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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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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山东黄金 60054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汤琦 

电话 0531-67710376 

办公地址 济南市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3号楼 

电子信箱 Hj600547@163.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42,742,216,659.39 42,116,289,694.56 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6,860,865,208.41 16,324,338,267.66 3.2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802,419,967.05 1,289,970,244.14 39.73 

营业收入 26,018,565,442.16 25,771,212,658.28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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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974,647,022.69 827,397,194.69 1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12,021,958.49 617,774,494.27 -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09,430,906.80 634,018,222.31 -3.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68 3.93 减少0.2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3 0.33 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3 0.33 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72,97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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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44.80 831,933,836 116,836,100 质押 260,000,000 

山东黄金地质矿产勘查有

限公司 

国有

法人 

5.35 99,424,515 99,424,515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4.90 90,993,000   无   

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

法人 

3.87 71,932,142 71,932,142 无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

－前海开源定增 6号资产

管理计划 

未知 2.82 52,458,041 52,458,041 无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未知 1.36 25,349,650 25,349,650 无   

山金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

法人 

1.13 20,979,020 20,979,02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0.99 18,363,000   无   

山东黄金集团青岛黄金有

限公司 

国有

法人 

0.86 16,054,672   无   

烟台市金茂矿业有限公司 未知 0.69 12,878,309 6,993,006 质押 12,878,3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黄金有

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地质勘查有限公司、山金金

控资本管理有限有限公司、山东黄金集团青岛黄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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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关联关系，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公司债券 1

期 

13 鲁金 01 122273 2013.9.3 2018.9.3 1,999,753,900.00 5.16 

公司债券 2

期 

13 鲁金 02 122284 2015.3.30 2020.3.30 685,644,033.74 4.8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8.51   59.23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8.35   10.48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公司董事会全面落实股东大会做出的各项决议部署，坚持以“做优做大，成

为全球黄金矿业综合实力前十强”的“十三五”战略目标为指引，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为

目标,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根本要求，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主要指标完成情况符合预判、好

于预期，整体经济运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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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公司矿产金产量达到 19.39吨，同比增加 3.85吨，增幅 24.80%；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427.42 亿元，较期初增加 6.26 亿元，增幅 1.49%；负债总额 250.07 亿

元,比期初增加 0.60亿元，增幅 0.24%；资产负债率 58.51%，较期初降低 0.72 个百分点；归属于

母公司所者权益合计 168.61 亿元，比期初增加 5.37 亿元，增幅 3.29%。2018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

收入 260.19 亿元，同比增加 2.48 亿元，增幅 0.96%；实现利润总额 9.75 亿元，同比增加 1.48

亿元，增幅 17.80%；实现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8%，同比降低 0.25个百分点；实现基本每股

收益 0.33元/股，与上年持平。 

上半年，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持续提升发展质量。公司坚持把“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当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点，深入开展基础管理达标，在挖潜降本等方面积极作为、成效突出。大力开展劳动竞赛，

优化生产组织，采掘总量、选矿处理量均有不同程度增长，黄金产量保持了稳步增长，赤峰柴胡

栏子黄金矿业有限公司，福建省政和县源鑫矿业有限公司、西和县中宝矿业有限公司等企业产量

增幅均到达了 20%。重新研究制定了综合排名考核体系，并坚持实行指标比晒，积极开展“优化

五率”“降低五费”回头看活动，着力加强纳税筹划，推进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加计扣除工作,采

矿损失率、选冶回收率水平不断提升。 

（二）持续激发发展活力。公司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依靠改革破解发展难题，在顶层设计、

资产优化、管控体系、激励机制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将经济增加值、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资产负债率三项内容纳入了财务指标考核，对在建重点工程进行进度考核，新城金矿新主井等重

点工程快速推进，有效提高了企业价值创造力和生产潜力。正式组建了信息中心，初步明确了信

息化建设方向，确定了实施路线、组织架构、体系规划、流程清单。正式组建了交易中心，管控

体系更具效率。 

（三）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公司在国际一流示范矿山建设、探矿增储、科技创新等方面持续

发力，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正式启动三山岛金矿国际一流示范矿山建设，全面组织实

施井下 4G网络、三维可视化采矿、智能通风等项目，正在打造“数字化、智能化”金属矿山建设

运营新模式。在国内深入研究成矿规律，积极组织开展探矿大会战，确保了三级矿量充足；在国

外贝拉德罗金矿加大勘探工作。深井、开采、选冶实验室建设路径更加清晰，并积极开展企业科

研技术服务；强化自主创新和产学研联合攻关，《海底金矿充填开采岩移规律与灾变预测研究》等

多项成果荣获中国黄金协会科学技术奖等, 首次牵头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深部金属矿

绿色开采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申报成功。 

（四）持续拓展发展空间。公司勇担“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责任，在提升

品牌影响力、提升国际运营水平上主动作为。不断加强与国际资本市场互动，大大提高了山东黄

金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全力以赴推进 H 股发行上市工作。不断加强与国际矿业市场交流，通

过参加全球金属与矿业大会、国际金银大会等国际会议，加强与阿根廷、秘鲁、智利等优质资源

国家矿业主管部门和知名矿业公司交流，向世界发出了山金声音。 

（五）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公司始终注重安全环保管理，有效防控经营风险，营造了良好发

展环境。集中管理企业对外融资，盘活现有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严格控制和防范财务风险。

强化内部管控，加大风险识别、评估力度，梳理建立了风险数据库并提出应对措施。不断健全安

全管理体系，强化从业人员教育培训，修订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21项，开展各类安全环保督导检查

及专项整治活动 9次，夯实了本质安全基础；编制绿色矿山建设 2018-2020年规划，加快了生态

矿业建设步伐。 

（六）持续加强党的建设。公司始终贯彻从严治党新要求，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持续为企业

发展注入“正能量”。签订党建工作责任书，开展标准化党支部创建活动和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述职

评议，并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提高了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营造了风清气正良好发展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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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李国红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