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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5                         证券简称：*ST 金岭                         公告编号：2018-024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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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

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金岭 股票代码 00065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邱卫东 毕  伟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中埠镇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中埠镇 

电话 0533-3088888 0533-3088888 

电子信箱 sz000655@163.com sz000655@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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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52,397,082.85 548,556,224.93 -1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861,992.83 57,350,784.16 -2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5,672,307.79 56,890,106.56 -37.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7,038,301.04 90,544,499.49 261.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9 0.096 -28.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9 0.096 -28.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6% 2.17%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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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0,972,274.81 2,658,402,830.81 -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37,451,572.33 2,294,425,861.25 1.8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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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173,870,100 

淄博市城市资

产运营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10% 6,530,000    

蒋菊珍 境内自然人 0.40% 2,363,800    

吴建民 境内自然人 0.28% 1,666,500    

汪仁梅 境内自然人 0.27% 1,624,559    

陈美格 境内自然人 0.27% 1,620,084    

李加云 境内自然人 0.24% 1,412,400    

牛鹏 境内自然人 0.21% 1,236,882    

章高通 境内自然人 0.21% 1,221,700    

张健江 境内自然人 0.20% 1,2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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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蒋菊珍通过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863,800 股，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本公司股票 1,500,000 股，合计持 2,363,800 股；章高通通过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61,300

股，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160,400 股，合计持 1,221,700 股；前十

名其他股东皆为通过普通账户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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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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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上半年，铁矿石期货价格整体呈现震荡的走势。一季度钢铁的价格处于上行趋势，为铁矿价格提供支撑，但受

铁矿石港口库存处于高位的影响，上行压力较大，价格有所承压，加之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导致金融市场出现恐慌性抛压，

铁矿石价格震荡下行。进入二季度，铁矿石价格再度陷入区间整理，受钢材旺季需求未如期到来，港口铁矿石库存持续高位

未得到缓解，且环保督查力度再度加强，越来越严的环保限产政策的影响，降低了钢厂对铁矿石的补库需求，限制了铁矿石

价格的回调空间。从国际四大矿山2018年的生产计划来看，整体保持温和增产的态势，而在港口方面，据Mysteel统计数据

显示，截止6月21日全国45个主要港口铁矿石库存为15488.41万吨，较去年同期的14539万吨增加949.41万吨，同比去年同期

涨幅为6.5%。今年港口库存持续徘徊在1.6亿吨，并在3月连创年内新高，最高达到1.628亿吨，这主要由于在供给未出现明

显下降的同时国内环保督查和环保限产等政策影响到了铁矿石的市场需求，铁矿石供大于求的格局仍将延续。根据目前国际

国内的市场形势影响，预计2018年下半年，铁矿石行情将延续宽幅震荡的可能性较大。 

2018年以来，面对外部市场和内部环境的双重考验，公司全部干部职工认真贯彻落实公司工作部署和公司确立的奋斗

目标，坚持围绕“质量、效益”两大主题，以转型升级为主线，以深化改革为动力，着力抓好“六大任务”，即一是以更严

要求抓实安全环保，打造“安全绿色”新金岭；二是以更实举措保障稳产增产，打造“主业稳健”新金岭；三是以更快步伐

推进改革创新，打造“活力强劲”新金岭；四是以更高责任强化经营管控，打造“质效双优”新金岭；五是以更宽视野抢抓

发展机遇，打造“多元发展”新金岭；六是以更大力度激活党建动能，打造“和谐幸福”新金岭。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较好

的保持生产经营稳定顺行，实现扭亏为盈，努力完成公司全年任务目标。 

下半年，公司继续坚持“求生存、谋发展”工作总基调，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坚定不移的推进和落实既定的工作举

措，以改革应发展，以创新应机遇，集中力量攻坚，万众一心克难。针对目前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一是毫不松懈抓好安全

环保，确保生产平稳运行；二是始终坚持做强矿山基业，充分挖掘公司潜能；三是牢固树立市场经营意识，着力提升经营质

量；四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创新，持续释放动力活力；五是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奋力推进转型发展；六是充分发挥党建保障

作用，集聚发展内生动力。 

公司主营业务是铁矿石开采，铁精粉、铜精粉、钴精粉、球团矿的生产、销售及机械加工。主要产品包括铁精粉、铜精

粉、钴精粉、球团矿。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5,239.71万元，比上年同期降低17.53%；实现利润总额5,413.15万元，

比上年同期降低18.44%；实现净利润3,836.01万元，比上年同期降低31.64%。 

报告期内年共生产铁精粉64.29万吨，销售63.58万吨；生产铜精粉金属量564.78吨，销售464.53吨；生产钴精粉金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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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吨，销售2.78吨，生产球团矿3.68万吨，销售2.71万吨。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为“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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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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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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