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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部分进行 

确认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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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0年关联采购交易额超过年初预计额，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20年关联采购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以

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定价，公平合理，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

独立性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在 2020 年度，公司预计了公司及其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及接受关联

方服务的交易额约为259,653.12万元，实际发生金额为289,545.85万元；实际发

生额超出年初预计额29,892.73万元。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金额，主要

是由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全球货币宽松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大幅上涨，

因此公司向关联方采购标准金、合质金的金额超出2020年初预计金额。 

（二）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1年3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部分进行确认的议案》，董事会在审议该议

案时，关联董事李国红、王立君、汪晓玲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该项

议案。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1年3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部分进行确认的议案》，公司监事会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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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议案。 

3．本关联交易议案已经过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认

可。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 

（1）在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前，我们对拟审议的《关于对2020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超出预计部分进行确认的议案》进行了审阅，同意将该等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会议审议。 

（2）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已回避表决，关联交易表决

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

易实施指引》、《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3）2020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出预计金额，主要是由于2020年国际

金价大幅上涨所致。本次关联交易为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

公司及子公司向该等关联方采购材料及接受劳务，结算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协

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选择的合作关

联方均具备良好商业信誉和财务状况，可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正常

业务的持续开展，不会因此形成公司主要业务对关联方的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因此同意对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金额部分予以确认。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2020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出预计金额，主要

是由于2020年国际金价大幅上涨所致。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相关规定，系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的需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相关政策规定范围内和双方平等协商的基

础下进行，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审计委员会同

意对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金额部分予以确认，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金额和类别 

交

易

性

质 

对方单位名称 交易内容 

2020年预计 

交易金额 

（万元） 

2020年实际 

交易金额 

（万元） 

超出预计金

额（万元） 

购 赤峰山金银铅有限公司 合质金、合质金 7,015.00 12,254.49 5,2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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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

商

品

接

受

劳

务 

含银 

内蒙古山金地质矿产勘查有限

公司 
工程勘查费 55.42 123.37    67.95  

山东黄金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

司 
探矿工程等 1,026.64 928.11   -98.53  

山东黄金（北京）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劳务费 3,000.00 3,263.60    263.60  

山东黄金电力有限公司 
电/材料/工程款/

检测费 
46,858.00 44,931.94 -1,926.06  

山东黄金高级技工学校 培训费 1,590.84 1,827.04   236.20  

山东省黄金工程建设监理有限

公司 
监理费 1,118.58 449.51   -669.07  

山东黄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费、水电

费等 
1,309.00    -1,309.00  

山东黄金集团烟台设计研究工程

有限公司 

材料款/设备款/

设计费 
16,347.48 15,356.18   -991.30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劳务费 503.50 2,140.92 1,637.42  

山东天承矿业有限公司 
精矿金、精矿

银 
38,986.00 37,713.07 -1,272.93  

山东金创金银冶炼有限公司 加工费 3,562.66 3,119.00   -443.66  

山东省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装修款 200.00     -200.00  

莱州黄金海岸旅游地产有限公

司 
劳务工程 270.00     -270.00  

福建省政和县香炉坪矿业有限

公司
 原材料采购 100.00    -100.00  

山东金创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金 19,096.00 26,930.52  7,834.52  

福建省政和县宏坤矿业有限公

司
 标准金 4,000.00    -4,000.00  

山东黄金金创集团有限公司
 

标准金 31,744.00 44,701.60 12,957.60  

青岛金星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金 16,740.00 22,709.42  5,969.42  

海南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标准金 28,365.00 34,276.37  5,911.37  

青海昆仑黄金有限公司
 

标准金 37,758.00 38,820.71  1,062.71  

山东黄金崮云湖国际高尔夫俱

乐部有限公司 
水费及其他 7.00      -7.00  

合计  259,653.12 289,545.85 29,892.73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济南市历城区经十路 2503 号；法定代表人：陈玉民；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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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1.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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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租赁。（有限期限以许可证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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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上市公司的母公司—国有独资公司，隶属于山东省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山东黄金电力有限公司 

住所：烟台市莱州市金城镇焦家村东；法定代表人：孙敏喆；注册资本：4,091

万元；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售电、承装（修、试）电力设施；电气工程设计与施工；电气设

备制造、销售；电力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批准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3.山东黄金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 

住所：莱州市莱州北路 609号；法定代表人：孙之夫；注册资本：5,000万

元。 

经营范围：固体矿产地质勘查；勘查技术服务；地质钻探；地质坑探；地球

物理勘查；测绘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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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股东，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4.山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山东黄金集团烟台设计研究工程有

限公司” 

住所：烟台市开发区泰山路 118号；法定表人：于虎；注册资本：4,950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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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工程设计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项

