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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温哥华 – 艾芬豪矿业 (TSX: IVN; OTCQX: IVPAF) 今天就美国激进组织 The 

Sentry (以下简称“Sentry”) 发表的一份耸人听闻的误导性“报告”以及加拿大《环球邮

报》刊登的一篇相关文章作出回应。 

Sentry 的报告以及《环球邮报》记者 Geoffrey York 其后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发表

的报导，载述了关于艾芬豪矿业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以下简称“刚果(金)”) 业务以及其

西部前沿 (Western Foreland) 勘查投资项目的断章取义的、选择性的和臆测性的内容。

两份报导均不负责任地推断或臆测艾芬豪的西部前沿勘查项目涉及某种形式的不当行

为，但并无任何确实证据以支持报告所指的不当行为。 

Sentry 报告试图以一连串的公司交易构成误导性的内容，使读者相信艾芬豪矿业涉及

某种形式的企业渎职行为。Sentry 报告载有非正式用语，包括“似乎”和“可能性”，但

同时表示报告“无法确实表明”某些事件的发生。 

公司致力与跨国公司合作建立行业领先的业务，以造福股东、运营国家政府、员工和

当地社区；而这些未经证实的“报告”或错误信息，对于加拿大上市公司构成了广泛的

风险；同时也对于刚果(金)国家及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近年来，外国直接投资以

更负责任的方式推进刚果(金)的经济发展，在开发和生产全球经济发展所需的战略金

属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环球邮报》的文章包含臆测性的内容，显然没有对 Sentry报告的内容进行审核，毫

无根据地进一步放大了 Sentry自相矛盾的报告。除了《环球邮报》外，暂时并无其它

媒体提及过 Sentry 的报告。 

《环球邮报》于 12 月 15 日刊登的文章标题指出，加拿大联邦警察加拿大皇家骑警 

(以下简称“RCMP”) 在艾芬豪矿业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办公室进行搜查，

但文章并没有提供相关背景信息，同时却指出加拿大警方的搜查发生在一年多前，而

艾芬豪矿业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已公开披露。 

Sentry 的报告和《环球邮报》的文章都充斥着误导性的内容，选择性地披露部分事实，

并夸大臆测性的情形，这不仅对于艾芬豪矿业的声誉造成损害，更严重地冲击其业务

发展，对于在国际运营的加拿大上市公司产生负面的影响。 

截至 2022 年 12 月 16 日的两个交易日期间，艾芬豪矿业的股价先大幅下跌，随后大

幅反弹。艾芬豪矿业目前正研究《环球邮报》的报导对其股价的影响。 

艾芬豪矿业按照国家和国际法律严格合规的开展业务，并根据法律要求与刚果(金)的

股东建立合作关系。 

艾芬豪矿业在本公开声明中，将对于某些事实作出澄清，并纠正 Sentry在网上发布的

部分报告内容及其后《环球邮报》的广泛报导对于刚果(金)矿业法的误解，以及提供

该等报告遗漏的重要背景信息。 



Sentry 和《环球邮报》的报道并非针对艾芬豪在刚果(金)的卡莫阿-卡库拉合资项目或

基普什项目 

艾芬豪矿业持有刚果(金)三大项目的权益：1) 与紫金矿业集团和刚果(金)合资的卡莫阿

-卡库拉铜矿项目、2) 与刚果(金)国有企业杰卡明合资的基普什(Kipushi) 项目，以及 3) 

西部前沿勘查项目。 

《环球邮报》的报道提及“刚果(金)的采矿项目”，即艾芬豪至今发展最迅速的旗舰项

目卡莫阿-卡库拉铜矿。Sentry 的报告则重点介绍艾芬豪的西部前沿勘查项目以及在

刚果(金)寻找矿产资源的早期勘查工作。这可能会误导读者以为《环球邮报》的报道

和 Sentry 的报告涵盖了艾芬豪矿业在刚果(金)的所有项目。 

《环球邮报》的报道没有指出加拿大联邦警察 RCMP 于 2021 年获得的搜查令并不涉

及卡莫阿-卡库拉项目或艾芬豪矿业的任何其它矿产项目。目前，艾芬豪矿业继续配合

RCMP 的调查，但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中，艾芬豪矿业不便在本公开声明中再作评述。

艾芬豪矿业重申，公司或其任何董事、高级职员或员工都未有被起诉，也没有就此事

作出任何财务拨备。 

RCMP 的搜查令涉及 Stucky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Stucky”)、Stucky Technologies 

