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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resentation does not constitute an offer to sell, or solicitation of an offer to buy,  
securities of BCGold Corp. 

FORWARD LOOKING STATEMENTS

This presentation contains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Thes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are made as of the date of this presentation and BCGold Corp. does not intend, and does 
not assume any obligation, to update thes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statements with respect to the 
timing and amount of estimated future exploration, success of exploration activities, 
expenditures, permitting, and requirements for additional capital and access to data.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involve known and unknown risks, uncertainties and other 
factors which may cause the actual results, performance or achievements of the Company 
to be materially different from any future results, performance or achievements expressed 
or implied by th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Such factors include, among others, risks 
related to actual results of current exploration activities; changes in project parameters as 
plans continue to be refined; the ability to enter into joint ventures or to acquire or dispose 
of property interests; future prices of mineral resources; accidents, labor disputes and other 
risks of the mining industry; ability to obtain financing; and delays in obtaining 
governmental approvals or financing.

警示性声明 （中文翻译省略）警示性声明 （中文翻译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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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策略勘探策略

• BC黄金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温哥华的初级资源公司，主要从事位
于卑诗省和育空境内以往勘探程度较低的老采矿区和勘探区的金
矿和铜矿的勘探

• BC黄金公司利用自身的技术专长，通过甄选合营伙伴、与大型勘
探及采矿公司结成联盟来开发和收购那些具有成矿背景的或处于
初期及中期阶段的优质勘探项目，并推动该等项目进入资源开发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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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5日的股份结构2009年10月15日的股份结构

已发行股票 4700 万股
全面摊薄 6010 万股
第三者存托股票 50 万股
营运资金 90 万加元
长期债务 无
认股证与期权 1310 万股

股份分配
管理层与董事 8%
机构股 35%
散股 44%
肯洛斯黄金有限公司（Kinross Gold Cor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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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与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与高级管理人员

• 布莱恩·福勒（Brian P. Fowler）,专业地质师 -- 总裁、首席执行官、董事
– 曾任职于Quest Capital Corp., Quadra Mining Ltd., Placer Dome Inc. 

• 拉里·冈田（Larry M. Okada）,特许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华盛顿) -- 财务总监
– 曾任职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 戴伦·巴利（Darren Bahrey）, 理学学士 -- 董事
– 曾任职于Oro Gold Resources Ltd., Oro Silver Resources Ltd., Placer Dome Inc. 

• 荷伍·提波托特（Hervé Thiboutot）, 专业工程师 -- 董事
– 曾任职于Alamos Gold Inc., GoldCorp Inc., Placer Dome Inc. 

• 盖伊·勒贝尔（Guy Le Bel ）,专业工程师，工商管理硕士 -- 董事
– 曾任职于Quadra Mining Ltd., Inco Ltd., Rio Algom Ltd.

• 彼得·肯特瑞克（Peter Kendrick）,工商管理硕士 -- 董事
– 曾任职于Oro Gold Resources Ltd., Placer Dome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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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团队管理团队

• 瑟奇·特伦布莱（Serge Tremblay） – 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制图专家
– 曾任职于Bema Gold Corp., Placer Dome Inc., SOQUEM 

• 金·卡斯维（Kim Casswell） – 公司秘书
– 曾任职于Sanu Resources Ltd., Esperanza Silver Corp.

• 金·威廉姆斯（ Kim Williams） – 公司传播部顾问
– 曾任职于Terrane Metals Corp., Endeavour Financial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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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团队技术团队

• Gary Lustig, 理学硕士, 专业地质师 – 地质咨询师
– 工作于卡迈克斯铜金成矿带； Sickle-Sofia 项目

• Fionnuala Devine, 理学硕士, 专业地质师 – 地质咨询师
– 工作于卡迈克斯铜金成矿带； Engineer 矿山

• Shawn Ryan – Ryanwood 勘探有限公司
– 勘探者、项目立项 – 育空

• Jean Pautler, 专业地质师 – 地质咨询师
– 工作于卡迈克斯铜金成矿带

• Jan (Swede) Martennson – Ampex 矿业公司
– 工长 / 矿工 – Engineer 矿山

• Geoff Newton, 理学学士, GIT – 项目地质师
– Engineer 矿山,卡迈克斯铜金矿权区

• Gary Sidhu, 理学学士 – 地质师
– Engineer 矿山，卡迈克斯铜金矿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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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权区位置图矿权区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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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空卡迈克斯铜-金矿权区育空卡迈克斯铜-金矿权区

• 通过选择权可获得17处矿权区
100% 的权益 (有852 个矿权区
块，占地17,233公顷)。

• 本区域最大的矿权区所有者。

• 矿权区毗顶石铜业公司 的明拓
铜-金矿山；在西部铜业公司 的
卡迈克斯 氧化铜矿床以南 45
公里。

• BC黄金公司已经发现了7个铜
金矿化带，近三年的勘探费用
支出超过320万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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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概况 –育空卡迈克斯金-铜成矿带地质概况 –育空卡迈克斯金-铜成矿带

• 位于育空“结晶”地体中，由中
生代火成岩组成, 并被第三纪火
山岩覆盖。

• 对明拓和卡迈克斯铜-金矿床的
成因目前还众说纷纭。提出的
成因从高级变质的层状矿床或
者斑岩型矿床，到铁氧化物铜
金 (IOCG) 型矿床。

• 矿化产于含高品位斑铜矿和黄
铜矿(或其氧化物)的宽大板状
矿带，围岩为强片理化的长英
质片麻岩，具黑云母和磁铁矿
的蚀变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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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拓矿山
育空卡迈克斯金-铜成矿带
明拓矿山
育空卡迈克斯金-铜成矿带

