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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47           证券简称：山东黄金        编号：临2022－029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租赁采矿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鲁政字[2021]133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烟台市 8 个区（市）金矿

矿产资源整合方案的批复》的相关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黄金矿业（莱州）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州公司”）拟将位于焦家成矿带上的焦家金矿采矿权等

14 个矿业权整合为一个采矿权进行统一开发，拟整合的 14 个矿业权中，金城金

矿采矿权实质上归属于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金集团”）下属全

资子公司莱州鲁地矿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地公司”）。鲁地公司

将金城金矿采矿权整合至莱州公司名下，但双方约定金城金矿采矿权的过户行为

属于整合过渡时期的资产代持，莱州公司对金城金矿采矿权仅为名义持有人，金

城金矿采矿权的权益在双方审批机关正式批准该采矿权的转让交易且莱州公司

付清交易对价前归属于鲁地公司，未经鲁地公司允许，莱州公司不得擅自处置和

动用该代持资产，后续金城金矿采矿权满足注入上市公司条件后，双方将另行履

行收购程序。2022 年 4 月 20 日，莱州公司取得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就整合后的矿

业权发放的焦家金矿《采矿许可证》（证号：C1000002011024120106483）（以

下简称“焦家金矿采矿权”），有效期自 2022 年 4 月 21 日至 2032 年 4 月 21

日，该整合完成后的采矿权包含原金城金矿采矿权。 

莱州公司因整体规划和开发整合后的焦家金矿之需要，拟与鲁地公司签署

《租赁协议》，租赁焦家金矿范围内归属于鲁地公司的原金城金矿采矿权，年度

租金为 3,194.91 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截止本公告日，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控股子公司莱州公司累计 2 次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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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集团所属相关股权及矿权类资产，累计金额 730,155.83 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租赁莱州鲁地矿业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金城金矿采矿权的议案》，主要内容如下： 

鲁地公司原拥有采矿许可证号为 C3700002019094210150437 的金城金矿采

矿权，根据鲁政字[2021]133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烟台市 8 个区（市）金矿

矿产资源整合方案的批复》的相关要求，鲁地公司将金城金矿采矿权整合至莱州

公司名下，但双方约定金城金矿采矿权的过户行为属于整合过渡时期的资产代

持，莱州公司对金城金矿采矿权仅为名义持有人，金城金矿采矿权的权益在双方

审批机关正式批准该采矿权的转让交易且莱州公司付清交易对价前归属于鲁地

公司，未经鲁地公司允许，莱州公司不得擅自处置和动用该代持资产。公司就该

矿权整合事项于 2021 年 12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公司关于办理相关矿权整合事项的公告》（编号：临 2021-081）。 

莱州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取得证号为 C1000002011024120106483 号

的整合完成后的焦家金矿《采矿许可证》，该整合完成后的焦家金矿采矿权包含

原金城金矿采矿权。根据公司对焦家成矿带的整体开采规划，原金城金矿采矿权

区域的工期偏后，建设期前期暂不会涉及到原金城金矿采矿权区域的开采工作。

综合考虑公司生产经营及开采安排，拟暂不收购该采矿权，拟采用租赁的方式，

莱州公司拟与鲁地公司签署《租赁协议》，租赁焦家金矿范围内归属于鲁地公司

的原金城金矿采矿权用于统一规划和建设，年度租金为 3,194.91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黄金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

次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控股子公司与黄金集团的同类关联交

易累计金额 730,155.83 万元，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

其中莱州公司以合计转让价格 713,224.13 万元，收购山东天承矿业有限公司、山

东莱州鲁地金矿有限公司、山东地矿来金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莱州鸿昇矿

业投资有限公司 45%股权的形式，实现对集团公司焦家、新城成矿带部分矿权资

产的收购事项，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履行了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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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编

号：临 2021-061）。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济南市历城区经十路 2503 号 

法定代表人 满慎刚 

注册资本 131,914.56 万人民币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 1996 年 7 月 16 日 

实际控制人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 

（以下限子公司经营）黄金地质探矿、开采；黄金矿山电力供应；

汽车出租。（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黄金珠宝饰品提纯、加

工、生产、销售；黄金选冶及技术服务；贵金属、有色金属制品

提纯、加工、生产、销售；黄金矿山专用设备及物资、建筑材料

的生产、销售；设备维修；批准范围的进出口业务及进料加工、“三

来一补”业务；计算机软件开发；企业管理及会计咨询，物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审计，截至 2021 年末，黄金集团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

