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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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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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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 天业股份 600807 济南百货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涛 王威 

电话 0531-86171188 0531-86171188 

办公地址 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1577号

天业中心主办公楼 

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1577号

天业中心主办公楼 

电子信箱 600807@vip.163.com 600807@vip.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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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73,493,198.82 9,414,574,939.98 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27,552,548.74 1,915,682,852.62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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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336,505.28 -640,302,303.08 不适用 

营业收入 822,557,740.74 873,877,030.08 -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6,466,030.17 68,502,320.95 -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44,634,262.17 63,647,659.62 -327.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44 3.78 减少0.3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8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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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3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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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9.45 260,540,530 76,373,587 质押 245,396,85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辉煌”62 号单一资金信

托 

未知 2.37 21,000,000 0 无 0 

将军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13 9,959,802 0 无 0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信托·尊岳进

取 5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 

未知 1.09 9,660,221 0 无 0 

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 0.99 8,735,119 0 无 0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策略投资产品 

未知 0.91 8,065,971 0 无 0 



山东美银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未知 0.59 5,197,700 0 质押 5,197,700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未知 0.56 4,930,385 0 无 0 

上海华敏置业（集团）有

限公司 

未知 0.53 4,718,202 0 无 0 

山东汇多投资有限公司 未知 0.41 3,662,600 0 质押 3,662,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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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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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楼市调控政策以限购与去杠杆为主，

致使房地产市场交易增速整体下滑；全球经济增长趋于稳健，美欧日经济实现了同步向好，受特

朗普未能成功推出减税等财政刺激措施及美国空袭叙利亚、朝鲜核试验、法国大选等地缘政治事

件风波等因素影响，上半年金价阶段性上涨。 

公司紧抓发展机遇，围绕 2017 年度经营计划，做好产业布局的“加减法”：一方面全力推进

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推动矿业业务的扩张和黄金资源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适当收缩房地产业

务规模，适时退出了东营地区房地产项目和深圳羊台山庄房地产合作项目。在经营方面，公司继

续加强对明加尔公司的管控，确保黄金生产经营稳健运行；不断调整经营策略和营销思路，加快

推进在建房地产项目的开发进度和加快去库存。上半年，公司各项工作持续稳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90462.3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4.59%，其中：房地产业务

销售实现收入 29789.72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56.12%，占营业总收入 32.93%；金融业务实现收

入 8206.53万元，占营业总收入 9.07%；矿业实现收入 44477.8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8.19%， 

占营业总收入 49.1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46.6 万元，比上年同



期减少 2.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净资产 202755.25万元，比期初增长 5.84%。 

1、有序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夯实矿业发展基础 

作为资源型产业，资源占有已成为世界黄金业竞争的焦点。2017 年 4 月 20 日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预案>的议案》等此次重组相关议案，2017 年 6 月 1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采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向天业集团发行 151,832,009 股

购买其持有的天业投标公司 100%股权，天业投标公司持有南十字澳洲 100%股权，2017年 6 月 13

日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相关议案。公司于 2017年 6月 23日收到中国证监

会《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71187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山东天

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

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截至 2016年 12 月 31日，南十字黄金符合 JORC 标准的资源量为 457万盎司，符合 JORC标

准的储量为 96 万盎司；2017 年 5 月 23 日，公司收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提供的由 Cube 

Consulting Pty Ltd出具的《MINERAL RESOURCE ESTIMATE GOLDEN PIG GOLD PROJECT》（《GOLDEN 

PIG 矿区矿产资源预测报告》），报告显示，截至 2017 年 5月 22日，南十字黄金 GOLDEN PIG 矿

区新增了符合 JORC标准的黄金资源量约 73.6万盎司。 

此次重组有利于增加公司的黄金资源储备，扩大黄金产能，强化规模效应，提升公司的竞争

力及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公司国际化投资战略，拓展公司黄金板块业务，符合公司

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正在有序推进中。 

2、多措并举强化运营管控，提升矿业经营规模。报告期内，明加尔公司进一步加强各项基础

管理工作，明确管理标准，规范业务流程，提高企业运营水平和效率；推动信息化与和矿业运营

管理的有效结合，加大成本控制和监控力度；做好资源勘探工作、选矿技术管理和设备管理工作，

确保生产经营持续稳定。报告期内，明加尔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729.6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34.42%，同时，明加尔公司继续加大优质黄金项目的寻找范围和力度，为后续并购储备优质黄金