及刚果(金) 国有电力公司  Société Nationale d’Electricité (以下简称“SNEL”)。 

Stucky 拥 有 160 多 年 历 史 ， 现 时 所 属 Gruner AG 集 团 

(https://www.gruner.ch/en/home) 旗下，Gruner AG 是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瑞士工

程规划顾问公司，专门从事基础设施和能源业务。 

自 2015 年起，艾芬豪矿业与紫金通过卡莫阿-卡库拉合资项目，为刚果(金)全国的发

电和输电项目升级提供资助。Mwadingusha 水电站的升级工程已于 2021 年骏工，预

计英加二期水电站 5 号涡轮机组的升级改造工程将于 2024 年底完成。这两项电力设

施共生产超过 250 兆瓦的清洁电力，直接供给刚果(金)的国家电网，为刚果(金)人民以

及卡莫阿-卡库拉和基普什项目提供电力。 

Mwadingusha 水电站的六台新涡轮机组自 2021 年 8 月开始产生 78 兆瓦的清洁电力。 

Mwadingusha 水电站产权由 SNEL 持有，升级改造工程由卡莫阿-卡库拉合资项目出

资。 

 

https://www.gruner.ch/en/home


《环球邮报》的文章并没有为读者提供 Mwadingusha 升级工程的背景信息。Stucky 

(或 Gruner 集团) 历史悠久，成功为刚果(金) 超过 1.5 吉瓦的水力发电项目提供顾问服

务。除了 Mwadingusha 水电站外，Stucky 正为英加二期 5 号涡轮机组的修复和升级

工程提供服务。Stucky 于 2013 年首次获世界银行委任，为英加二期水坝进行技术评

估。然而，Stucky 参与刚果(金) 项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70 年前，当时 Stucky 设计

的 100 兆瓦 Nzilo 水坝于 1950 年代初期开始运行。Stucky 也是 Nzilo 二期的顾问工

程师，预计 Nzilo 二期将于 2025 年实现商业化运营。 

艾芬豪矿业及其合资伙伴紫金并未持有任何电力基础设施的产权，除了通过国家电网

获得项目发展必须的电力供给以外，并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利益。事实上，由于卡莫阿-

卡库拉合资项目为 Mwadingusha 水电站以及英加二期 5 号涡轮机组的升级工程提供

资金，因而承担达 3 亿美元以上的巨额成本。艾芬豪矿业的资金份额仅通过从刚果(金)

国有电力公司 SNEL 获得部分电费折扣作为补偿，并将在贷款资金偿还后不再享受折

扣。 

卡莫阿-卡库拉除了为电力基础设施的升级工程出资以提升刚果(金)人民的生活水平外，

还为当地人民提供长期职位，并向当地政府缴交税款。卡莫阿-卡库拉的历史虽然短暂，

但已为刚果(金)创造了超过 12,000 个直接职位，其中约 95% 雇员为刚果(金)人民。 

此外，卡莫阿-卡库拉还开设了一所世界级的培训中心，为员工及当地社区成员提供技

术培训，使他们成为熟练和符合安全的采矿操作员，同时积极促进女性加入劳动队伍。 

卡莫阿-卡库拉项目自 2021 年 5 月开始生产首批铜精矿，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已

向刚果(金)政府缴纳超过 5 亿美元的税费和权益金。随着项目分阶段扩建，预计该等

税金认缴额将会继续增加。电力升级工程和相关的基础设施为刚果(金)带来了上述的

利益。 

Sentry 报告对于刚果(金)矿业法、采矿业和艾芬豪的西部前沿勘查项目存在根本性的

误解 

Sentry 声称其组织为 “一个调查和政策组织，旨在打击通过暴力冲突、镇压和强权统

治形式获取利益的跨国掠夺性网络”。这与艾芬豪矿业过去的勘查活动有何关连仍然

不得而知，也不淸楚该组织对于矿产勘查、开发或刚果(金)作为采矿管辖区方面有何

专业性认识。 

Sentry 报告试图讲述艾芬豪在刚果(金)西部前沿勘查项目的所有权问题，并暗示艾芬

豪矿业在刚果(金)的其它业务涉及不当行为。  

艾芬豪矿业涵盖 2,400 平方公里的西部前沿勘查项目的早期勘查工作。 



 

西部前沿勘查项目位于刚果(金)较偏远的地区，具有巨大的勘查前景，但目前仍在勘

查阶段，矿权区道路、电力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匮乏。虽然项目所在地雨季漫长，使矿

