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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9                              证券简称：ST 地矿                           公告编号：2020-068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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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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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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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31-88550409 0531-8855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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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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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1,851,136,726.91 1,109,365,516.28 1,237,444,182.08 4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970,046.16 -84,068,022.40 -74,181,054.00 14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2,515,447.16  -82,381,007.91 -72,584,061.45 55.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4,294,742.86 -69,160,592.43 -68,065,040.19 -82.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87 -0.1645 -0.1452 14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87 -0.1645 -0.1452 14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1% -8.91% -6.99% 12.3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163,058,532.87  3,834,547,799.06  4,395,548,050.36 -7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1,421,903.67  528,869,102.86  656,915,714.39 -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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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14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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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71% 85,356,551 75,043,808 — — 

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5% 55,455,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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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北京志开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志开汇融 2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36% 12,08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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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杨琴秀 境内自然人 1.42% 7,280,000 0 — — 

齐兵 境内自然人 1.17% 6,000,000 6,000,000 — — 

章玉凤 境内自然人 0.84% 4,293,338 0 — — 

莱州东海神龙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4% 2,250,925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北京志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志开汇融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一致行动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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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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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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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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20 年 01 月 07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0 年 01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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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2号——上市公司从事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务》

的披露要求） 

2020 年上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公司按照“透明、规范、

高效”要求，围绕资产重组及管理提升两条主线，科学谋划、承压奋进、真抓实干，上半年经营业绩实现

扭亏为盈。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资产总额 11.63 亿元，同比下降 73.54%。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18.51 亿元，同比上升 49.59%；实现利润总额 4,469.43 万元，同比上升 141.7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2,997.00 万元，同比上升 140.40%。 

2020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完成了以下重点工作： 

（1）积极实施资产重组，促进公司转型发展 

近年来，公司经营业务众多，以传统产业为主，受市场行情低迷、流动资金紧张、原材料价格上涨等

因素影响，贸易业务、医药制造业务、特种轮胎制造业务及矿业开发业务均未达到预期。面对持续亏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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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公司创新思维、创造条件，克服严峻形势，实施完成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鲁地投资”）51%

股权出售项目和北斗天地股份有限公司（“北斗天地”）53.89%股权、山东兖矿国拓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国拓科技”）70%股权收购项目。通过剥离低效和亏损资产、注入新的利润支撑点，优化公司产业布局，

改善公司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促进公司业务转型升级发展。 

（2）深入推进精益化管理，提升公司管理效能 

从组织架构、管理机制、培训机制和文化机制四个方面系统构建公司精益运营管理体系，通过对制度

和流程的持续改进，实现公司运营系统、管理架构、管理理念和能力的根本性转变。推行精益化管理运行

模式试点，确保试点企业运行质量和经济效益双提升，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精益化管理模式，全面提升

运营业绩和管理效能。 

（3）规范完善公司运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全面梳理和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和独立董事工

作制度等治理制度，为公司依法合规运行提供制度保障。进一步加强对权属企业的管控，扎实推进产权代

表制度，完善各权属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组织修订各权属企业公司章程，整体提升公司规范运作能力和治

理水平。 

（4）加强财务管理，健全公司风险防控 

坚持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加强可控费用管理，强化经济运行过程管控，从严、从紧管理各项成本费

用。合理筹划资金，降低财务费用,确保资金流安全。开展存货清查变现，加强原材料采购及仓库管理，盘

活存量资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大应收款项清收力度，建立应收款项动态发现机制，降低应收款项坏

账风险，促进公司存量优化，健全公司风险防控。 

（5）强化安全意识，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以“防疫情、保安全、促生产”为宗旨，通过快速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制订疫情防控方案、定期召开疫情防控专题会议等方式促使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管控，形成全员联动的疫

情防控工作局面。强化安全环保责任考核，推行安全环保责任网格化管理，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推动

落实公司安全环保工作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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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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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收购北斗天地53.89%股权和国拓科技70%股权，分别于6月2日和6月30日完成股权交

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20号——企业合并》相关规定，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因此北斗天地和国拓

科技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出售了持有的鲁地投资51%股权，并于6月28日完成了股权交

割。公司不再享有鲁地投资经营收益和承担其经营风险，根据《企业会计准则20号——企业合并》相关规

定，公司已丧失对鲁地投资51%股权的控制，故于报告期末终止确认相关股权。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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