矿业项目。 

3、优化产业结构，做好产业布局“减法”。基于转型发展的需要，公司适当收缩了房地产业

务半径，适时退出了东营地区房地产项目和深圳羊台山庄房地产合作项目，降低了房地产业务规

模。公司通过上述交易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加快资金回笼，提升公司资产运营效率和资金使用

效率，并为公司推动矿业国际化投资战略和矿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4、严格管理，积极销售，推进现有房地产项目稳健经营。公司秉承稳健开发的经营理念，持



续做好质量管理、安全管理、成本预算管理、工程管理、销售管理各专项管理工作，积极做好已

有项目建设的开发进度；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变化和政策动态，加大营销推广，全力促进房地产

销售。报告期内，公司确认房地产销售金额 29789.72 万元，同比减少 56.12%；截止 6 月底公司

预收帐款 91842.94万元，比年初减少 24.51%。 

转变经营思路，丰富自持物业经营业态，提升盈利水平。受电商迅猛发展等因素影响，对公

司实体店经营冲击较大，子公司瑞蚨祥贸易转变经营思路，出资 500 万元成立山东天业如天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并与如家酒店集团签署特许合同，将部分自持物业改造成了收益较高的酒店类物

业，通过丰富自持物业经营业态，提升其盈利水平。 

5、强化金融业务风险控制，确保资金安全。公司继续强化金融业务的风险审核，加强风险控

制流程和体系建设，确保资金安全。天业小贷在积极拓展优质客户群体的同时，持续强化信贷风

险管理，经营质量不断提升，报告期内实现收入 1514.5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47%，实现税

后利润 817.3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22%；博申租赁加强业务团队与风控体系建设，进一步

加强与银行、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合作，提高融资效率，分散融资风险，报告期内，实现营业

收入 6691.96万元，净利润 2807.31万元。 

对于通过基金投资的微医集团、奇虎 360 等项目，公司强化投后及风控管理，加强与已投基

金管理人的联系，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及时掌握已投项目情况，确保已投项目安全。 

6、加强公司治理建设，提升专业化决策水平。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董、监事会换届选举工

作，为推进、落实公司矿业国际化投资战略，在董事会换届中，选举了具有丰富矿业国际并购及

管理经验的专业人员进入公司董事会，并增加了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具有矿业背景人员的比例，

董事会和管理层更加精干、高效。公司通过优化治理层专业人员配置，提升了矿业并购的决策能

力和矿业业务的管理水平，为加大矿业投资和布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升了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下半年经营计划 

下半年，公司将全力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并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搜寻、收购、整合优质金

矿资产，提升矿业业务规模和比重；适时开展黄金贸易业务，延伸黄金产业链；加强项目管理，

做好现有储备项目的去库存工作；继续加强对海外矿业板块的管控，确保实现业绩承诺。  

1、积极推动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推进、落实公司国际化投资战略，依托先进的管理理念

和团队优势，凭借良好的信用和多渠道的融资平台，积极搜寻、收购、整合海外优质金矿资产，

提升矿业业务规模和比重。 

2、适时开展黄金、玉石类贸易业务。公司将完善黄金产业链，努力打造成为集黄金生产、加

工、销售的全产业链的黄金企业；调研玉石原料收购、开采及贸易市场，并做好相关可行性分析，

择机开展相关业务，逐渐建立起完善的黄金珠宝产业链，提升公司利润水平，增强公司竞争力。 



3、加强基础管理，提升已有矿区的协同效应。公司将加大采、选工艺的管理和控制，优化生

产系统和工艺流程，提高采矿及选矿作业效率；加强设备现场管理，确保设备处于良好技术状态；

通过技术共享、人员培训及管理协同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已有矿区的协同效应，提高黄金产量，确