产勘查更为艰难且成本昂贵，但这些偏远地区正是各国政府和行业需要加大矿产资源

勘查的地方。 

与现实情况相反，Sentry 的报告误导读者相信西部前沿勘查项目是艾芬豪矿业不择手

段、通过“高级别关系”获得探矿权的铜矿宝藏，暴露了 Sentry报告对于勘查过程和艾

芬豪矿业在刚果(金)的勘查活动存在根本性的误解。西部前沿勘查项目的价值仅在于

艾芬豪矿业近 20 年来进行的勘查活动，对于该范围和地质构造所积累的知识。 

艾芬豪矿业及其股东获得的并不是已有在产矿山的所有权，而是需要承担高风险，花

费时间、精力和金钱以勘查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矿产资源。Sentry 报告遗漏了这

基本的背景信息，以图使读者相信艾芬豪矿业通过不当方式获得一项高价值的矿业资

产，违反事实的真相。 

Sentry 报告对于刚果(金)矿业法的立法框架以及授予矿产许可证的程序也存在根本性

的误解。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在刚果(金)从事法律工作的合格人士或在该国具有经验

的人士协助 Sentry 了解刚果(金)的矿业和公司法。艾芬豪矿业委任经验丰富、合资格

的高管和当地法律顾问，确保充分理解并遵守刚果(金)的法律和矿业法。 

例如，Sentry 似乎完全不知悉刚果(金)政府基于不可抗力分别两次延长了矿产许可证

规定的持有期限，这当然也延长了西部前沿项目的权证期限。此外，Sentry 未有披露，

刚果(金)矿业法允许公司重新申请过期的权证。艾芬豪矿业曾根据此法律程序重新申

请已过期的权证。 

Sentry 的报告以大量的法律术语，暗示系统存在一些不当“交易”，且定下结论声称 

“…证据表明，当某些事件涉及大额资金，法律似乎不适用于具有高级别关系的顶级



运营商。” 但事实上，法律在任何情形下都确切适用，揭露 了 Sentry 对于刚果(金)的

法律框架存在误解。 

正如 Sentry 报告指出，艾芬豪矿业自 2003 年，即约 20 年前已持有西部前沿范围的

多个探矿权和采矿权证。虽然西部前沿矿权范围具有铜矿化的迹象，但至今尚未发现

重要的矿产资源，也未有在产矿山，西部前沿广阔的勘查区域至今还未产生分毫的收

入。 

相反，艾芬豪矿业已投入超过 1 亿美元的资金在该范围修建道路和桥梁、开展钻探、

物探、化探和其它勘查工作，并为刚果(金)人民创造了培训和就业机会。在过去 20 年，

艾芬豪矿业一直承担高风险去寻找新的顶级资源，因而在西部前沿项目投入了大量的

资金，至今财务纪录仍为亏损。 

因此，Sentry 报告所指“涉及大额资金”的理据并不成立。唯一涉及的大额资金是艾芬

豪矿业及其股东投入的风险资金，在巨厚的 Kalahari 砂层底下寻找矿产资源。在艾芬

豪发现卡莫阿-卡库拉之前，根本没有其它公司愿意在该地区进行这些勘查活动。 

Sentry 将艾芬豪矿业称之为“顶级运营商" 是一个准确的描述。艾芬豪矿业在卡莫阿-

卡库拉项目已完成勘查并发现了世界级的铜矿床，未来分阶段进行扩建，预计将成为

全球第三大铜矿。艾芬豪矿业的勘查团队于 2015 年发现卡莫阿铜矿床，获加拿大勘

探与开发者协会颁发著名的 Thayer Lindsley 奖项，团队的努力得到业界认可。这彰

显了艾芬豪矿业在矿产勘查方面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并确切地说明了对“顶级运营商”

的期望。 

刚果(金)政府向该“顶级运营商”授予探矿权绝对是合乎逻辑和有利的，特别是西部前

沿的探矿权毗邻该“顶级运营商”发现的世界级铜矿，而该运营商在勘查和开发工作方

面拥有彪炳史册的出色业绩，并且在刚果(金)以至全球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该“顶

