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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中期财务等重大信息公告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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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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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一、本公告内容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

含义： 

常用词语释义 

省国资委 指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省社保基金理事会 指 山东省社保基金理事会 

黄金集团、山东黄金、集团、

山东黄金集团、公司 
指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二、 本信息公告口径说明 

1.数据列报口径：除特别说明外，为集团合并口径。 

2.数据计量单位：除特别注明外，货币单位为人民币。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山东黄金 

2.外文名称：Shandong Gold Group Co.,LTD. 

3.法定代表人：陈玉民 

4.注册地址：济南市舜华路 2000号舜泰广场 3号楼 

5.经营范围：黄金地质探矿、开采；黄金矿山电力供应；汽

车出租；黄金珠宝提纯、加工、生产、销售；黄金选冶及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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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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办公地址：济南市舜华路 2000号舜泰广场 3号楼 

 邮政编码：250101 

7.网址：www.sd-gold.com  

8.电子信箱: sdhjjtbgs@126.com 

二、公司简介 

山东黄金集团成立于 1996 年，2015 年改建为国有资本投资

公司。作为国有大型骨干企业，集团始终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

矿业为产业核心，聚焦黄金、有色、地产旅游、金融四大主业，

立足产业做优，强化协同创效，推动转型升级，产业布局现已遍

及国内 14个省（区、市）和阿根廷、加拿大、澳大利亚、蒙古、

香港等国家（地区）。集团立足山东整合矿产资源，走出省门打造

产业基地，跨出国门锻造海外兵团，拥有业内最完善的产业链、

代表业内先进水平的核心技术、业内最高标准和最大规模的黄金

基地、备受业内瞩目的资源储备。集团积极致力于生态矿业建设，

全力打造和谐矿区，拥有 10 家国家级绿色矿山，实现了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互促共赢。山东黄金集团坚持文化自信，

精神崛起，大力弘扬“追求卓越、创新进取”的企业精神和“公

正、开放、诚信、责任、包容、和谐”的核心价值观，主动承担

社会责任，热心参与公益事业，不仅让员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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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以实际行动影响社会、服务社会，“惠泽员工，回报股东，造福

社会，富强国家”已成为山东黄金永恒的宗旨。目前，集团资源

储备、经济效益、技术人才等均居全国黄金行业前列，连续八年

跻身中国企业 500 强，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中华慈善奖、

国家科技进步奖等荣誉称号，深受政府信任、客户信赖和行业认

可。2018 年 6 月 6 日，福布斯发布“2018 全球企业 2000 强”榜

单，山东黄金排名第 1848 位，在上榜的全球 37 家有色企业和 6

家黄金企业中，分居第 36位和第 6 位，居中国有色企业第 6位和

黄金企业第 2位。与此同时，普华永道发布《2018全球矿业报告》，

山东黄金名列 34位。 

 

第三节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总收入 4,069,938.26 3,891,039.29 4.60% 

营业总成本 4,003,317.43 3,799,015.30 5.38% 

销售费用 13,077.93 16,397.59 -20.24% 

管理费用 143,012.21 156,708.13 -8.74% 

财务费用 86,916.10 74,591.51 16.52% 

营业利润 115,990.23 76,957.38 50.72% 

投资收益 53,762.16 -27,909.90 292.63% 

利润总额 117,547.59 75,378.63 5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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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交税费总额 113,919.25 113,905.76 0.01% 

净利润 66,821.93 39,093.30 70.93% 

营业利润率（%） 2.85% 1.98% 增加 0.87个百分点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资产总额 10,719,909.91 10,358,852.72 3.49% 

负债总额 7,020,103.03 7,151,795.90 -1.84% 

所有者权益 3,699,806.88 3,207,056.82 15.36% 

 

第四节 财务会计报告摘要 

 

一、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黄金集团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

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

政部令第 33 号发布、财政部令第 76 号修订）、2006 年 2 月 15日

及其后颁布和修订的 42 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

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编制。 

二、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无。 

三、合并范围变动情况 

2018年 6月,黄金集团纳入合并范围的企业共 131户，与 2017

年末相比，净增加 1 户。其中：新增 2 户，包含：上海尧乾置业

有限公司、上海尧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破产清算减少 1 户

企业，即山东金信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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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预算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年度预算 完成比例（%） 

营业总收入 4,069,938.26 7,850,000.00 51.85% 

营业总成本 4,003,317.43 7,703,562.60 51.97% 

利润总额 117,547.59 195,111.04 60.25% 

 

第六节 重大事项 

 

一、 集团重要人事任免 

1.2018 年 2 月 27 日，省国资委、省社保基金理事会印发《关

于陈江光任职的通知》决定，委派陈江光为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

司监事。 

2.2018 年 4 月 27 日，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决定崔仑同志因退休，不再担任山东黄金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二、其他重大事项 

1.召开中国共产党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次代表大会 

2 月 23 日至 24 日，中国共产党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第一

次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陈玉民同志代表集团党委向大会所作的题为《毫不动摇坚持党的

领导，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建设，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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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黄金企业而努力奋斗》的报告，集团纪委向大会提交的题为《强

化监督执纪问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积极打造山东黄金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的纪委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山

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新一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集团党委

第一次全体会议和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分别选举产生了党委常

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和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 

2.启动作为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国际一流示范矿山”

建设项目 

5 月 23 日，山东黄金“国际一流示范矿山”建设启动大会在

莱州三山岛金矿举行。山东黄金计划到 2020 年完成投资 5 亿元，

建成“国际一流示范矿山”。打造“国际一流示范矿山”是山东黄

金深入贯彻落实山东省委、省政府关于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决

策部署，大力培育形成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引领传统

矿业升级的新动能，打造金属矿山建设运营的全新模式；是把握

新时代发展机遇、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战略举措；是推

进“十三五”战略、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必然

要求。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8 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