保实现明加尔公司的业绩承诺。 

4、做好现有房地产储备项目的管理，顺应市场形势和国家政策，创新营销策略，加快去库存。 

5、拓展融资渠道，建立多元化的融资体系。根据公司发展需要，积极筹划资本运作策略，加

强与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及非金融机构的沟通与联系，多渠道筹集发展资金；不断优化财务结构，

降低筹资成本，合理调度资金使用；继续挖掘融资潜力，创新融资渠道，打造股权融资、债权融

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全方位、立体的融资体系，满足公司多层次的资金需求及发展需要。 

6、加强投后管理，确保已投项目安全。公司将强化风控意识，全面梳理和研判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的并购基金可能出现的投资风险，提高风险防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与已投基金管理人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及时掌握已投项目情况。 

可能面对的风险 

1、政策风险。房地产行业受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坚持“房子是

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强调房屋回归居住属性，通过因城施策、精准调控和中长期

的长效机制来推进住房体制建设，这将在未来改变市场预期，影响购房者的心态，政策风险及市

场波动风险是所有房地产企业无法回避的问题。  

2、财务风险。公司主要业务矿业和房地产均具有资金密集型行业的特点，同时公司正推进内

生增长与外延收购并举的发展方针，充足的现金流对公司的运营和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对公司

的融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存在着规模化扩张与融资能力不相匹配引致的财务风险。公司将

持续提升资本运作能力，合理安排融资计划并运用各项融资工具，加强资金管理、确保资金链安

全。  

3、经营风险。房地产项目开发周期长，投资大，涉及相关行业多，有较强的地域性，同时受

多个政府部门的监管，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项目的进展，进而损害公司的声誉

和市场形象。  

4、外汇风险。由于本公司的合并报表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明加尔公司经营的海外业务主要

以当地货币澳元作为结算货币，因此，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有可能带来公司境外业务收入的汇率风

险。  

5、黄金价格波动风险。公司黄金业务的盈利能力与国际黄金价格呈高度正相关关系，国际金

价波动对公司的盈利水平和现金流带来较大影响。影响黄金价格波动的因素包括全球政治经济发

展动向、全球黄金市场供给及需求、各大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变动及其它宏观因素，在这些因素



的综合作用下，国际黄金市场供求及价格会产生较大波动，由于上述因素具有不可控性，其变化

可能对黄金生产企业的经营构成不利影响。  

6、盈利预测风险。根据山东新广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明加尔公司出具的《明加尔金源

公司全部 118个矿业权评估报告书》，明加尔公司标的矿权 I（90%权益）收益在 2017年度的净利

润预测数为 2,094.44 万澳元。在对标的资产进行盈利预测时，是以现时经营能力、结合现时情

况，本着谨慎的原则编制的，盈利预测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标的资产的盈利

预测存在因所依据的各种假设条件发生变化而不能实现的风险。  

7、多元化发展战略风险。由于公司实施房地产、矿业多元化经营，规模逐渐扩大，机构逐渐

增多，企业内部原有的分工、协作、职责、利益平衡机制可能会打破，管理、协调的难度大大增

加，在资源重新配置和保证企业竞争优势方面会遇到较大的挑战。 

8、资产整合风险。公司目前正推进矿业国际化投资战略，随着优质黄金资源的不断注入，公

司海外在产矿山及黄金矿业权将不断增加，公司将面临较高的资产整合及管理风险，是否能够及

时通过资产整合实现战略协同效应，存在不确定性。 

9、重大资产重组审批风险。公司目前正在推进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并履行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程序。上述审批事项能否取得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取得批准或核准的

时间亦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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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