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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收购探矿权的法律意见书 

 

致：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山东黄金”或“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下称“莱州公司”)拟以现金购买山东省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局第六地质大队(山东省第六地质矿产勘查院)持有的“山东省莱州市前

陈-上杨家矿区金矿勘探”探矿权（下称“本次交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2 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40 号）、《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

第一号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二号 上市公司取得、转让矿业权公告》的要求，

并根据山东黄金与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顾

问聘请合同》的约定，本所作为山东黄金本次交易之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对本

次交易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依据核查和验证结果出具专

项法律意见书（下称“本意见书”）。 

提示与声明 

（一）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

资源法》等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日

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一号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二号 上市公司取得、转让

矿业权公告》之规定及本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并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出具本意见书。 

（二） 为出具本意见书，本所律师已对与本次交易涉及的文件资料进行了

核查和验证，本所律师保证在本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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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否则，本所律师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 山东黄金已向本所律师承诺，其已提供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意见书所

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和对有关事实的说

明；其所提供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

印件与正本或原件完全一致；其所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有关事实的说明均为真实、

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四） 对本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

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委托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本所

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视为真实无误。 

（五） 本意见书并不对有关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意见书中若

对有关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予以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及本所律师对这些

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六） 本意见书仅供山东黄金为本次交易信息披露之适当目的使用，不得

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七）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意见书作为信息披露文件附件材料，随其他文件

一同报送审核和公开披露，并对引用自本意见书的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以上提示与声明，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交易双方主体资格 

经核查本次交易双方的主体资格及存续的法律文件，本所律师确认： 

（一）本次交易的受让方 

山东黄金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公司制企

业法人，现持有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70000018059438 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成立日期为 2000 年 1 月 31 日，注册地址为山东省济南市

舜华路 2000 号舜泰广场 3 号楼，法定代表人为李国红，注册资本为 1,857,118,809

元，法定经营范围是批准许可范围内的黄金开采、选冶；黄金矿山专用设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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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装饰材料的生产、销售。 

山东黄金的全资子公司莱州公司，全称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持

有山东省莱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70683018007711 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社会统一信用代码为 9137068375086342X0；成立日期为 2003 年 5

月 27 日，注册地址为山东省莱州市莱州北路 609 号；法定代表人王立君，注册

资本 41,000 万元。法定经营范围是销售：黄金、矿产品（煤炭除外）、矿山设备

及物资。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金矿的采选、黄金冶炼；收购、加工、销售：黄金

制品、白银制品、金精矿、银精矿、铜精矿、铅精矿、锌精矿、硫精矿、铁精矿；

珠宝、金属饰品、工艺品批发、零售；生产、销售：建筑材料及井下填充材料。 

经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山东黄金及莱州公司均为在营（开

业）状态，莱州公司根据于 2014 年 10 月 1 日施行的《企业信息公示条例》规定，

于 2015 年 1 月 13 日、2015 年 5 月 29 日、2016 年 6 月 20 日通过全国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了其 2013 年度报告、2014 年度报告和 2015 年度报告。 

莱州公司自设立以来持续运营，有效存续，未有导致其终止或解散的情形，

依法享有的相应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具备实施本次交易行为的主体资格。山东

黄金和莱州公司按其经营范围，具备开采利用本次交易标的探矿权各金属矿种的

资质，符合行业准入条件。 

（二）本次交易的转让方 

本次交易的转让方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六地质大队(山东省第六地

质矿产勘查院)（下称“省地矿六院”）持有山东省事业单位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记载项如下：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12370000495570055G 

名称：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六地质大队(山东省第六地质矿产勘查

院) 

住所：威海市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路南、抚顺路东 

法定代表人：崔书学 

经费来源：财政拨款 

开办资金：人民币31,798.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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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和业务范围：从事区域地质调查，矿产、水文工程、环境地质调查和物

化探勘查，地质测绘，岩石、矿物及水质分析鉴定。 

举办单位：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有效期自2016年8月19日至2021年3月31日 

经查，省地矿六院为国有事业单位法人，自设立以来持续运营，有效存续，

未有导致其终止或解散的情形，依法享有完全的民事权利和依法具备履行民事义

务的行为能力，具备实施本次交易行为的主体资格。 

二、关于本次交易双方的授权、批准及履行的法律程序 

经核查交易双方有关本次交易的批准、授权文件，本所律师确认： 

（一）省地矿六院已就本次交易取得了上级主管机关的授权、批准 

省地矿六院的上级主管机关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于 2016 年 11 月 3 日