目管理和相应的技术与管理服务，矿山设计，采选新工艺研究实验成果技术开发、

转让、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设计、转让服务，研磨设备、分级

设备、洗选设备、运输设备、铲运机、地下无轨设备、机电设备及配件的设计、

制造、安装，矿用设备（不含特种设备）及配件的制造、销售，矿山工程施工、

建筑工程、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企业安全生产风险

分级管控与企业隐患排查治理体系技术咨询，普通货运，房屋、机械设备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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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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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关系：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5.山东省黄金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住所：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泰山路 118 号；法定代表人：赵贵周；注册资

本：300 万元。 

经营范围：建设监理及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批准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6.山东黄金高级技工学校 

住所：烟台市莱山区枫林路 23号；法定代表人：毕宏伟；开办资金：4,571.89

万元。 

经营范围：面向社会培养中级技术人才，承担岗位技能培训任务，为成人提

供中专学历教育。 

与上市公司关系：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7.山东天承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莱州市金城镇红布村东；法定代表人：蒋万飞；注册资本：1,618万

元。 

经营范围：采选、冶炼：黄金（凭许可证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与上市公司关系：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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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山东金创金银冶炼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蓬莱市大柳行镇门楼村；法定代表人：符金武；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经营范围：金、银、铅、铜的冶炼加工、销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批准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9.内蒙古山金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 

住所：内蒙古赤峰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 B座 8楼；法定代表人：李文；注册

资本：2,0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固体矿产勘查；勘查工程施工；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勘查。 

与上市公司关系：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10.山东黄金（北京）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技城定泗路 237号都市绿洲 318室；法定代表人：

何吉平；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黄金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

业管理；销售（含网上销售）黄金；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介）；货物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

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

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11.赤峰山金银铅有限公司 

住所：巴林左旗凤凰山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王宝胜；注册资本：30,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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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硫酸、氧气、氮气、煤气、煤焦油的生产和销售

（仅限厂区范围内销售）（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年 12月 1日）。一般经营

项目：银、铅、铜、锌、金、锑、铋的冶炼、加工和销售。 

与上市公司关系：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12.青海昆仑黄金有限公司 

住所：青海省都兰县香日德镇；法定代表人：刘润田；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黄金冶炼、销售；黄金生产的副产品加工、销售；黄金生产所需

原材料仓储、销售（危险化学品除外）；贵金属及其合金、珠宝首饰加工及商业

经营；黄金生产技术研究开发及咨询服务（以上范围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许可证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批准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13.海南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海口市南沙路 88 号地矿大厦 701 房；法定代表人：张福生；注册资

本：6044.41 万元。 

经营范围：金矿开发（凭许可证经营）；冶金矿产的开发和勘查（凭许可证

经营）、冶炼加工、销售；稀有金属纳米材料开发，普通货运 

与上市公司关系：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14.山东金创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蓬莱市大辛店镇黑岚沟村东；法定代表人：王银刚；注册资本：9580

万元。 

经营范围：黄金的开采；黄金、白银的选矿、冶炼；成品油零售（限分支机

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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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关系：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15.福建省政和县香炉坪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政和县澄源乡澄源村；法定代表人：刘志强；注册资本：1,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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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银多金属普查、开采；销售；石灰石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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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关系：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16.福建省政和县宏坤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政和县政和广场胜地心苑万得酒店 2楼；法定代表人：曲发科；注册

资本：1,190 万元。 

经营范围：银多金属开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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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关系：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17.山东黄金金创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蓬莱市登州路 53号；法定代表人：王成龙；注册资本：47,800

万元。 

经营范围：矿石浮选；黄金冶炼；金矿地下开采（燕山矿区、唵口矿区,有

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与上市公司关系：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18.青岛金星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平度市旧店镇金山路 1号；法定代表人：孙松良；注册资本：3,154.5

万元。 

经营范围：金矿开采（安全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建筑材

料，磁性材料制造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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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关系：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述关联方中，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母公司，与本公司之

间属于《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其余各关

联方与本公司关系为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均属于《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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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各关联人与本公司有长期合作关系，且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

好，具备良好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根据双方签署的《采购、销售和服务框架协议》协议约定的定价原则，按照

以下顺序确定的各项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政府有指导性收费标准的，在政府指导

价的范围内协定；法律、法规规定必须适用招投标程序的，按照招投标程序最终

确定的价格定价；可以按市场价格定价的，按照独立第三方按正常商业条款在其

日常业务运作过程中提供相同或类似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定价；无市场价格的，依

据一般的商业交易条件，由交易双方公平协商确定的价格。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均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目的为保障公司生产经营持续

有效地进行。关联方的选择是基于对其经营管理、资信状况及履约能力的了解以

及地域的便利条件，利于降低采购销售成本以及拓宽融资渠道。关联交易条件公

平、合理，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本项关联交易对公司的持续经营、盈

利能力及独立性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