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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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 山东黄金 1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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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62,023,243,995.37 58,155,572,825.59 58,155,572,825.59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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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4,025,370,329.54 23,114,212,472.16 23,114,212,472.16 3.9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094,515,742.28 1,345,876,099.31 1,830,744,225.01 55.62 

营业收入 33,050,737,843.63 31,931,560,163.10 31,194,661,894.39 3.5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52,716,947.86 581,532,507.28 664,551,651.84 98.2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52,238,722.66 664,435,175.40 664,435,175.40 73.4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4.87 2.43 3.03 增加2.44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7 0.14 0.15 92.8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7 0.14 0.15 9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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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16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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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2 1,194,077,998 65,428,216 质押 364,000,000 

山东黄金地质矿产勘查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49 139,194,321 83,516,593 无   

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5 100,704,999 100,704,999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A

股） 

境外法人 2.51 77,853,072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H

股） 

境外法人 16.12 499,537,686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2.51 77,739,199   无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

－前海开源定增 6号资产

未知 1.19 36,776,43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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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计划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0.83 25,708,200   无   

山东黄金集团青岛黄金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3 22,476,541   无   

郭宏伟 境内自然

人 

0.69 21,500,080   无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9 21,362,815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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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

集团青岛黄金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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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公 司 债

券(第二期) 

13 鲁金 02 122284 2015.3.30 2020.3.30 0 5.30 

公司 2019

年 公 开 发

行 绿 色 公

司债券 

G19 鲁金 1 155270 2019.3.22 2022.3.22 999,431,766.52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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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7   55.61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8.80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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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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公司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生产经

营工作，着力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工作呈现高点起步、平稳发展的良好态势，主要经济指

标逆势攀升，圆满实现半年工作目标。 

一、上半年生产经营概况 

    2020年上半年公司矿产金产量 20.0吨，同比减少 0.51吨，降幅 2.49 %；公司资产总额 620.23

亿元，比期初增加 38.67亿元，增幅 6.65%；公司负债总额 352.13亿元,比期初增加 28.75亿元，

增幅 8.89%；资产负债率 56.77%，较期初增加 1.16 个百分点；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240.25亿

元，比期初增加 9.11亿元，增幅 3.94%。公司 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30.51亿元，同比增

长 11.19亿元，增幅 3.50%；实现利润总额 16.90亿元，同比增加 7.83亿元，增幅 86.33%；实现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3 亿元，同比增加 5.71 亿元，增幅 98.22%；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87%，同比增加个 2.44百分点。 

二、开展的主要工作 

（一）复工达产扎实有效。公司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严格落实各项防

控措施，同时，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人员极度紧张、物资供应短缺等困难，千方百计“战疫情、

促达产、抢效益”，制定周密的复工复产方案，通过强化生产组织、建立人员返岗日调度、合理调

配人员、点对点接回施工人员以及物资供应保障机制等措施，全力推动复工达产，全力解决生产

作业人员不足、生产物资供应紧张等难题，为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提供了有力保证。 

（二）运营能力稳步提升。对标国际一流企业，全面实施矿山企业运营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

体系，加大重点指标比晒力度，通过优化采充工艺、降低矿石贫化、强化重点环节管控等方式，

不断提升技术指标和生产效率。持续推进降本增效常态化，深度解剖生产经营数据，进一步优化

综合排名考核体系，有效激发企业成本管控的积极性。进一步完善审计监督制度，着力防范经营

风险。加快矿业权证办理力度，为生产接续奠定坚实基础 。 

（三）改革创新深入推进。围绕劳动、人事、分配等“三项制度”改革，研究制定了具体的

实施意见。建立黄金矿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体系，填补了全省黄金矿业特有工种职

业技能评价空白。高效推进重点科研项目，新城新主井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项目示范工程；莱

西公司 5G技术应用持续推进；三山岛金矿无人采矿示范采场应用系统研发与集成示范方案获审通

过，选冶实验室在氰渣无害化处理成本降低方面取得突破。 

（四）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分别签订收购加拿大特麦克资源公司（TMAC Resources Inc.）100%

股权及以场外要约方式收购 Cardinal Resources Limited（卡帝诺资源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协

议，目前两个项目的并购工作正在推进中。依托胶东地区“三山岛资源带、焦家资源带”，在现有

设施的基础上，确定以矿业、冶炼、循环经济、智能矿山、生态矿山、产业协同六大规划板块为

依托的世界级黄金产业基地建设规划。国际一流示范矿山建设、莱州工业园等项目顺利推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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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云”平台基本功能已搭建完成，鑫汇公司无尾无废矿山建设取得新突破，完成焦家金矿、新城

金矿、玲珑金矿、莱西公司细粒级尾砂充填项目可研方案。 

（五）社会责任持续履行。公司紧盯安全、环保“双零”目标，组织开展“战疫情、防风险、

除隐患、遏事故”集中整治、“绿满矿山·美丽山金”国土绿化等活动，有效杜绝了各类事故的发

生。为助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公司向山东省慈善总会紧急捐赠 600 万元，所属企业向驻地政府

捐款捐物，党员干部志愿者到社区协助防疫，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尊重和认可。 

（六）党的建设持续加强。公司以深入推进过硬支部创建为重点，组织开展了党建创新提升

年活动，建立“三会一课”“主题党日”“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定期调度机制，并通过组织“党

建观摩强根基、交流互鉴促提高”“对标先进找差距、学习标杆促提升”“红色基因研讨会”等专

题活动，党建工作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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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8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