明拓矿山 – 顶石铜业有限公司拥有明拓矿山 – 顶石铜业有限公司拥有
明拓矿山的明拓矿山的““黄铜矿黄铜矿 和和 斑铜矿斑铜矿””

日处理量为日处理量为2700 2700 吨的露采矿山吨的露采矿山

顶石铜业有限公司明拓矿山储量/ 资源量
矿石量
(千吨)

铜 % 银 (g/t) 金 (g/t) 铜金属量
(百万磅)

可采&预开采 7,930 1.71 6.7 0.67 299
探明&控制 29,870 1.22 4.4 0.46 800
推断 6,465 1.0 3.3 0.325 143
可采&预开采：铜边界品位为 0.62 % ；探明&控制 + 推断：铜边界品位为 0.50%
根据 2008年12月31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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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迈克斯矿床
育空卡迈克斯金-铜成矿带
卡迈克斯矿床
育空卡迈克斯金-铜成矿带

卡迈克斯矿床 – 西部铜业有限公司拥有卡迈克斯矿床 – 西部铜业有限公司拥有 卡迈克斯矿床的 “孔雀石”卡迈克斯矿床的 “孔雀石”

正在进行许可证申请正在进行许可证申请

西部铜业公司卡迈克斯矿床的储量估算
矿石量 品位

级别 (千吨) 总铜 % 氧化态铜% 金 (g/t) 银 (g/t)

可采 3,189 1.227 1.028 0.659 6.20
预可采 7,422 0.965 0.822 0.408 3.94
可采&预可采 10,611 1.044 0.884 0.483 4.62
满足NI 43-101 标准的可采&预可采储量，来自2007年5月24日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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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空卡迈克斯铜-金矿权区-
一个系统的勘探方法
育空卡迈克斯铜-金矿权区-
一个系统的勘探方法

• 迄今在勘探上已投入
320万加元。

• 在13个矿权区采集了
超过7,000 个移动金
属离子法 MMI™ 样
品。

• 在7个矿权区完成了
125 公里长的激电法
测试。

• 航磁、放射性测量和
激电法三维反演。

• 2009年在WS矿权区
完成了槽探、钻井平
台和道路的建设。

• 2007年和2008 年完
成了2个有限的钻探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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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空卡迈克斯铜金矿权区-
2009年支出为60万加元的勘探工程
育空卡迈克斯铜金矿权区-
2009年支出为60万加元的勘探工程

• 迄今已发现了7 个
铜矿化带。

• 有许多“明拓式”靶
区有待2010年的钻
探验证。

• 在西部铜业的卡迈
克斯矿床进行数据
交换和MMI™ 测试
试验。

• BC黄金公司通过化
探和物探已经圈定
了25公里长的“明
拓式”勘探带和15
公里长的“卡迈克斯
式”勘探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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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元素M.M.I.™法化探 – 卡迈克斯区铜元素M.M.I.™法化探 – 卡迈克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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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线性特征的航磁测量具线性特征的航磁测量

卡迈克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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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 矿权区的激电测量和2007/08年的钻孔结果WS 矿权区的激电测量和2007/08年的钻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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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空卡迈克斯铜-金矿权区
明拓区
育空卡迈克斯铜-金矿权区
明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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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激电测量和M.M.I.™法化探–明拓区2008年激电测量和M.M.I.™法化探–明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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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拓区的铜-金钻探靶区明拓区的铜-金钻探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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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勘探计划2010 年勘探计划

2010年勘探计划 –预算为150万加元

卡迈克斯区
• 地质填图和踏勘
• MMI™ 法化探和激电测量
• 金刚石钻探、槽探、修建道路

明拓区
• 地质填图和踏勘
• MMI™法化探和激电测量
• 金刚石钻探、槽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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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BC黄金公司?为何选择BC黄金公司?

人员

• 公司有很多有合作关系的勘探家和技术专家，在勘查立项、发现、
项目管理、资源圈定和矿山开发等方面均拥有丰富经验。

• 多样的公司、财务和代理交易技术组合。

• 在 4个正进行勘探、开发和采矿的区域内，拥有11个处于钻探阶
段的优质矿权区。

• 已被证明具备募集风险投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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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BC黄金公司?为何选择BC黄金公司?

卡迈克斯铜-金矿权区

• 卡迈克斯铜金成矿带是一处新兴的铜金矿区。一个矿山已经投
产，另一个正在建设中。

• 最容易发现矿体的地方即是在矿体周边!

• BC黄金公司是卡迈克斯铜金-成矿带最大的矿权区所有者。

• BC黄金公司已在8个矿权区内确定了大量有待钻探验证的铜-金靶
区。

• 育空政府积极支持矿业，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勘探辅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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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BC黄金公司?为何选择BC黄金公司?

• 在 4个正进行勘探、开发和采矿的区域内拥有多
个处于钻探阶段的优质矿权区。

• 肯洛斯黄金有限公司–北美第三大金矿开采公
司，持有BC黄金公司13%的股份。

• “为新发现所驱动”和“正通往新发现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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