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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9                           证券简称：*ST 地矿                             公告编号：2019-023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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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矿 股票代码 00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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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立东 贺业峰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南路 57-1号高新万达 J3

写字楼 

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南路 57-1号高新万达 J3

写字楼 

传真 0531-88190331 0531-88190331 

电话 0531-88550409 0531-88550409 

电子信箱 stock000409@126.com stock000409@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多元化，主要涉及矿业开发、医药制造、油品加工、特种轮胎制造、房地产业务和贸易业务。 

1.报告期内，公司矿业开发业务主要分为黑色金属采选业务和贵金属采选业务。 

（1）公司黑色金属采选业主要产品为铁精粉，全部采用地下开采，主要用途是提供给钢铁企业冶炼生铁和钢材。涉及

徐楼矿业、娄烦矿业、盛鑫矿业3座铁矿矿山，并成立汇金矿业从事进口铁矿石的后端加工销售业务。公司铁精粉销售采取

直销到户的方式，销售半径约为矿山500公里范围内，主要客户是公司矿山周边的钢铁厂或铸造厂等企业，公司同下游客户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2018年9月30日，公司完成重大资产出售，将上述3座铁矿矿山股权以公开挂牌转让方式剥离，本次

剥离完成后公司不涉及铁矿采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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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贵金属采选业务主要产品是金成品。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万泰矿业一家金矿企业，设计生产能力13.20

万吨/年，采用地下开采方式，销售模式是委托冶炼厂通过黄金交易所平台委托销售。 

2.公司医药制造板块经营主体包括力之源、宝利甾体、丽枫生物和建联中药4家下属公司，目前主要涉及医药中间体和

药用辅料的加工和中药材加工销售等多项业务。 

宝利甾体的主要产品为兽药及医药中间体，具体产品包括AD普氏物、双稀醇酮醋酸酯、16,17α-环氧黄体酮、醋酸去氢

表雄酮等甾体类结构中间体、坎利酮，合成依普利酮及螺内酯N-1中间体；力之源的主要产品为麦芽糖，具体是麦芽糖浆系

采用优质玉米淀粉，经过多种酶水解而制得以麦芽糖为主的糖浆；建联中药主要经营包括总店在内的45家门店、山东建联盛

嘉中药有限公司中药饮片厂和济南医学会建联国医馆，是济南市大型零售连锁药店之一，日常销售中药品类超过500种；丽

枫生物是一家主要从事药用辅料生产、销售的公司，拥有齐全的药用辅料批文和GMP认证资质。  

未来公司将加大对医药板块的投入，力争十三五期末，打通制药、医药、健康服务管理、养生养老产业链条，构建山东

地矿医养结合的大健康全新产业板块。 

3.公司油品加工业务的经营主体为山东泰德新能源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等领域高新技

术的研制开发及生产销售，独立拥有多项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和实用新型专利，是一家集产、学、研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技

术依托单位为山东大学、山东星火科学技术研究院。主要产品为清洁燃料油、生物柴油、化工产品，主要盈利模式为通过自

主研发的专利技术和添加剂，将低品质油品进行改进升级，生产质量指标和使用性能优良、可降低PM2.5的清洁能源和生物

质能源，同时也直接销售成品添加剂等专利产品。销售模式以直销为主，公司环保燃料油销售区域主要为山东威海地区，环

保成品油销售较广，销售区域主要为江西、湖北等地。 

截止2018年8月7日，公司子公司鲁地投资托管泰德新能源期限届满托管自然终止，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4.公司特种轮胎制造业务经营主体为山东地矿慧通特种轮胎有限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半钢工程胎、半钢农用胎和特种胎，

产品规格型号近800个，是国内规格型号最全的工程和特种轮胎生产、研发企业之一。该公司前身是始建于1984年的莱芜市

橡胶厂，现已成为国内规格最全、规模前列的特种轮胎研发生产基地，与国际知名的卡特彼勒、小松、凯斯等工程车辆厂配

套，产品销售主要以出口为主，产品主要出口美国、加拿大及欧洲、东南亚等20几个国家和地区。内销方面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是通过国内各大省份代理商销售及销往国内工程机械制造公司的配套市场；二是投放矿山、混凝土搅拌站市场，产品主要

