
手机：136 9909 6165

邮箱：eric.liu@hot-mining.com

座机：028 83311885

地址：中国.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北段777

号中航国际交流中心A座1102

关注九兴订阅号，了解最新项目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