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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远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远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黄加峰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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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45,668,405.31 228,271,664.04 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619,191.87 19,817,061.90 -26.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077,682.06 19,860,828.38 -49.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7,722,998.24 39,828,942.79 572.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5 0.033 -24.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5 0.033 -24.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3% 0.76% -0.1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664,662,373.65 2,658,402,830.81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10,358,364.95 2,294,425,861.25 0.6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2,024.2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8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0,514.47  

减：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4,541,509.8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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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3,0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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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金岭铁矿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41% 347,740,145    

淄博市城市资产

运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0% 6,530,000    

丁宇辉 境内自然人 0.43% 2,580,700    

方玉仙 境内自然人 0.31% 1,839,500    

汪仁梅 境内自然人 0.27% 1,624,559    

吴建民 境内自然人 0.22% 1,325,200    

陈美格 境内自然人 0.22% 1,287,883    

王建华 境内自然人 0.21% 1,263,800    

钱敏 境内自然人 0.21% 1,260,000    

张健江 境内自然人 0.20% 1,22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山东金岭铁矿有限公司 347,740,145 人民币普通股 347,740,145 

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6,5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30,000 

丁宇辉 2,580,700 人民币普通股 2,580,700 

方玉仙 1,83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9,500 

汪仁梅 1,624,559 人民币普通股 1,624,559 

吴建民 1,325,200 人民币普通股 1,325,200 

陈美格 1,287,883 人民币普通股 1,287,883 

王建华 1,263,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3,800 

钱敏 1,2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0,000 

张健江 1,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金岭铁矿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未知其他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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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方玉仙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839,500 股，

普通账户持有 0 股，合计持股 1,839,500 股； 钱敏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260,000 股，普通账户持有 0 股，合计持股 1,260,000 股；前十名

其他股东皆为通过普通账户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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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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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山东钢铁集

团矿业有限

公司 

延期行使股

东权利 

2017 年 11 月

16 日，山钢矿

业在未收到

中国证监会

核准豁免要

约收购批复

的前提下，完

成了山钢集

团对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

金岭铁矿

100%股权增

资工商变更

登记事项。为

保护上市公

司的合法利

益，维护广大

中小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

山钢矿业作

出如下承诺：

山钢矿业在

此承诺未来

直到取得中

国证监会对

本次豁免要

约收购核准

后，才开始行

使间接股东

权利。 

2018 年 02 月

12 日 

直到取得中

国证监会对

本次豁免要

约收购核准 

正在履行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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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否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1 月 0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子公司采矿权注销情况 

2018 年 01 月 0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政府补助情况 

2018 年 01 月 0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生产运营情况 

2018 年 01 月 0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金钢矿业采矿权注销后续进展情况 

2018 年 01 月 1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主要产品市场价格情况 

2018 年 01 月 1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网站情况 

2018 年 01 月 2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一季度业绩预告情况 

2018 年 02 月 0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股价情况及对公司的建议 

2018 年 02 月 0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子公司采矿权注销对公司业绩影响 

2018 年 02 月 1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股东要约收购情况及对公司影响 

2018 年 02 月 2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未来发展战略问题 

2018 年 03 月 0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8 年 03 月 0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股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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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03 月 0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资源储备情况 

2018 年 03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转型及发展战略情况 

2018 年 03 月 1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情况 

2018 年 03 月 1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钴精矿产品相关情况 

2018 年 03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产品产能及销售等相关情况 

2018 年 03 月 2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股价等相关情况 

2018 年 03 月 2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计提减值情况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以下无正文，为“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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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签字盖章页] 

 

 

 

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刘远清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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