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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547         股票简称：山东黄金           编号：临 2019-011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财政部关于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有关财务管理问题的通知》（财企

〔2005〕62 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关于国有企业职工

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6〕45 号）、《山

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解决省属企业办社会职能和历史遗留问题

工作方案的通知》（鲁政办发〔2016〕35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国

资、省财政厅山东省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方案的通知》

（鲁政办发〔2016〕76 号）、《山东省省属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

交省级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鲁财资[2017]65 号）等文件精神和相关工作部

署，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山东黄金”）所属企业

实施职工家属区供水、供电、供热及物业管理（统称“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

作（以下称“本次分离移交”）。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分离移交的范围 

公司涉及“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的下属企业有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

限公司三山岛金矿、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焦家金矿、山东黄金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新城金矿、山东黄金矿业（玲珑）有限公司、山东黄金归来庄矿业有

限公司 5 家企业，职工家属区共计 13,126 户。 

根据鲁政办发〔2016〕76 号文件规定，接收单位应由企业所在地政府负责

协调落实，接收单位为国有企业或政府机构的，依据财企〔2005〕62 号文规定，

对分离移交涉及的资产实行无偿划转，由国资监管机构直接出资企业审核批准，

并按照协议约定的移交日的账面金额，编制清单进行移交。目前，分离移交工作

已明确了接收单位，且与接收方达成移交意向，分离移交涉及移交资产账面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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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5.81 万元、需报废资产账面净值 214.14 万元。按照财企〔2005〕62 号文件

要求，根据属地政府协调接收方的情况采用转让方式不同，本次移交涉及无偿划

转至政府指定国有接收单位的资产账面净值 2,444.46 万元，其中供水资产账面净

值 826.60 万元；供电资产账面净值 689.54 万元；供暖资产账面净值 30.52 万元；

物业资产账面净值 758.51 万元，维修基金 139.29 万元；协议转让至山东黄金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资产账面净值 1,791.35 万元，按资产评估价值 1,946.68 万元转

让。合计转让资产价值 4,391.14 万元。 

本次分离移交需对相关基建工程及管路进行必要的维修改造，达到城市基础

设施的平均水平。按照鲁政办发〔2016〕76 号文件及山东省分离移交维修改造

标准，与接收方确定了维修改造费用 636.92 万元。 

按照国办发〔2016〕45 号和鲁政办发〔2016〕35 号文件，由政府和移交企

业共同承担“三供一业”分离移交中涉及的成本费用支出，山东省政府通过财政

补助资金形式，对山东黄金符合标准的维修改造项目，按照不超过中央财政对央

企的改造标准（即供水 0.58 万元/户、供电 0.92 万元/户、供热（气）0.95 万元/

户、物业管理 0.75 万元/户）的 30%予以拨付补助资金，共计 1470.77 万元。 

二、 本次分离移交涉及的关联交易情况 

山东黄金“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中涉及三山岛金矿、焦家金矿、新城金

矿矿区供暖及物业服务移交给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同一控制下

的山东黄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物业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分离移交工作涉及关联

交易。 

（一）关联方介绍 

企业名称：山东黄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解放路 16 号 

法定代表人：叶春晓 

注册资本：壹千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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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2 年 12 月 9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房屋及配套设施维修服务；园林绿化服

务；绿化苗木（不含种苗种木）及花卉的销售和租赁；洗衣服务；清洁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酒店管理咨询；停车场服务；房屋中介服务；票务代理；房地产销

售代理；网上销售；日用品、百货、五金交电、家用电器；餐饮服务（凭许可证

经营）；电气设备维修；会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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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供暖及物业管理职能移交涉及资产转让 

供暖：三山岛金矿位于矿区 592 户，焦家金矿 593 户，新城金矿位于矿区

634 户，分别交由物业公司接收管理。 

三山岛金矿、焦家金矿以 2018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账面价值合计 696.67

万元进行资产评估，确认以评估价值合计 702.01 万元，进行协议转让，接收方

即物业公司。 

新城金矿以 2018 年 11 月 22 日为基准日，对账面价值合计 546.28 万元进行

资产评估，确认以评估价值 599.10 万元，进行协议转让，接收方即物业公司。 

物业：三山岛金矿位于矿区 592 户，焦家金矿 593 户，新城金矿位于矿区

634 户，分别交由物业公司接收管理。 

三山岛金矿、焦家金矿以 2018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账面价值合计 68.38

万元进行资产评估，确认以评估价值合计 116.43 万元，进行协议转让，接收方

即物业公司。 

新城金矿以 2018 年 11 月 22 日为基准日，对账面价值合计 480.01 万元进行

资产评估，确认以评估价值 529.13 万元，进行协议转让，接收方即物业公司。 

三山岛金矿、焦家金矿、新城金矿供暖及物业管理职能移交给山东黄金母公

司山东黄金集团同一控制下的物业公司管理，涉及相关资产转让。按照政策文件

规定，采用评估价值协议转让的方式移交，账面净值合计 1,791.35 万元，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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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1,946.68 万元，协议转让价值 1,946.68 万元。详见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交出方 接收方 基准日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供暖 三山岛金矿 物业公司 2018.08.31 336.97 340.26 

供暖 焦家金矿 物业公司 2018.08.31 359.70 361.75 

物业 焦家金矿 物业公司 2018.08.31 68.38 116.43 

供暖 新城金矿 物业公司 2018.11.22 546.28 599.10 

物业 新城金矿 物业公司 2018.11.22 480.01 529.13 

合计 1791.35 1946.68 

   

三、本次分离移交的审批情况 

本次分离移交已经 2019年 3月 13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通过后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签署相关协议，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对本次分离移交涉及的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高永涛、卢斌、许颖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本次公司“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

分，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要求，有利于国有企业减轻负担，进一步聚焦主业，

提高核心竞争力。就“公司与相关各方及关联方山东黄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三供一业’《资产转让协议》,批准其项下交易”事项，认为该转让协议及交易虽

然并非于公司日常业务中进行，但是公司所属企业按评估值为基础签订及进行的，

价格及条款公允合理，程序合法，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不会损害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并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四、本次分离移交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共移交资产 4,235.81 万元，其中：无偿划转

至政府指定国有接收单位的资产账面净值 2,444.46 万元、协议转让至山东黄金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资产账面净值 1,791.35 万元。根据财企〔2005〕62 号文件，

公司将按照规定核减未分配利润 2,573.40 万元（包括无偿移交资产缴纳税金

128.94 万元）。本次分离移交涉及关联交易收入为 1,769.56 万元（不含税），

影响本期损益减少 21.78 万元；支付分离移交涉及维修改造费用 636.92 万元，

影响本期损益减少 636.92 万元；本次分离移交涉及维修基金计提坏账 68.27 万

元，影响本期损益减少 68.27 万元；本次分离移交涉及报废资产损失 214.1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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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影响本期损益减少 214.14万元；本次分离移交资产影响损益共计减少 941.12

万元。本期收到财政补助资金 1,470.77 万元，其中：用做无偿移交新增资产恢

复未分配利润金额 851.72 万元，用做当期维修改造冲减费用金额 273.50 万元，

余额 345.55 万元。最终本次分离移交资产核减未分配利润 1,657.40 万元（不包

括少数股东承担的 64.28 万元），影响本期损益减少 601.49 万元（不包括少数

股东承担的 66.13万元）。 

     本次分离移交完成后，公司不再承担相关费用，有利于公司减轻负担，集

中精力发展主营业务，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相关“三供一业”资产转让移交

后，公司相关职工家属区将实施社会化管理，有利于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