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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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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陈道江 因公出差 王培月 

 

4 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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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本公司 2017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814,884,882.86 元。2017 年 10 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过，公司预分配 2017 年

1-3 季度现金红利，每 10 股分配现金红利 0.8 元(含税)， 分配金额 148,569,504.72 元。本次拟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857,118,80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0.4 元（含税），

分配金额 74,284,752.36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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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济南市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3号楼 

电话 0531-67710376 

电子信箱 Hj600547@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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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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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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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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坚持以“资源是企业不可撼动的根本利益”为发展理念，依托现有矿山，

在全面提升资源综合利用、不断深化矿产资源整合的同时，加大探矿增储和海外并购力度，狠抓

安全生产，加强内部管理，建立了“总部管战略、事业部管协调、企业抓落实”的运行模式。 

公司实施规模化经营和技术创新，矿山企业的生产装备水平和机械化程度，在国内矿业界首

屈一指，井下无轨采掘设备配置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公司现有的生产矿山拥有多项全国之最，

包括全国累计产金百吨的“焦家金矿”和“玲珑金矿”，全国装备水平和机械化程度最高之一的“三

山岛金矿”，全国首座数字化矿山“焦家金矿”，“国家环境友好企业”首个矿山企业“新城金矿”，

全国矿产金交易量最大的“黄金冶炼公司”。公司参照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标准，成立了“深井

采矿实验室”、“充填实验室”和“选冶实验室”，三个实验室的建设必将为公司的发展起到技术支

撑作用。 

目前，公司正在利用资源优势，进行系统规划，在山东招莱地区，致力于打造国内黄金生产

航母，建成首家万吨级规模的黄金生产基地。并积极进行“国际一流示范矿山”建设，通过 2 年

左右的时间，将公司所属的三山岛金矿打造成“安全、高效、智能、信息化”的现代化矿山，以

此为标准，以点带面，进一步提升公司国际化运营水平。自觉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进绿色

矿山建设，规划到“十三五”末公司所属矿山全部达到国家级绿色矿山标准，不断提升“山东黄

金，生态矿业”的国际影响力。 

（三）行业发展情况及山东黄金所处位置情况 

未来预期全球矿产金产量升幅收窄，年复合增长率为 0.7%，主要因为金价自 2013 年起走低

导致采矿活动的资本开支减少；“十三五”期间，预计中国的黄金开采产量持续增长，复合年增长

率为 1.5%，增长率放缓主要原因是受金价自 2013 年起波动导致采矿活动的资本开支减少以及环

保法律及法规收紧影响，令频临倒闭的产金企业结束营运。 

全球黄金需求将持续回升，复合年增长率为 0.9%，作为全球主要黄金生产国，2012年至 2017

年中国的黄金需求也呈稳步增长态势，连续 5 年成为世界第一黄金消费国，主要受惠于经济不断

增长及中国富裕人口持续增加带动首饰需求上升，2017年全国黄金实际消费量 1,089.7吨，同比

增长 9.41%，其中首饰 696.5吨，同比增长 10.35%。中国的黄金需求可按复合年增长率 3.7%升幅

增长，由于中国经济可望保持稳步增长，预计黄金首饰的需求将继续成为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

由于预计黄金价格上升及印度会调低黄金关税，预计 2018年的首饰需求将会反弹。 

2017 年国内生产黄金 426.14 吨，同比减少 27.34 吨，降幅 6.03%，其中矿产金生产 369.17

吨，同比降幅 18.59%，虽国内矿产金同比有所下降，但继续领跑全球，山东黄金逆势而上，全年

矿产金产量 35.88吨，在全国排名第一。 

2018年山东黄金将不断深挖内潜，走国际化之路，预计产量将达到近 40吨，“十三五”末公

司黄金产量有望达到 5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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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42,116,289,694.56 28,357,212,713.29 48.52 25,090,570,820.20 

利润总额 1,628,613,107.75 1,691,452,167.42 -3.72 957,930,098.08 

营业收入 51,041,303,382.75 50,198,852,619.86 1.68 38,940,310,358.0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37,423,812.13 1,292,776,144.84 -12.02 646,100,78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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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5 568,536,5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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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3,352,3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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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9,776,850.2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1 0.77 -20.78 0.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61 0.77 -20.78 0.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7.12 10.36 减少3.24个百