级运营商” 在西部前沿已累积了近 20 年的勘查经验，并已投入超过 1 亿美元的资金用

于勘查地质工作很浅的区域。艾芬豪矿业在该范围已进行多年的勘查工作，使其对于

西部前沿的地质情况了如指掌。根据刚果(金)的法律框架，这些权证的合法延期和续

期使艾芬豪矿业能够继续利用其法律和勘查知识来寻找下一个卡莫阿-卡库拉铜矿，将

为刚果(金)政府和人民以及艾芬豪矿业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带来巨大利益。 

然而，Sentry 只选择报告部分事实以得出它想要的结论，假设艾芬豪矿业利用“高级

别关系”获得探矿权，而没有考虑到刚果(金)政府向艾芬豪矿业授予探矿权，是因艾芬

豪矿业按照矿业法规定的监管程序合法申请，以及它过往在全球勘查工作方面取得的

卓越成就。艾芬豪矿业不论在技术和财务层面上也是最佳的勘查候选人，并希望发现

下一个卡莫阿-卡库拉世界级铜矿。 

相反，Sentry 的报告塑造了一系列难以理解、涉及阴谋论的交易信息，让读者相信艾

芬豪矿业和刚果(金)政府合谋使艾芬豪矿业获得探矿权或开采权证，因为另一理据 — 

即艾芬豪矿业是最合资格的候选人且矿产所有权在法律上带有复杂性，并不支持

Sentry 报告臆测的结论。 



Sentry 对于艾芬豪矿业的激进报导似乎具有针对性，更假设所有刚果(金)的业务涉及

腐败行为。报告忽视了申请人的资格和经验以及合法的申请程序，并坚持其假定的结

论，而没有考虑到在商业社会上有逻辑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解释。 

艾芬豪矿业邀请 Sentry 组织参观矿山营运情况，亲眼见证刚果(金)的真正合作关系 

艾芬豪創始人兼联席執行董事长罗伯特·弗里兰德 (Robert Friedland) 評論說﹕“艾芬

豪矿业诚邀 Sentry 报告的撰稿人到访刚果(金)卢阿拉巴省，设身处地的了解我们如何

开展业务、我们如何为刚果(金) 的利益相关方提供支持、致力减少我们的作业对于环

境造成的影响、培养和支持当地的社会发展、鼓励女性参与各级的采矿工作、向刚果

(金)国家缴纳税款和特许权，以及我们如何重塑采矿业。” 

“采矿业的发展瞬息万变。进行批评时必须要明白到，虽然行业总有改善的空间，却

不能预设偏见、以管窥天、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而是要采取中立的角度，冷静地进行

分析，否则只会削弱批评者的公信力而对业界改进提升毫无裨益。” 

我们鼓励读者参阅我们的年度可持续发展和 ESG 报告﹕ 

 

https://ivanhoemines.com/investors/sustainability-report/ 

艾芬豪矿业过去曾就有关事件发表声明，详情请查看﹕ 

https://ivanhoemines.com/news/2017/ivanhoe-mines-says-bloomberg-stories-
on-ivanhoes-success-in-the-democratic-republic-of-congo-are-flawed-by-a-
deceptive-headline/ 

https://ivanhoemines.com/news/2017/ivanhoe-mines-fact-based-response-
issued-to-congo-research-group-june-15-2017/ 

艾芬豪矿业对于 Sentry报告和《环球邮报》约克先生的文章刊登前收到一系列提问而

作出的回应﹕ 

回应《环球邮报》的提问﹕https://bit.ly/3BKqoXA 

回应 Sentry 的提问﹕https://bit.ly/3W6TQ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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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vanhoemines.com/news/2017/ivanhoe-mines-says-bloomberg-stories-on-ivanhoes-success-in-the-democratic-republic-of-congo-are-flawed-by-a-deceptive-headline/
https://ivanhoemines.com/news/2017/ivanhoe-mines-says-bloomberg-stories-on-ivanhoes-success-in-the-democratic-republic-of-congo-are-flawed-by-a-deceptive-headline/
https://ivanhoemines.com/news/2017/ivanhoe-mines-says-bloomberg-stories-on-ivanhoes-success-in-the-democratic-republic-of-congo-are-flawed-by-a-deceptive-headline/
https://ivanhoemines.com/news/2017/ivanhoe-mines-fact-based-response-issued-to-congo-research-group-june-15-2017/
https://ivanhoemines.com/news/2017/ivanhoe-mines-fact-based-response-issued-to-congo-research-group-june-15-2017/
https://bit.ly/3BKqoXA
https://bit.ly/3W6TQ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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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tre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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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负盛名的基普什锌 - 铜 - 锗 - 银矿的重建工程。 

联系方式 

温哥华﹕马修·基维尔 (Matthew Keevil)，电话﹕+1.604.558.1034 

伦敦﹕托米·霍顿 (Tommy Horton) ，电话﹕+44 7866 913 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