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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318号文件核准，山东黄金获准公

开发行不超过33亿元公司债券。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发行规模为人民币20亿元（债券简称为“13鲁金01”；债券代码为122273），山东黄金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3亿元（债券简称为

“13鲁金02”；债券代码为122284）。 

二、发行主体名称 

中文名称：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andong Gold Mining Co., Ltd. 

三、本次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13鲁金01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20亿元。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发行。 

4、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期限为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

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5.16%，在其存续期的前3

年内固定不变。如存续期第3年末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

在其存续期后2年票面利率为前3年票面利率加上调基点，在其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如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在其存续期后2年票面利率仍

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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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即，利息每年

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

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7、发行首日或起息日：2013年9月3日。 

8、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9、付息日：2014年至2018年每年的9月3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若投资

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4年至2016年每年的9月3日。如

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10、本金兑付日：2018年9月3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

兑付日为2016年9月3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

个工作日。 

11、担保方式：本期债券由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12、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13、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证券登记机构

开立的托管账户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

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15、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6、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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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3鲁金02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3亿元。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发行。 

4、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期限为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

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4.80%，在其存续期的前3

年内固定不变。如存续期第3年末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

在其存续期后2年票面利率为前3年票面利率加上调基点，在其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如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在其存续期后2年票面利率仍

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即，利息每年

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

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7、发行首日或起息日：2015年3月30日。 

8、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9、付息日：2016年至2020年每年的3月30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若投资

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6年至2018年每年的3月30日。

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10、本金兑付日：2020年3月30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

的兑付日为2018年9月3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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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工作日。 

11、担保方式：本期债券由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12、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13、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证券登记机构

开立的托管账户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

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15、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6、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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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2017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andong Gold Mining Co., Ltd. 

法定代表人：李国红 

注册资本：人民币1,857,118,809元 

股票代码：600547 

股票简称：山东黄金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3号楼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3号楼 

邮政编码：250100 

电话号码：0531-67710376 

传真号码：0531-67710380 

互联网网址：www.sdhjgf.com.cn 

电子信箱：Hj600547@163.com 

经营范围：批准许可范围内的黄金开采、选冶。（一般经营项目）黄金矿山专用设

备、建筑装饰材料（不含国家法律法规限制产品）的生产、销售。 

二、发行人2017年度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批准许可范围内的业务主要为黄金开采、选冶，黄金矿山专用设

备、建筑装饰材料（不含国家法律法规限制产品）的生产、销售。经营范围涵盖了黄

金地质探矿、开采、选冶，贵金属、有色金属制品、黄金珠宝饰品提纯、加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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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黄金矿山专用设备及物资、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等，主要生产标准金锭和各

种规格的投资金条和银锭等产品。 

2017年，发行人矿产金产量达到35.88吨，同比增长19.71%。2017年国内选矿处理

量达到1,395万吨，同比增加60万吨，增幅4.49%；原矿品位2.22g/t，同比下降0.14g/t。

其中，原矿品位下降主要原因是由于深部矿产资源的地质品位较浅部下降所致；2017

年国外堆浸处理量达到707.32万吨，入堆品位1.00g/t，累计的黄金选矿回收率79.73%。 

三、发行人2017年度财务状况 

根据发行人 2017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总资产 421.16

亿元，同比增长 48.52%；2017 年度末负债总额 249.47 亿元，比期初增加 129.35 亿元，

增幅 107.68%；资产负债率 59.23%，同比增加 16.87 个百分点；归属于母公司所者权

益合计 163.24 亿元，比期初增加 8.05 亿元，增幅 5.19%。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净

额 510.41 亿元，同比增加 8.42 亿元，增幅 1.68%；实现利润总额 16.29 亿元，同比减

少 0.63 亿元，降幅 3.72%;实现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2%，同比减少 3.24 个百分

点；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61 元/股，同比减少 0.16 元/股，降幅 20.78%。 

发行人 2017 年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已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一）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51,041,303,382.75 50,198,852,619.86 1.68% 