分点 

6.1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0,006,172,380.41 14,816,364,887.15 13,681,082,860.30 12,537,683,25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27,414,609.01 226,536,420.93 340,753,897.01 242,718,88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331,375,131.24 224,487,687.59 345,397,430.23 240,866,866.4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26,693,768.32 383,117,024.01 121,400,490.79 2,767,468,105.9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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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1,36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8,36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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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0 831,933,836 44.8

0 

116,836,100 质押 260,000,

000 

国有法

人 

山东黄金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

司                                                                                                       

0 99,424,515 5.35 99,424,515 无  国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9,420,244 90,990,819 4.90  无  未知 

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         

0 71,932,142 3.87 71,932,142 无  国有法

人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前

海开源定增 6号资产管理计划       

0 52,458,041 2.82 52,458,041 无  未知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0 25,349,650 1.36 25,349,650 无  未知 

山金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0 20,979,020 1.13 20,979,020 无  国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0 18,363,000 0.99  无  未知 

山东黄金集团青岛黄金有限公

司   

0 16,054,672 0.86  无  国有法

人 

烟台市金茂矿业有限公司          -2,851,076 15,745,326 0.85 6,993,006 质押 15,739,8

06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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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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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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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本付息

方式 

交易

场所 

公司债券 1期 13 鲁金

01 

122273 2013.9.3 2018.9.3 1,998,438,

100.00 

5.16 分期付息

到期还本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公司债券 2期 13 鲁金

02 

122284 2015.3.3

0 

2020.3.30 1,296,041,

600.00 

4.80 分期付息

到期还本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2017 年 3 月 30 日支付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自 2016

年 3月 30日至 2017年 3月 29日期间的利息，本期债券前三个计息年度票面利率为 4.80%，付息

总金额为 6,240万元(含税）。具体内容详见 2017年 3月 24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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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的《山东黄

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公司债券(第二期)2017年付息公告)(临 2017-008)。 

    2017年 9月 3日支付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自 2016年 9

月 3日至 2017年 9月 2日期间的利息，本期债券前三个计息年度票面利率为 5.16%，付息总金额

为 10,320 万元(含税)。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8 月 26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 www.sse.com.cn)的(山东黄金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6年付息公告》(临 2017-059)。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成立于 2002 年 5 月，注册资金 3000 万元，

是国内专业从事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业务的全国性公司之一，办公地点位于北京。联合评级长期专

注于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先后获得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

总行的认可，开展相关信用评级业务，2008 年 5 月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从事

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2013 年 10 月，公司取得了中国保监会对于外部信用评级机构能力的认

可。联合评级业务范围主要包括企业主体信用评级、债券评级（公司债、可转债、可交换债、私

募债、金融债、资产证券化产品等）、债权投资计划评级、信托产品评级、资管计划评级、信用衍

生产品评级、国家主权评级等，以及拟上市企业风险评析、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公司治理评价、

私募股权基金风险评价、信用风险管理咨询等评价和咨询业务。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7年 2016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59.23 42.36 16.87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7 0.30 -42.49 

利息保障倍数 3.93 6.08 -35.30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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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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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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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坚持以“资源是企业不可撼动的根本利益”为发展理念，依托现有矿山，

在全面提升资源综合利用、不断深化矿产资源整合的同时，加大探矿增储和海外并购力度，狠抓

安全生产，加强内部管理，建立了“总部管战略、事业部管协调、企业抓落实”的运行模式。 

公司实施规模化经营和技术创新，矿山企业的生产装备水平和机械化程度，在国内矿业界首

屈一指，井下无轨采掘设备配置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公司现有的生产矿山拥有多项全国之最，

包括全国累计产金百吨的“焦家金矿”和“玲珑金矿”，全国装备水平和机械化程度最高之一的“三

山岛金矿”，全国首座数字化矿山“焦家金矿”，“国家环境友好企业”首个矿山企业“新城金矿”，

全国矿产金交易量最大的“黄金冶炼公司”。公司参照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标准，成立了“深井