针对矿井下大型铲车用光面轮胎、井上深花纹矿山专用轮胎、混凝土车专用轮胎等，客户包括各大矿业公司及混凝土搅拌公

司等。 

5.公司房地产板块业务经营主体为漳浦县黄龙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在行业中规模较小，属于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地方性房

地产开发企业，拥有二级房地产开发资质。漳浦县地处闽南金三角南部，东临台湾海峡，南望汕头，北接厦门，是福建省著

名的侨乡和台胞祖籍地，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对外开放沿海县份，是一个人口大县、农业大县、海洋大县、新兴临港工业

县，是台商投资密集地，是国家级海峡两岸（福建）农业合作实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重大项目海西建设的先锋县，

地理位置优越。漳浦县黄龙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成立至今，已成功在漳浦县开发“万新广场”、“万新花园”、“富康楼”、“书香

门第”、“锦绣西湖”、“万新商贸中心”、“万新西湖商业广场”、“万新阳光城”等集商、住为一体的房地产项目，总建筑面积达

60多万平方米。 

6.公司贸易业务板块涉及山东地矿物资发展有限公司和浙江自贸区鲁地物产有限公司2家下属企业，公司贸易业务经营

范围包括茶叶、珠宝玉器、进口红酒及红木家具的批复零售等业务。2018年初引进专业团队，转型为以大宗贸易为主，主要

经营范围包括电解铜、纸浆、煤炭、石油等。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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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3,065,394,827.15 1,430,256,957.34 114.32% 2,217,396,59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981,337.92 -224,841,762.27 113.78% -193,558,16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0,323,679.63 -267,385,358.14 -57.20% -209,966,650.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1,615,420.80 -66,505,584.10 1,154.97% -201,147,894.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06 -0.4401 113.78% -0.37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06 -0.4401 113.78% -0.37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3% -27.29% 31.22% -18.7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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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4,794,143,731.20 5,973,334,294.37 -19.74% 6,198,259,62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85,607,467.74 711,980,103.51 38.43% 935,930,662.0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38,884,731.77 323,586,990.05 305,454,399.64 2,097,468,70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399,552.30 -97,386,813.42 230,244,313.58 -20,476,609.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305,161.18 -97,330,000.19 -210,814,329.71 -30,874,188.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91,044.35 -14,053,361.78 16,300,138.35 713,659,688.5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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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3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8,19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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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地矿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71% 85,356,551 75,043,808   

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85% 55,455,947 0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鑫龙

177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53% 12,902,994 0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0% 12,779,411 0   

巨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聚

赢三号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36% 12,082,511 0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东海

基金－鑫龙96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2.32% 11,833,752 0   

池州市东方辰天贸易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1% 11,803,126 11,803,126   

山东省地矿测绘院 国有法人 1.97% 10,052,623 10,052,623   

曾鸿斌 境内自然人 1.80% 9,220,213 0   

齐兵 境内自然人 1.17% 6,000,000 6,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山东地矿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省地矿测绘院为一致行动人。 

2.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巨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聚赢三号证券投资

基金为一致行动人。 

3.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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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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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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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披露 

固体矿产资源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2018年，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但增速回落，国内需求不振，金融去杠杆力度较大，中美出现严重的贸易摩擦，这都

影响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同时，中国经济呈现出质量提升、结构优化的积极趋势。面对多变的市场形势，公司坚持以十九大

精神为指导，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紧紧围绕发展大局，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坚持抓好重大资产重组和降本

增效两项工程，稳固好生产经营工作，不断推动公司内部管理、资产重组、党风廉政建设、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开

展。 

报告期内，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0.6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4.32%；利润总额1.5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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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98.1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3.78%。 

（一）2018年度主要工作情况 

1.实施完成子公司增资及剥离铁矿亏损资产两项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针对融资规模大引起的财务费用高和铁矿资产连年亏损两项主要问题，公司董事会针对性的筹划实施完成对

子公司增资、剥离亏损铁矿资产两重大事项。通过公开挂牌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全资子公司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实施增资扩

股，补充增资资金偿还公司有息负债，降低了资产负债率，减少了公司财务费用。通过剥离徐楼矿业、娄烦矿业、盛鑫矿业

三项铁矿资产，解决了铁矿板块持续亏损影响公司业绩问题。剥离资产产生的收益用于公司偿还外部债务、减少财务费用支

出，提高了公司资产质量，最终实现扭亏为盈。 

2.加强公司管理，确保公司规范运行 

    一是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对公司职能部门进行调整和增设，加强总部重要职能管理，明确职能分工，增强了人员管理、

