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766                                公司简称：园城黄金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园城黄金 60076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昌喜 逄丽媛 

电话 0535-6636299 0535-6636299 

办公地址 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261号 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261号 

电子信箱 ytrainman@163.com yuanyuan82827@126.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66,173,934.01 164,524,809.06 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5,851,707.38 52,439,613.33 6.5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05,957.04 -660,225.88 -403.83 

营业收入 5,330,107.83 5,552,953.92 -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132,298.88 2,598,121.67 -1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132,298.88 2,598,121.67 -17.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99 5.34 减少1.3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 0.01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 0.01 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6,62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徐诚东 境内自

然人 

28.83 64,640,000 0 质押 54,940,000 

徐诚东 境内自

然人 

28.83 64,640,000 0 冻结 5,500,000 

杜永斌 未知 2.75 6,155,272   未知   

辛玲 未知 2.21 4,947,700 0 未知   

邹政 未知 1.79 4,009,478 0 未知   

宏源期货有限公司－宏源 未知 1.30 2,904,788 0 未知   



期货有限公司汇融 6号资产

管理计划 

上海里鹏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未知 1.18 2,645,103 0 未知   

苏州华成投资有限公司 未知 1.15 2,584,299 0 未知   

丁大德 未知 1.10 2,469,722 0 未知   

国盛投资控股（天津）有限

公司 

未知 1.05 2,344,313 0 未知   

上海盛雅置业有限公司 未知 1.04 2,332,598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公司大股东徐诚东先生与其他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本报告期内公司仍以托管乳山市金海矿业、本溪小套峪矿业相关矿山为主要经营业务。 

公司针对乳山金海矿业继续进行相关储量备案、资料提交工作，对金海矿业相关工作进行合

理的安排布置，制定计划，分析矿区下一步开采的相关工作。同时报告期内，托管组对乳山金海

矿区继续补充勘探，施工钻孔。 

本报告期内本溪小套峪矿区资源储量报告完成了在辽宁省国土资源局组织的专家评审，并在辽



宁省国土资源厅进行了储量备案。获得了储量备案证明。完成了地质资料汇缴。 

报告期内，通过公司托管组人员继续加大对托管矿产的探测工作，证照办理及下一步进展工

作的分析，对被托管矿产合法合规性进行查漏补缺，增强公司在黄金矿产行业的地位。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5,330,107.83 5,552,953.92 -4.01 

 营业税金及附加 119,324.78 179,303.94 -33.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05,957.04 -660,225.88 403.8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550,183.62 -1,006,210.67 -153.44 

1.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数比上期同期数减少，主要系营改增由计提营业税改为征增值税所致。。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比上期数增加，主要系往来款项变动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比上期数减少，主要系归来借款所致。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二)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其他应收款 2,813,609.84 1.69 1,555,763.19 0.95 80.85 

应交税费 -535,678.57 -0.32 -907,879.29 -0.55 41.00 

 

(三)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1）、烟台忠园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元，公司业务性质为咨询、服

务，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598,652.03 元，净资产-104,795.00 元，实现净

利润-178,608.94 元。 



（2）、烟台园城黄金矿业有限公司 

烟台园城黄金矿业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参股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2 月，注册资本 17000 万元，公司

业务性质为黄金及矿产品的投资与销售，截止 2017年 6月 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245,283,511.83

元，净资产 112,831,193.20 元，实现净利润-21,728.05 元。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徐成义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