以鲁地字[2016]128 号《关于同意山东省莱州市前陈-上杨家矿区金矿勘探探矿权

转让的批复》批准同意省地矿六院“公开转让山东省莱州市前陈-上杨家矿区金

矿勘探探矿权。” 

（二）山东黄金已取得完整的授权、批准 

1．山东黄金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由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签署《山东省莱州市前陈-上杨

家矿区金矿勘探探矿权转让合同》的议案》。 

该议案由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通过。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董事会

审议程序、内容及决定合法有效。 

2．本次交易不需取得山东黄金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受让方莱州公司就本次交易已取得完整的授权、批准，

其应当履行的法律程序已经履行；转让方省地矿六院就签署《探矿权转让合同》

已取得其上级主管机关的同意批准；关于本次交易双方的授权、批准已获得。 

三、 本次交易的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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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标的探矿权—前陈-上杨家探矿权《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基本信息 

《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号： T37120080102000612 

探矿权人：山东省第六地质矿产勘查院 

勘查项目名称 山东省莱州市前陈-上杨家矿区金矿勘探 

发证机关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 

图幅号：J51E017001 、J51E016001 有效期：2016.7.1-2018.6.30 

  勘查面积 30.64 平方公里，由以下 22 个拐点坐标(1980 西安坐标系)圈定 

点号 经度 纬度 点号 经度 纬度 

1 120°04′43″ 37°22′31″ 2 120°05′43″ 37°22′31″ 

3 120°05′43″ 37°21′01″ 4 120°07′58″ 37°21′01″ 

5 120°07′58″ 37°19′31″ 6 120°09′28″ 37°19′31″ 

7 120°09′28″ 37°21′31″ 8 120°10′58″ 37°21′31″ 

9 120°10′58″ 37°21′01″ 10 120°09′58″ 37°21′01″ 

11 120°09′58″ 37°18′45″ 12 120°08′45″ 37°18′45″ 

13 120°08′45″ 37°19′15″ 14 120°06′58″ 37°19′15″ 

15 120°06′58″ 37°18′01″ 16 120°05′43″ 37°18′01″ 

17 120°05′43″ 37°19′16″ 18 120°06′28″ 37°19′16″ 

19 120°06′28″ 37°20′01″ 20 120°03′58″ 37°20′01″ 

21 120°03′58″ 37°21′31″ 22 120°04′43″ 37°21′31″ 

（二）标的探矿权资源储量情况 

根据山东省国土资源厅鲁国土资储备字[2015]1 号《〈山东省莱州市纱岭矿区

前陈矿段金矿详查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和鲁矿勘审金字[2015]45

号《〈山东省莱州市纱岭矿区前陈矿段金矿详查报告〉评审意见书》，前陈-上杨

家探矿权资源储量如下： 

工业矿 332+333 资源量金矿石量 12555510t，金金属量 50233kg，平均品位

4.00×10
-6。包括： 

 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2)金矿石量2781009t，金金属量8819kg，平均品

位3.17×10
-6；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金矿石量9774501t，金金属量41414kg，平均品

位4.24×10
-6； 

伴生银333矿石量7599258t，银金属量25513 kg；伴生硫资源量(333)矿石量

7123824t，纯硫量198349t，折合硫标矿量566711t。 

另有低品位332＋333资源量金矿石量7832836t，金金属量10328kg，平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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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1.32g/t。 

（三）本次交易涉及的探矿权权属情况、矿业权价款情况及权属移转 

权属状况说明：省地矿六院作为交易对方在《探矿权转让合同》中保证：标

的探矿权在办理转让、变更前矿权合法有效、权属无争议，没有抵押、质押等权

利瑕疵，并按照国家有关矿业权管理规定做好矿权维护工作； 

矿业权价款：山东天平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山东省莱州市前陈

-上杨家矿区金矿详查探矿权评估报告》（鲁天平信矿评字[2016]第 033 号）陈述：

“山东省第六地质矿产勘查院拟转让‘山东省莱州市前陈-上杨家矿区金矿详查

探矿权’，该探矿权部分勘查资金为国家出资，根据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需对该探矿权进行评估并处置价款。”本次交易中，交易双方达成的《探矿

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在莱州公司首次付款后，省地矿六院负责核算及缴纳探矿权

价款，以保证标的探矿权权属移转手续顺利进行。 

权属转移手续之程序：交易双方达成的《探矿权转让合同》中约定，本次交

易的标的探矿权转让涉及的探矿权人变更，将以山东黄金莱州公司的分阶段付款

方式，完成标的探矿权在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探矿权人变更手续，使标的探矿权

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记载的探矿权人变更为山东黄金之子公司莱州公司，

且省地矿六院在《探矿权转让合同》承诺在合同签署日后 12 个月内办理完毕标

的探矿权的权属移转手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涉及的探矿权处于有效期内，且本次交易标