财务管理、物资采购管理、安全管理等方面管控，并通过纪检、审计进行监督管理，确保企业平稳运行。二是报告期内，公

司制定并进一步完善了《权属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办法》《对外投资及资产处置管理制度》《招标管理办法》等十余项制度，

着力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推动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高效化。 

3.做大做强优质企业，培育新利润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以地矿物资为平台，依托品牌和资源优势，积极开拓市场、拓展业务渠道，整合多家国有大型企业资源，

做大做强贸易业务；公司以建联医药为平台，延伸颐养大健康产业链条，组建专业项目团队，提升生产加工科技含量，促进

产业升级，已经完成了新增原料库区认证、GMP换证认证、新增生产工艺认证、新增口服车间认证等重点项目，并投资成立

鲁地康养（宁夏）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为公司大健康产业发展寻求具有发展潜力投资项目。 

4.实行人才兴企，严抓选人用人工作 

一是积极组织人才引进工作。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及年度经营计划，2018年度新引进各类专业人员共19人，打好人才选拔

基础。二是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建设忠诚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通过挂职锻炼，切实加强公司与各下属单位之间的优势

互补和沟通交流，增强了年轻干部储备，进一步提高了公司整体管理队伍水平。 

5.借助外力，助推产业升级 

为适应公司产业多元化经营管理需要，公司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山东省药学研究院、中国新兴矿业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齐鲁国际交通发展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院校、科研单位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进一步借力优质资源，拓展产业链条，

努力实现双赢格局。 

6.强化安全环保，确保内部经营形势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认真落实政府主管部门有关安排部署，大力开展安全生产月、百日攻坚、安全知识竞赛等活动，落实安全环

保主体责任，确保责任和要求层层分解、落实到位，强化日常监督检查，公司领导班子赴一线抓安全环保落实，为公司生产

经营、和谐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 

（二）公司目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及短板 

1.没有形成支柱产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目前公司经营涉及金属矿山、特种轮胎、中医医疗、生物医药和商品贸易等多

个行业领域，但没有形成强力支柱产业，缺乏规模效应和带动效应。 

2.在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情况下，公司融资难度加大，对内部经营和开拓市场造成一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生产经营发展。 

3.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缺口较大，难以有效匹配公司多元化发展项目需求，同时外派人员管理、信息传输、考核督导等管

理机制进一步提升完善。 

（三）2019年经营计划和主要工作目标 

随着国内经济结构改革的不断发展，预计未来市场形势将会不断向好发展。公司将紧紧抓住供给侧改革的历史机遇，按

照“突出主业、瘦身健体”的产业发展总思路，确定重点工作、亮点工作及支撑项目，继续开拓创新，强化管理，持续推进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努力走出一条更高质量、更具特色、更富活力的持续健康发展之路。 

1.依法依规全力推进股权划转，实现跨越式发展。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国有股权划转工作进展顺利，划入方兖矿集团系山东省国资委下属省属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位列2018

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第399名，在所涉及的领域拥有技术、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国内国际领先优势。股权划转完成后，

公司融资等外部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同时，不排除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兖矿集团在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12个月内

向上市公司提议对上市公司和/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或业务进行处置、重组或购买优质资产的可能。公司将积极配合推进股

权划转尽快完成，实现跨越式发展。 

2.稳定现有板块，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保持目前保留的业务板块经营稳定，继续加大对优质板块的支持，重点做好各权属单位安全环保督查工作，保持经营效

益稳步提升。首先，医药板块以现有店面为基础，加大中成药、粉剂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能力，力争产品销售突破区域限制，