采矿实验室”、“充填实验室”和“选冶实验室”，三个实验室的建设必将为公司的发展起到技术支

撑作用。 

目前，公司正在利用资源优势，进行系统规划，在山东招莱地区，致力于打造国内黄金生产

航母，建成首家万吨级规模的黄金生产基地。并积极进行“国际一流示范矿山”建设，通过 2 年

左右的时间，将公司所属的三山岛金矿打造成“安全、高效、智能、信息化”的现代化矿山，以

此为标准，以点带面，进一步提升公司国际化运营水平。自觉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进绿色

矿山建设，规划到“十三五”末公司所属矿山全部达到国家级绿色矿山标准，不断提升“山东黄

金，生态矿业”的国际影响力。 

（3）行业发展情况及山东黄金所处位置情况 

未来预期全球矿产金产量升幅收窄，年复合增长率为 0.7%，主要因为金价自 2013 年起走低

导致采矿活动的资本开支减少；“十三五”期间，预计中国的黄金开采产量持续增长，复合年增长

率为 1.5%，增长率放缓主要原因是受金价自 2013 年起波动导致采矿活动的资本开支减少以及环

保法律及法规收紧影响，令频临倒闭的产金企业结束营运。 

全球黄金需求将持续回升，复合年增长率为 0.9%，作为全球主要黄金生产国，2012年至 2017

年中国的黄金需求也呈稳步增长态势，连续 5 年成为世界第一黄金消费国，主要受惠于经济不断

增长及中国富裕人口持续增加带动首饰需求上升，2017年全国黄金实际消费量 1,089.7吨，同比

增长 9.41%，其中首饰 696.5吨，同比增长 10.35%。中国的黄金需求可按复合年增长率 3.7%升幅

增长，由于中国经济可望保持稳步增长，预计黄金首饰的需求将继续成为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

由于预计黄金价格上升及印度会调低黄金关税，预计 2018年的首饰需求将会反弹。 

2017 年国内生产黄金 426.14 吨，同比减少 27.34 吨，降幅 6.03%，其中矿产金生产 369.17

吨，同比降幅 18.59%，虽国内矿产金同比有所下降，但继续领跑全球，山东黄金逆势而上，全年

矿产金产量 35.88吨，在全国排名第一。 

2018年山东黄金将不断深挖内潜，走国际化之路，预计产量将达到近 40吨，“十三五”末公

司黄金产量有望达到 50吨。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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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3号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要求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执行。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会计准则，对于本准则

实施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 2017 年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实施。

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会计准则，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

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7 年 1 月 1 日之后发生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

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 

财政部于  2017 年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变更列报于资产处置收

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科目核算的调整，仅对财务报表列报产生影响，不会对本公司损益、

总资产、净资产产生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2. 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的时点 
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名称 
影响金额 

井巷资产由按照 18 元/吨

的年折旧率计提折旧变更

为采用工作量法计提折旧 

经本公司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于 2018 年 3 月 6 日

批准。 

2017 年 10 月 1 日 

营业成本 38,408,147.19 

利润总额 -38,408,147.19 

所得税费用 -6,168,292.98 

净利润 -32,239,854.21 

探矿权由年限法摊销变更

为探矿权在没有开采之前

不进行摊销，每会计期末

对探矿权进行减值测试，

转入采矿权开采后按照工

作量法进行摊销 

经本公司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于 2018 年 3 月 6 日

批准。 

2017 年 10 月 1 日 

管理费用  -48,474,347.72  

利润总额  48,474,347.72  

所得税费用  14,813,897.62  

净利润  33,660,450.09  

采矿权由年限法摊销变更

为工作量法摊销 

经本公司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于 2018 年 3 月 6 日
2017 年 10 月 1 日 

管理费用  -14,676,826.86  

利润总额  14,676,82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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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 所得税费用  2,674,454.25  

净利润  12,002,372.61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 2017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8户，详见本附注 “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

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2户，详见本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 

 

 

 

 

 

 

                                                   董事长：李国红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