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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瑞  昌昌  市市  高高  丰丰  金金  矿矿  
 

 

简简  介介  

 

高丰矿区位于瑞昌市西南部，距离瑞昌市只有 16 公里，属高丰乡所管辖。其地理坐标为：东经 115o31'23"

至 115o33'14"，北纬 29o39'08"至 29o40'25"，总面积约 0.35 平方公里，开采高度标准为 0-300 米。由矿

区到区内的主要公路乌石街只有 3 公里路程，再由高速公路通往瑞昌、九江等地方。 

 

高丰金矿区位于扬子准地台下扬子至钱塘江台坳西段、及九江台陷瑞昌至九江凹褶断束北缘。本矿床隶属长

江中下游铁铜金成矿带、大冶至九江成矿亚带、和九江至瑞昌铜金矿田的组成部分。 

 

 图一. 江西高丰矿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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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图三

高高  丰丰  金金  矿矿  背背  景景  和和  发发  展展  

(甲) 产权 

原江西省瑞昌市高丰金矿是一家由当时的瑞昌市经贸委创办的国有小型矿山企业，始建于 1987 年 4 月。同

年 11 月，瑞昌县矿产管理局签发了采矿许可证，成为生产规模为每年 7500 吨的金矿。可惜直至 2001 年，

企业因资源、资金、管理等方面原因而停产，其后未进行采矿证的延续和执照年检，以致其企业法人失效。 

 

直至 2004 年，九江高丰矿业有限公司正式注资，成为九江瑞昌市高丰金矿的新投资者。九江高丰矿业有限

公司为国内的外商独资企业，由香港高丰控股有限公司拥有，于 2004 年 6 月 9 日经江西省人民政府商外资

赣（浔）字[2004]0049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批准，并于 2004 年 7 月 15 日领

取九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独赣浔总字第 000608 号《企业人营业执照》；法人代表为黄仲邦先生。 

 

在 2008 年，为完全我国矿产发展政策，瑞昌市高丰金矿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以中国国内注册公司的身份全

权管理和开采高丰金矿；法人代表为黄仲邦先生。截在 2010 年 3 月，瑞昌市高丰金矿有限公司已确立为注

册及实收资本共人民币一千万元的投资及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乙) 矿产资源 

自 1962 至 1989 年期间，国家政府已先后六次对本矿区开展地质勘探工作。至 1984 年 11 月，赣西北大队

502 分队在本矿区开展有规模普查、详查、以至勘探地质工作，施工深钻孔 6 个，浅孔 14 个，槽探 34 条，

浅井 2 个，砂井 19 个，采集各种样品共 4735 个进行验测。 

 

通过工作控制和矿体圈定，查明了金褐铁矿的产状、形态、规模及矿石质量。1989 年 8 月，编制提交了《江

西省瑞昌县高丰乡高丰金矿勘探地质报告》，1989 年 11 月 4 日江西省矿产储量委员会以 [1989] 赣储决字

第 78 号决议书审查批准，当中的 332 储量金金属量达 839 千克，另 333 储量金金属量为 183 千克。 

 

期后地质勘探和矿体控制的工作并没有停下来，在 2008 年进行的勘探工程便我们更清楚认识高丰金矿不单

纯是金矿，而是蕴藏着愈一千万吨矿石的多矿物矿床，其中主要矿物包括铜金属、金金属、银金属、硫化物

以及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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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图五 

 

矿矿  化化  情情  况况  

  

高丰矿是一座于亚热带气候地带的露天矿山，由于表面蕴

含丰富的铁矿物，炎热的夏天加上大量的雨水，促使其成

为现在典型的铁帽子(Gossan)矿床。铁帽子， 就是指大

量含铁矿岩石经过强烈氧化、风化和蚀变后暴露在矿床的

表面而形成的一个矿床。我们的勘探专家把整个矿床的结

构简单分成三个主要部份：一．含金褐铁矿层；二．含金

亚粘土；和三．原生(硫化)矿。 

 