利润总额 1,628,613,107.75 1,691,452,167.42 -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7,423,812.13 1,292,776,144.84 -1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142,127,115.51 1,342,825,625.71 -14.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98,679,389.11 2,723,950,244.88 35.78% 

项  目 2017年末 2016年末 增减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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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324,338,267.66 15,519,255,029.09 5.19% 

总资产 42,116,289,694.56 28,357,212,713.29 48.52%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17年 2016年 增减幅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1 0.77 -20.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1 0.77 -20.7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1 0.88 -30.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2 10.36 -3.2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7.15 11.76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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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于2013年9月3日至2013年9月5日公开发行人民币20亿元的第一期公司债

券。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汇入发行人指定

的银行账户。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已于2013年9月6日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发行人2013年8月30日公告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相关内容约定，本期债券募

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发行人于2015年3月30日至2015年4月1日公开发行人民币13亿元的第二期公司债

券。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汇入发行人指定

的银行账户。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已于2015年4月1日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发行人2015年3月26日公告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2013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相关内容约定，本期债券募

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所述用途使用募集资金。13鲁金01和13鲁金02

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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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由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黄金集团”）提供无条件不可

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的范围包括本期债券的债券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山东黄金集团系由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由山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出资，于 1996 年 7 月在山东济南成立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取得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370000018022959 号；法定代表人：陈玉民；注册资本：人民币

127,261.89 万元；注册地：济南市舜华路 2000 号舜泰广场 3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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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黄金集团前身为山东省黄金工业总公司，属于行政事业单位，成立于 1988

年，主要行使管理职能。山东省黄金工业总公司的前身为山东省黄金公司，成立于 1975

年，为山东省冶金厅的处级单位；1979 年实行“部省双重领导，以冶金部为主”的管理

体制；1982 年经冶金部批准，将山东黄金公司改为地市级单位，行使山东省黄金行业

管理职能；1988 年原冶金部将其下放给山东省政府管理，山东省黄金公司更名为山东

省黄金工业总公司。1996 年，山东黄金工业总公司解散，1996 年 7 月 12 日经山东省

人民政府批准，由原山东省黄金工业总公司和山东省属玲珑金矿、新城金矿、焦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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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三山岛金矿、沂南金矿改制成立为国有独资公司，并以此为核心，以原山东省黄

金工业总公司其他直属企业为紧密层组建山东黄金集团。 

二、担保人2017年财务状况 

根据山东黄金集团 2017 年的财务报表，其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  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03,588,527,175.80 

负债合计 71,517,958,957.14 

所有者权益合计 32,070,568,218.66 

项  目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74,883,447,195.84 

利润总额 1,663,197,437.13 

净利润 837,326,894.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85,631,803.7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143,939,506.7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24,466,952.2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54,967,46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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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7年度，本期债券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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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13鲁金01”和“13鲁金02”的信用评级机构为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联合评级”）。联合评级于2013年完成了对本期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山东黄金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分析报告》及《信用等级通知书》（联合评

字[2013]011号），经联合评级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13鲁金01”

和“13鲁金02”的信用等级为AAA。 

2018年5月5日，联合评级发布了《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3鲁金01”、

“13鲁金02”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和《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8年

跟踪评级报告》，跟踪评级结果为：山东黄金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13鲁金01

和13鲁金02的债项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联合评级将密切关注发行人的经营管理状况及相关信息，如发现发行人或本期债

券相关要素出现重大变化，或发现其存在或出现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

事件时，联合评级将落实有关情况并及时评估其对信用等级产生的影响，据以确认或

调整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跟踪评级结果将在联合评级网站（www.lianhecreditrating.com.cn）、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巨潮咨询网（www.cninfo.com.cn）予以公布并同时报

送发行人、监管部门、交易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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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董事会秘书的变动情况 

2017年度，发行人董事会秘书变更为汤琦，任期起始日为2017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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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负责处理与本期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负责处理与本期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本页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