推广至全国范围；推进建联中药饮片厂迁址扩建，确保传统业务稳中提升，推进大健康产业平台建设，推进医药产品大宗贸

易，做大做强医药大健康板块。其次，加快宝利甾体安全验收、污水处理系统改造及环保验收工作，尽快启动坎利酮、杆菌

肽锌生产线，AD普氏物增产，积极开拓优质客户，实现项目利润提前释放。最后，保持其他业务板块稳中有进，夯实未来高

质量发展基础。 

3.加强子公司监管，明确公司主体责任边界 

明确合理划分母子公司的权责划分，实现管理的有序、高效。从战略规划、投资决策、重大项目实施、研发管理、市场

开发、融资和资本运作、财务管理、经济运行、资产管理、风险管理和防范、人力资源管理等管理维度方面，明确公司和下

属单位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明确不同的管理内容的决策权、审批权、建议权等划分，从而实现总部和下属单位之间的有效

协同，防止出现管理混乱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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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实现人才强企战略 

    创新用人机制，多渠道引进“高、精、尖”专业技术人才，通过市场招聘、对外聘任等形式，量才适用，唯贤是举，优

化人才队伍，同时注重人才的培养，强化管理团队，注重子公司管理团队的建立，针对子公司管理工作中能力明显不足的管

理人员，给予有针对性的培训，提升管理人员的管理素质，同时还要定期对整个管理团队进行培训，保证管理团队管理理念

的先进性，管理能力的优越性。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特种轮胎 342,038,977.86 23,284,808.53 6.81% 9.65% 123.51% 3.47% 

油品加工贸易等 2,336,118,825.73 7,362,669.33 0.31% 305.01% -88.44% -10.73% 

医药产品 301,154,217.03 83,875,472.19 27.85% -28.52% 137.32% 17.6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分别上升114.32%和126.75%，主要是公司子公司山东地矿物资发展有限公司本期大力开

展电解铜、纸浆、煤炭等大宗商品贸易，同时本期新成立控股子公司浙江自贸区鲁地物产有限公司开展贸易活动，使营业收

入与营业成本大幅增加。 

本期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上升113.78%，主要原因如下：1.公司本期重大资产重组转让剥离了部分亏损子公司，

减少了其对公司利润的影响；2.重大资产重组转让子公司股权账面价值与转让价格之间的差额，计入公司本期投资收益，增

加了本期净利润；3.通过运用股权转让与引入投资收到的现金偿还外部债务，使公司本期外部有息负债大大降低，控制财务

费用，增强了整体经营能力。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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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本公司根据相

关要求按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财务报表：（1）原“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2）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项目并入“其他应收款”项目列报；

（3）原“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并入“固定资产”项目中列报；（4）原“工程物资”项目并入“在建工程”项目中列报；（5）原“应付

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6）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项目并入“其他应付款”项目列

报；（7）原“专项应付款”项目并入“长期应付款”项目中列报；（8）进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列示于“研发

费用”项目，不再列示于“管理费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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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根据上述列报要求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报表。 

由于上述要求，本期和比较期间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列报内容不同，但对本期和比较期间的本公司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

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无影响。 

单位：元 

序号 
会计政策变更的 

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上期重述金额 上期列报的报表项目及金额 

1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

并列示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433,528,080.30 

应收票据：1,207,730.80 

应收账款：432,320,349.50 

2 
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并

入其他应收款项目列示 
其他应收款 101,786,554.13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101,786,554.13 

3 
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

资产列示 
固定资产 1,051,580,655.00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1,051,580,655.00 

4 
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

列示 
在建工程 887,314,821.12 

工程物资：1,892,760.71 

在建工程：885,422,060.41 

5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

并列示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675,469,924.86 

应付票据：430,440,390.00 

应付账款：245,029,534.86 

6 
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并

入其他应付款项目列示 
其他应付款 435,064,815.07 

应付利息：9,297,272.42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425,767,542.65 

7 
从管理费用分出研发费

用单独列示 
研发费用 870,780.57 管理费用-研发支出：870,78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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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公司实施重大资产出售，通过公开挂牌转让方式出售公司及子公司鲁地投资持有的徐楼矿业100%股权、

娄烦矿业100%股权和盛鑫矿业70%股权，截止2018年9月30日，上述股权已完成交割和股权工商变更程序，不再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 

     2.公司之控股子公司鲁地投资与上海茁源实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共同成立鲁地物产，注册资本为100,000,000.00元，

其中鲁地投资持股比例为51.00%，上海茁源实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49.00%，主要从事汽油、天然气、金属制品、矿产品

等批发、零售等。 

     3.截止2018年8月7日，公司子公司鲁地投资托管泰德新能源期限届满，委托管理关系自然终止，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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