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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547                                公司简称：山东黄金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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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不实施送股及转增。上述

利润分配预案经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2017年6月6日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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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黄金 60054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邱子裕 张如英 

电话 0531-67710376 0531-67710376 

办公地址 济南市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

3号楼 

济南市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

3号楼 

电子信箱 qiuziyu@sd-gold.com sdhj0531@163.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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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2,240,589,577.08 28,357,212,713.29 28,357,212,713.29 48.9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5,953,331,728.82 15,519,255,029.09 15,519,255,029.09 2.8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89,970,244.14 819,129,170.57 809,810,792.33 57.48 

营业收入 25,771,212,658.28 24,973,623,066.60 24,825,010,172.58 3.1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17,774,494.27 518,230,123.22 553,951,029.94 19.2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34,018,222.31 558,122,966.35 555,862,818.83 13.60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93 4.78 5.58 减少0.85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3 0.32 0.39 3.1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3 0.32 0.39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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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6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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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44.80 831,933,836 116,836,100 质押 100,000,000 

山东黄金地质矿产勘查有

限公司 

未知 5.35 99,424,515 99,424,515 无   

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 

未知 3.87 71,932,142 71,932,142 无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

－前海开源定增 6号资产

管理计划 

未知 2.82 52,458,041 52,458,04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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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未知 1.36 25,349,650 25,349,650 无   

山金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未知 1.13 20,979,020 20,979,02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1.05 19,517,246   无   

烟台市金茂矿业有限公司 未知 1.01 18,794,393 18,596,393 质押 18,791,00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0.99 18,363,000   无   

王志强 境内

自然

人 

0.92 16,996,911 16,824,911 质押 16,824,91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黄金有

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地质勘查有限公司、山金金

控资本管理有限有限公司、山东黄金集团青岛黄金有限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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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公司债券 1

期 

13 鲁金 01 122273 2013.9.3 2018.9.3 1,996,937,800 5.16 

公司债券 2

期 

13 鲁金 02 122284 2015.3.30 2020.3.30 1,295,474,000 4.8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0.21  42.36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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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0.48   9.28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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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上半年，公司董事会全面落实股东大会做出的各项决议部署，坚持以“做优做大，成

为全球黄金矿业综合实力前十强”的“十三五”战略目标为指引，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突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步伐，着力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补

齐短板上出实招、求实效，各项工作呈现持续向好态势，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业绩指标。 

2017 年上半年，公司矿产金产量达到 15.54 吨，同比增加 0.7 吨，增幅 4.71%；截止 2017

年 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422.41亿元，较期初增加 138.84亿元，增幅 48.96%；负债总额 254.35

亿元,比期初增加 134.23亿元，增幅 111.75%；资产负债率 60.21%，较期初增长 17.85个百分点；

归属于母公司所者权益合计 159.53 亿元，比期初增加 4.34亿元，增幅 2.80%。2017 年上半年实

现营业收入 257.71亿元，同比增加 7.97亿元，增幅 3.19%；实现利润总额 8.27 亿元，同比增加

1.15 亿元，增幅 16.15%；实现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3%，同比降低 0.85 个百分点；实现基

本每股收益 0.33元/股，同比增加 0.01元/股，增幅 3.13%。 

上半年，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聚焦聚力黄金生产，黄金产量稳步增长。围绕采矿、提升、充填、选矿等主要生产环节，

组织实施“玲珑金矿东风-660 中段西区斜井掘砌安装工程”“新城金矿新城矿区盲斜井”等重点

技改技措工程，为下半年生产经营工作的高效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强化日常生产调度，积极组

织开展劳动竞赛，加大考核奖惩力度，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所辖企业的增产创效积极性。 

（二）聚焦聚力经营管理，发展质量明显提升。把 2017年作为基础管理达标年，组织开展“基

础管理达标”活动，从严规范了采矿、设备、能源、地测、选冶、安全等专业达标标准。纵深推

进降本增效工作，全面推行矿山成本管理系统，积极开展“优化五率”“降低五费”回头看活动，

黄金矿山企业矿石贫化率同比都有所降低。持续完善内控体系，全面开展《内部控制手册》《内部

控制评价手册》及相关制度、流程修订工作，各级内控体系逐步建立。 

（三）聚焦聚力长远接续，可持续发展能力稳步增强。在现有矿权范围内，突出加大探矿增储

力度，可持续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积极推进资源并购，省内并购了莱州“前陈-上杨家”探矿权，

境外与巴理克黄金公司达成合作，2017 于 6 月 30 日完成阿根廷贝拉德罗金矿项目交割，迈出了

国际化进程的重要一步。全力提速“新城金矿滕家回风井工程”“玲珑金矿深部主井工程”“三

山岛金矿西岭矿区开拓工程”等重点接续项目建设工作，为企业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聚焦聚力科技创新，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基本完成深井开采实验室和充填实验室建设，

着力通过产学研联合攻关，多项科技成果获得“中国黄金协会科学技术奖”。其中：《采掘车间绩

效考核业务过程优化与系统研发》等 3项成果荣获一等奖，《区域与局域应力空间重构深部卸荷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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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技术研究》等 6项成果荣获二等奖，《玲珑金矿全尾砂充填与无尾矿山综合技术研究》等 4项成

果荣获三等奖。大力开展创新工作室评比活动和岗位创新实践活动，充分挖掘优秀创新工作室的

典型案例和优秀创新个人先进事迹，进一步提高了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速度。 

（五）聚焦聚力安全管理，安全形势持续平稳。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断强化“双基”

建设，组织开展安全环保基础档案管理达标整治活动，制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暂行管理规定》

等多项制度；坚持科技强安，积极推广应用焦家金矿“锚杆+穿带联合支护”等新方法，三山岛金

矿“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矿山示范试点工程通过验收。全面深化隐患排查治理，组织开展

采掘顶帮及尾矿库等各类安全督察检查，所有隐患均按要求整改完毕，圆满完成了安全、环保“双

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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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

通知》（财会[2017]15号），要求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根据上述文件规定，

公司自 2017年 6月 12 日起开始执行上述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同时，

对 2017 年 1 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年 1月 1日至上述会计准则施

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上述会计准则进行调整。 

公司修改财务报表列报，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

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

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对当期损益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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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红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8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