(一) 矿体表层是含金褐铁矿，因为在岩石和砂砾中带有大

量的氧化铁，所以矿场表面矿石主要是褐红色的。勘探报

告揭露表层褐铁矿的铁含量高达百分之三十六，另外金金

属则为最高价值蕴藏矿物，平均品位 3.2575 x 10-6。 

 

(二) 矿体中层为含金亚粘土，矿石成份以粘土、亚粘土和

石英岩为主，是一从褐铁矿层延伸至原生硫化矿的高氧化

铁矿层，其中铁含量达百分之三十，同时金金属平均品位

为 1.3 x 10-6。 

 

 

(三) 在氧化铁帽子矿层下的矿体，依据控矿深入分析属于多矿物型硫化原生矿体，矿物蕴含量极为丰富。矿

体中硫化物占百分之四十，更包含金属如铜、银和金，由于矿体含铅，因此矿体表面显现成深灰，甚至黑色。

最新的勘探报告显示该原生矿矿物蕴含和蕴含量如下： 

 

 

矿体: 金 (10-6) 银 (10-6) 铜(10-2) 铅 (10-2) 锌 (10-2) 

最高品位 0.65 33.20 7.85 0.044 0.027 

最低品位 0.14 7.00 0.42 0.002 0.035 

平均品位 0.30 20.1 1.14 0.011 0.030 

      表一.原生矿体矿物与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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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勘探工程初稿

 

矿矿  物物  价价  值值  

  

为求更理性掌握，和避免错误地高估高丰矿的固有价值，在此文章内之预算将高丰矿石的赋存量约为两百万

吨，并在以下表中依据近期国际市场的价值，以及跟据过去三年每月收市平均价计算的价值。控矿品位计算

出矿物储量。 

 

矿资源 资源储量 现金属价格 现市场价值 三年每月平均价 预期价值 

铜 22,800 吨 71,400 人民币/吨 1,627,920,000 人民币 49,800 RMB/吨 1,135,440,000 人民币

  249,680,982 美元  174,147,239 美元

表二. 推算铜矿物价值 

 

除上述铜资源价值外，矿体中所蕴藏的金、银、大量铁矿和硫化物，估计将会带来大约五百万人民币的额外

收益。冶炼氧化铁矿层后剩下来的尾矿中，含铁矿量高达百分之三十至三十六，可供水泥厂作为制造水泥的

重要原素；另外原生矿中的硫化物，用途极为广泛，可加工制造成肥料，火药，润滑剂或灭虫剂等，是炼取

精矿里其中出售的重要矿物之一。 

 
 

发发  展展  计计  划划    

 

整个发展计划会根据高丰矿一层一层不同

的构造和特征选用最适当的开采以及生产

方法。然而首先是完善的资源控制方案。

吸收了专家的议建后我们的工程师已设计

了一套较周详的勘探项目：勘探范围长

600 米，宽 40 米，使用金刚钻钻孔共 12

个，总打钻深度约 3300 米，探槽共 7 个，

共约 550 立方米。计划中按矿脉走向每个

钻孔相隔不多于 100 米，倾向方向则每 40

米一个钻孔，个别深入地下由 200 米至

350 米不等；探槽预计 7 条，每条长 30

米，宽 2 米，深度由 5 米至 10 米不等，

以打到基岩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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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图八

 

浮选精矿是选取高丰金矿的最有效方案。浮选是通过粉碎、研磨、混合和浮选一连串的机械化和化学过程混

合生产含有不同矿物的精矿物。具规模的选厂同样每日可处理越千吨的矿石，建厂及设备成本亦视乎其规模。

据了解，距高丰矿不远的其他矿场，有些因资源问题而已经停产；此刻因时制宜，针对短时间内完成开采高

丰金矿的高丰富矿产，可租赁其他选厂设施及尾矿库，或者拼购选厂、生产合作或承包生产也是发展过程必

须考虑的关键策略。 

 

 

 

 

 

 

 

 

 

 

 

 

 

 

 

 

财财  务务  预预  算算  

 

