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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anplats 收到普拉特瑞夫金属流协议
项下 2.25 亿美元余款
■
Ivanplats 与法国兴业银行和莱利银行签订更新版业务约定书
将普拉特瑞夫的高级债务融资加大至 1.5 亿美元
南非约翰内斯堡 — 艾芬豪矿业 (TSX: IVN; OTCQX: IVPAF) 执行联席董事长罗伯
特·弗里兰德 (Robert Friedland) 和总裁玛娜·克洛特 (Marna Cloete) 今天宣布，公司
的南非子公司 Ivanplats 已根据普拉特瑞夫的 3 亿美元金属流协议收到第 2 期，即剩
余的预付款。此外，公司与受托牵头安排行法国兴业银行和莱利银行签订更新版的业
务约定书，将普拉特瑞夫的 1.2 亿美元项目高级债务融资扩大至 1.5 亿美元。这将为
项目资金提供进一步的可选性，并可减低普拉特瑞夫 I 期开发所需的潜在资金。除非
另有指明，所有货币数字均以美元为单位。
2021 年 12 月 8 日，Ivanplats 公布已就其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普拉特瑞夫世界级钯铑 - 镍 - 铂 - 铜 - 金矿项目与猎户座矿业金融集团 (Orion Mine Finance) 及 Nomad
Royalty Company (其后被 Sandstorm Gold Royalties 收购) 签订 3 亿美元的金属流
融资协议，其中包括 2 亿美元的黄金金属流及 1 亿美元的钯-铂金属流融资协议。第一
期预付款 7,500 万美元已于 2021 年 12 月份交易达成时到账。
金属流协议现已全额到帐，将有助于 Ivanplats 继续推进普拉特瑞夫 I 期的建设活动。
根据 2022 年 2 月公布的普拉特瑞夫可行性研究，项目的初期资本开支为 4.88 亿美元。
目前正与受托牵头安排行法国兴业银行和莱利银行进行商讨，推进落实 1.5 亿美元的
高级债务融资，但仍需完成尽职调查。
金属流融资将顺从于高级债务融资的安排。Ivanplats 仍可在其后筹集额外的债务或股
权融资，并就未来任何高级债务的债权人安排与金属流买方预先达成协议。金属流融
资由 Ivanplats 以普拉特瑞夫的资产和艾芬豪与日本财团在普拉特瑞夫的股份担保。
艾芬豪矿业执行联席董事长罗伯特 ·弗里兰德评论说﹕ “高级债务融资额度的扩大，足
以证明普拉特瑞夫项目的稳健经济性，有助于支持 Ivanplats 为 I 期的初期资本支出，
减少需要从艾芬豪注资的额度。”
“普拉特瑞夫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在建贵金属矿床，蕴藏无与伦比的钯、铑、铂金和黄
金，以及大量战略性电能源金属，如镍和铜。I 期矿山标志着这个多阶段、跨世代采矿
项目的起点。矿山蕴藏着大量的高品位矿产资源，且具有巨大的勘查前景。过往的研
究显示，后续扩产可达到 1,200 万吨/年的处理规模，这将使普拉特瑞夫成为全球规模
最大和成本最低的镍和铂族金属矿山之一，年产超过 24,000 吨镍和 110 万盎司的钯、
铑、铂金和黄金。”

关于普拉特瑞夫项目

普拉特瑞夫项目由 Ivanplats (Pty) Ltd. (以下简称 "Ivanplats") 持有，艾芬豪矿业持
有 Ivanplats 公司 64%的股权。由《全面提高黑人经济实力法案》(B-BBEE) 的南非
受益人持有项目 26%的股权，这些受益人包括 20 个当地社区，约 150,000 位居民、
项目雇员和当地企业主。另外，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日本石油天然气和金属国家公
司和日本天然气公司组成的日本财团通过 2 轮投资 (共 2.9 亿美元) 持有 Ivanplats 10%
的股权。
普拉特瑞夫是一个地下开采矿山，铂族金属、镍、铜和金矿体厚大，位于林波波省的
布什维尔德岩浆杂岩带北部，距离约翰内斯堡东北约 280 公里，距离波特希特斯镇约
8 公里。
在北翼，铂族金属矿化主要赋存在普拉特瑞夫层位，走向延伸 30 多公里。艾芬豪的普
拉特瑞夫项目位于普拉特瑞夫南部，由 Turfspruit 及 Macalacaskop 两个相连的矿权
组 成 。 最 北 部 的 Turfspruit 矿 权 ， 邻 近 且 位 于 英 美 铂 金 (Anglo Platinum)
Mogalakwena 矿山的走向延伸上。
自 2007 年以来，艾芬豪重点推进勘查和开发活动，以圈定和扩大普拉特瑞夫矿体的
深部延伸，目前已命名为 Flatreef 矿床，适合高度机械化的地下开采。整个 Flatreef
矿区位于 Turfspruit 和 Macalacaskop 采矿权范围内。
关于艾芬豪矿业
艾芬豪矿业是一家加拿大的矿业公司，正在推进旗下位于南部非洲的三大主要项目：
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卡莫阿-卡库拉 (Kamoa-Kakula) 铜矿项目新扩建的机械化井下
矿山开发工程、位于南非的普拉特瑞夫钯-铑-铂-镍-铜-金矿的开拓工程；以及同样位
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久负盛名的基普什 (Kipushi) 锌-铜-锗-银矿的重建工程。
卡莫阿-卡库拉是全球品位最高和增长最快的大型铜矿之一。卡莫阿-卡库拉于 2021 年
5 月实现铜精矿生产，未来将分阶段进行扩建，预计将会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铜生产
商之一。卡莫阿-卡库拉铜矿 2022 年生产精矿含铜金属的指导目标为 310,000 吨至
340,000 吨。
同时，艾芬豪矿业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毗邻卡莫阿-卡库拉项目的西部前沿
(Western Foreland) 探矿权内寻找新的铜矿资源。西部前沿探矿权占地 2,400 平方公
里，由艾芬豪矿业全资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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