的前陈-上杨家探矿权不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或者诉讼等权利争议情况；本次交

易涉及的探矿权权属移转不存在法律障碍，价款处置及探矿权权属移转藉由《探

矿权转让协议》规定的分期分阶段付款方式保障，合理合规。 

四、关于本次交易涉及探矿权相关备案、批准等前置程序 

如本意见书三之（一）、（二）所述，标的探矿权储量已通过山东省国土资

源厅储量评审中心评审并经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备案； 

省地矿六院作为国家事业法人，其拥有的标的探矿权属于国有资产产权益，

应履行山东省国资委规定的进场挂牌转让的法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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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地矿六院作为标的探矿权转让方，向山东省国土资源厅申请转让标的探矿

权，并经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委托山东天平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就转让标的探

矿权须处置的价款，出具《山东省莱州市前陈-上杨家矿区金矿详查探矿权评估

报告》（鲁天平信矿评字[2016]第 033 号），该评估结果及评估报告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在山东省国土资源厅网站上公示；省地矿六院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在其

网站上发布“山东省莱州市前陈-上杨家矿区金矿探矿权转让公告”声明：其“拟

转让‘山东省莱州市前陈-上杨家矿区金矿探矿权’，转让价格不低于探矿权评

估价，受让方为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截止日期 2016 年 11 月 30 日”；

省地矿六院于 2016年 11月 2日向山东黄金控股股东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发出

《邀请函》：“我单位拟通过竞争性谈判的方式，于 11 月 30 日前择优确定该探

矿权受让方并签订转让合同。”经查核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和省地矿六院的网上公

开信息，本所律师认为，山东省国资委关于进场挂牌转让国有资产产权的要求，

实质上就是要求转让国有资产的产权须公开和竞价进行；而省地矿六院为转让标

的探矿权进行的公开方式和竞争性谈判择优选择受让方的行为，应符合国有资产

转让的法律规定的原则。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是山东省国有独资公司，其持有山东黄金股份超过

50%，是山东黄金的控股股东；莱州公司是山东黄金的全资子公司，符合省地矿

六院于转让公告中规定的受让方资格。莱州公司受让标的探矿权后，将与莱州公

司拥有的周边矿权整合开发。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所应具备的相关备案、批准等前置程序已经履行。 

五、关于本次交易的评估  

北京海地人资源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山东省莱州市前陈-上杨家矿区金

矿勘探探矿权评估报告书》（海地人评报字[2017]第04号）确认，在评估基准日

2016年12月31日“山东省莱州市前陈-上杨家矿区金矿勘探探矿权”采用折现现

金流量法、勘查成本效用法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为90,257.21万元，大写人民币玖

亿零贰佰伍拾柒万贰仟壹佰圆整。 

北京海地人资源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编号为矿权评资[1999]002号的《探

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上述评估报告尚处于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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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标的经具有资质的机构评估，且相关评估报

告仍处于有效期内。 

六、本次交易是否涉及勘探、开发资质及行业准入问题 

山东黄金的子公司莱州公司作为标的探矿权受让方具备黄金行业勘探、开发

资质，本次交易系莱州公司收购探矿权，不影响受让方山东黄金及莱州公司的黄

金行业勘探、开发资质及黄金行业准入。 

七、结论意见 

根据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次交易双方系依法设立、持续运营、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均具有

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都具备进行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就本次交易，转让方省地矿六院已取得本次交易所需的上级机关的授权和批

准；受让方莱州公司作为山东黄金的全资子公司根据其章程已取得本次交易必需

的授权和批准。 

（二）本次交易标的探矿权系省地矿六院合法取得并在合法延续中及在有效

期内，且探矿权不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或者诉讼等权利争议情况。 

（三）本次交易标的探矿权权属移转及价款处置受转受让双方达成的《探矿

权转让协议》规定的付款阶段制约和保障，权属移转及价款处置无法律障碍。 

（四）本次交易标的业经具有资质的矿业权机构评估，且评估报告仍处于有

效期内。 

（五）山东黄金的全资子公司莱州公司作为本次交易标的受让人，具备开采

利用探矿权所涉黄金矿种的资质，符合行业准入条件。 

综上，本次交易行为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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