本财务预算会使用简单假设以及可预期之成本和收益配合现金流贴现法（「Discounted Cash Flow」）明确

地和合理地预算高丰金矿之财务情况及净现值： 

 

地质勘探及基建投入：发展前期工作包括征收土地、计划完善的勘探方案、购买设备、建设开采设施和更新

及延长矿山开发证照等。所有前期发展成本预期不多于人民币 1 千 5 百万元。 

 

开采法和成本：高丰金矿属露天开采式矿场，开采成本约为每吨矿石人民币 50 元，其包括表层泥土剥离以

及开掘和采出床岩；另外运输费约为每吨矿石人民币 40 元，使用目的就是把矿石安全运送至浮选工场。我

们预期表层泥土剥离和其他不可估计的因素下会影响矿岩的发掘工作，因此在预算案中，始两年的每日平均

矿石产量定 500 吨，往后则为每日 1000 吨，直至开采所有矿山推算资源量为止。按推算矿资源量计算，高

丰金矿的矿资源可开采八年。 

 

精矿生产和成本：高丰金矿属多金属矿床，生产方法以浮选最为合适，每月成本约为人民币 58 万元（即每

年约人民币 6.96 百万元），其包括浮选工场及机器设备租金、浮选材料、化验材料、工资和生产电费等。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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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般矿山生产规划，每年可生产日数为 300 天，其他日子预留作机械及设备维修、电力供应不足、天气变

化和其他不可估计的原因使之暂停生产。另一方面，更假设了选厂的资源回收能力达 80%的最低标准，以作

为计算金、银、铜的金属生产量。 

 

销售及收益：本预算案的精矿生产收益除了按矿资源推算品位、生产期、平均生产量和选炼回收率计算外，

亦考虑到矿资源市场价值和精矿销售定价。首先，我们先以过去三年的每月平均金、银、铜价格，假定成本

每年以 3.5%增长，通过现金流贴现法计算出每年盈利和净现值： 

 

 

 

 

 

 

 

 

 

 

 

 

 

 

 

 

 

 

 

 

 

 

 

 

 

 

从上表可见，使用八年的现金流贴现法，共生产铜 22,800 吨、金金属 300 千克，和银金属量 3,846 千克。

受利于低成本的控制下，累积的税前盈利达 446 百万人民币，按收益率 15%计算，资产净现值为 235 百万

人民币。 

 

 

 

净现值为： 10% =人民币 285,900,217 

 15% =人民币 235,043,282 

 20% =人民币 196,197,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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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按现时金、银、铜的市场价格，假定成本每年以 3.5%增长，计算每年盈利和净现值作为参考： 

 

 

 

 

 

 

 

 

 

 

 

 

 

 

 

 

 

按近期国际市场的贵金属价格表现配合现金流贴现法，同样的铜共生产铜金银生产量。累积的税前盈利则高

达 764 百万人民币，按收益率 15%计算，资产净现值为 405 百万人民币。 

 

 

 

总总  结结  

 

高丰矿是很少数位于高速公路及主要公路附近，又邻近市镇，大城市的矿场；从高丰矿前往九江市只需 55

分钟的车程，交通十分便利，亦因此大大减低营运成本，更鼓励促使不同的开采及生产的发展方向。 

 

一直以来，高丰矿一直被官方认定为小型金矿矿山，犹矿物不丰。事实上，近年投入的勘探工作却肯定了高

丰矿是一个典型的氧化铁帽子露天矿，蕴藏多种矿物，其中在原生矿中的铜矿物特别丰富，还有贵金属：金

和银，带来十分可观的回报。 

 

为了更有效生产以及提高收益，寻找承包浮选厂生产、或作为生产合作伙伴都是樍极研究发展策略的一部份，。

综合勘探工作、对资源的控制和把握、开采的可行性研究及至现时国际市场上的矿产物物价，都确认高丰矿

为现在首要发展项目，更不容忽视的是高丰矿内函的愈四亿人民币价值，带给将来更多更大的发展前景。 

 

净现值为： 10% =人民币 491,794,030 

 15% =人民币 405,306,053 

 20% =人民币 339,253,3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