13,198,904.79 万元，净资产 4,588,088.21 万元，营业收入 5,633,929.17 万元，净

利润-24,591.47 万元。 

2.莱州鲁地矿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莱州鲁地矿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莱州市金城镇驻地 

法定代表人 王成 

注册资本 36,000 万人民币 

公司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7 年 8 月 31 日 

实际控制人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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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矿业开发项目的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审计，截至 2021 年末，鲁地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 31,644.58

万元，净资产-2,246.11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567.00 万元。    

   3.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莱州市莱州北路 609 号 

法定代表人 王成龙 

注册资本 43,017.64 万人民币 

公司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3 年 5 月 27 日 

实际控制人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 

销售：黄金、矿产品（煤炭除外）、矿山设备及物资。以下项目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金矿的采选、黄金冶炼；收购、加工、销售：

黄金制品、白银制品、金精矿、银精矿、铜精矿、铅精矿、锌精

矿、硫精矿、铁精矿；珠宝、金属饰品、工艺品的批发、零售；

生产、销售：建筑材料及井下充填材料。（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审计，截至 2021 年末，莱州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 2,032,704.15

万元，净资产 282,346.20 万元，营业收入 282,503.92 万元，净利润-59,610.42 万

元。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金集团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45.58%的股份，为

公司控股股东，鲁地公司为黄金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莱州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鲁地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租赁标的为莱州公司代鲁地公司持有的原金城金矿采矿权，原采矿权情况

如下： 

原矿权名称：莱州鲁地矿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金城金矿釆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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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采矿权证号：C3700002019094210150437；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原矿区面积：2.1 平方公里； 

原生产规模：99 万吨/年； 

原开采深度：-365.0m 至-1325.0m 米标高； 

原采矿权有效期：2019 年 9 月 26 日至 2034 年 9 月 26 日。 

2.原采矿权为完成整合后的焦家金矿采矿权的一部分，现采矿权情况如下： 

现矿权名称：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焦家金矿釆矿权； 

现采矿权证号：C1000002011024120106483；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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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矿区面积：18.507 平方公里； 

现生产规模：660 万吨/年； 

现开采深度：+150m 至-1880m 标高； 

现采矿权有效期：2022 年 4 月 21 日至 2032 年 4 月 21 日； 

（二）金城金矿采矿权权属状况说明 

鲁地公司原拥有采矿许可证号为 C3700002019094210150437 的金城金矿采

矿权，根据鲁政字[2021]133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烟台市 8 个区（市）金矿

矿产资源整合方案的批复》的相关要求，鲁地公司将金城金矿采矿权整合至莱州

公司名下，但双方约定金城金矿采矿权的过户行为属于整合过渡时期的资产代

持，莱州公司对金城金矿采矿权仅为名义持有人，金城金矿采矿权的权益在双方

审批机关正式批准金城金矿采矿权的转让交易且莱州公司付清交易对价前归属

于鲁地公司，未经鲁地公司允许，莱州公司不得擅自处置和动用该代持资产。莱

州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取得证号为 C1000002011024120106483 号的整合

完成后的焦家金矿采矿权，该整合完成后的采矿权包含原金城金矿采矿权区域。 

（三）本次交易价格的确定 

双方同意以鲁地公司取得原金城金矿采矿权投入的实际成本（向国家缴纳的

价款及出让收益和其他实际承担的费用）及租赁税费作为租赁费用的定价标准。 

租赁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32年 4月 21日或莱州公司收购金城金矿

采矿权完成之日中较早日时止。 

年度租金为 3,194.91 万元，计算公式为：（原金城金矿采矿权投入的实际成

本 29,928.94 万元+租赁税费（以增值税及附加合计税率 6.75%计算））/租赁年

限（暂以 10 年计算）。 

四、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双方拟签订的采矿权《租赁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出租方（甲方）：莱州鲁地矿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承租方（乙方）：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 

（二）租赁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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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租赁标的为乙方代甲方持有的原金矿金矿采矿权，原采矿权情况如下： 

原矿权名称：莱州鲁地矿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金城金矿釆矿权； 

原采矿权证号：C3700002019094210150437； 

原矿区面积：2.1 平方公里； 

原采矿权有效期：2019 年 9 月 26 日至 2034 年 9 月 26 日。 

2.原采矿权为现采矿权的一部分，现采矿权情况如下： 

现矿权名称：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焦家金矿釆矿权； 

现采矿权证号：C1000002011024120106483； 

现矿区面积：18.507 平方公里； 

现采矿权有效期：2022 年 4 月 21 日至 2032 年 4 月 21 日。 

（三）租赁期限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32年 4 月 21日或乙方收购金城金矿采矿权完成之

日中较早日时止。 

（四）租赁费收取标准、支付时间及调整方式 

1.甲乙双方同意以甲方取得原金城金矿采矿权投入的实际成本（向国家缴纳

的价款及出让收益和其他实际承担的费用）及租赁税费作为租赁费用的定价标

准。 

2.年度租金为 3,194.91 万元，计算公式为：（原金城金矿采矿权投入的实际

成本 29,928.94 万元+租赁税费（以增值税及附加合计税率 6.75%计算））/租赁

年限（暂以 10 年计算）。 

3.租金按年结算，在每年 8 月 31 日前支付，不足一年的，按实际租赁天数

折算。 

4.本协议签署后至租赁结束前，下列事项发生后，双方可根据影响程度调整

租金： 

原金城金矿采矿权存在其他新增税费或甲方因该采矿权的探矿新增资源储

量而支付的出让收益款项/权益金或环保安全等法定投入。 

5.如乙方在未来收购原金城金矿采矿权，双方按照以下评估结果作为收购价

款的确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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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共同委托评估机构按照原金城金矿采矿权范围内的截至本协议签署日

经国土资源部门备案核定的保有资源储量评估得岀的矿权评估价值，扣减甲方按

照本协议约定已实际收取的租金数额，同时，乙方投资建设部分的资产及增值部

分归乙方所有。 

（五）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保证对原金城金矿采矿权享有合法的出租权并保证乙方在租赁期限内

享有对原金城金矿采矿权的合法使用权； 

（2）已按相关法律、法规取得原金城金矿采矿权的使用权，并支付了取得

原金城金矿采矿权所需的一切费用，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 

（3）巳取得出租原金城金矿采矿权所需的一切许可和批准； 

（4）协助乙方处理任何直接或间接影响乙方建设等业务的可能出现的有关

原金城金矿采矿权的一切争议、索赔或任何形式的处罚、仲裁、诉讼。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按照本协议约定的用途和期限，有权依法使用所承租的原金城金矿采

矿权； 

（2）租赁期限届满前,乙方享有依法收购原金城金矿采矿权的权利； 

（3）保证合法的使用原金城金矿采矿权，并负责原金城金矿采矿权的维护

和保养； 

（4）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支付原金城金矿采矿权租赁费用； 

（5）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以承租的原金城金矿采矿权为自身及任何第

三方提供抵押担保； 

（6）乙方承诺在原金城金矿投产前，完成金城金矿采矿权的收购；未完成

收购前，执行本协议的相关约定。 

（六）违约责任 

1.在协议履行期间，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应当赔偿对方因违约而造

成的实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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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期限足额支付租金，每逾期一天，应按照同期

LPR 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七）协议成立及生效 

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

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1）甲方股东会审议批准本次租赁事项； 

（2）乙方董事会及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本次租赁事

项。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莱州公司租赁鲁地公司的金城金矿采矿权，是焦家金矿整合

开发所必需，能够确保整合后焦家金矿统一开展规划及建设，有利于保障莱州公

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本次租赁矿权的租金将按年度进行支付，对当期费用产

生一定的影响。因焦家金矿采矿权具有稳定的盈利能力，本次交易预计未来能为

公司带来良好收益。 

六、 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租赁莱州鲁地矿业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金城金矿采矿权的议案》（关联董事李国红、王立君、汪晓玲回避表决）。 

2. 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2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租赁莱州鲁地矿业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金城金矿采矿权的议案》。 

3. 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王运敏、刘怀镜、赵峰事前认可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发表独立意见： 

1）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与莱州鲁地矿业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签署《租赁协议》，租赁焦家金矿范围内归属于鲁地公司的原金城金

矿采矿权是焦家金矿整合开发所必需。能够确保整合后焦家金矿进行统一规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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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建设，有利于保障莱州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2）本次交易根据鲁地公司向国家缴纳的价款及出让收益和其他实际承担的

费用加税费作为租赁费定价标准，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

利益的情形。 

3）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4.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本项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有利于公司控股子公

莱州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

益。审计委员会同意本项关联交易，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控股子公司莱州公司累计 2 次收购黄

金集团所属相关股权及矿权类资产，累计金额 730,155.8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22.97% 。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