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ZHAOJIN MINING INDUSTRY COMPANY LIMITED*

招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1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招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刊登的《招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債券 2017年半年度報告》，僅供
參考。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招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翁占斌

董事長

中國 •招遠，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翁占斌先生、李秀臣先生及叢建茂先生

非執行董事： 梁信軍先生、李守生先生、徐曉亮先生及高敏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晉蓉女士、蔡思聰先生、魏俊浩先生及申士富先生

* 僅供識別



 

 

 

 

 

 

2017  

 

 

 

 

 

 

 

 

 

 

 

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30 日 



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 

1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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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风险提示 

一、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环境、金融货币政策以及国际经

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由于公司债券可能跨

越一个以上的利率波动周期，债券的投资价值在其存续期内可能随着市场利率

的波动而发生变动，从而使公司债券投资者持有的债券价值具有一定的不确定

性。 

二、流动性风险 

证券交易市场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投资者分布、投资者交

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公司无法保证公司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交易其

所持有的债券。因此，公司债券的投资者可能面临由于债券上市流通后交易不

活跃甚至出现无法持续成交的情况，并面临不能以某一价格足额出售其希望出

售的公司债券所带来的流动性风险。 

三、黄金价格下跌风险 

黄金是本公司的主要产品，而黄金的销售价格面临一定的波动风险，主要

与黄金的市场价格波动有关。本公司生产的标准金锭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出

售，价格基本与国际黄金价格保持一致，而国际金价受到通货膨胀预期、美元

走势、利率、黄金市场供求、经济发展趋势及金融市场稳定性等多种因素影

响。 

四、资产负债率及付息债务增加的风险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7 年 6 月 30 日，本公

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6.05%、 57.20%和 50.81%。公司资产负债率及付息债务

规模主要受公司保障发展资金需求所影响。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市场环境及利

率水平的变化，公司存在进一步增加付息债务规模并使得资产负债率及财务费

用提高的可能性。若公司不能合理控制成本，保证资产负债率的稳定，或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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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付息债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则有可能影响本公司的盈利能力，且本公司流

动性管理也将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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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意义： 

本公司、公司、发行

人、招金矿业 
指 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股东会 指 本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本公司监事会 

公司章程 指 《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承销机构、主承销

商、招商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瑞银

证券 
指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簿记管理人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资信评估机构、中诚

信证券 
指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招金集团 指 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 

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报告期、去年同期 指 2017 年 1-6 月、2016 年 1-6 月 

工作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对非个人客户的营业日

（不包括法定节假日） 

交易日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营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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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节假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

省的法定节假日和/或休息日） 

H 股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的在香 

港联交所上市的外资股，以港币认购及交易 

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为人民币元 

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这

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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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 

一、发行人 

1、公司名称  

中文名称：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招金矿业  

英文名称：Zhaojin Mining Industry Co., Ltd.  

英文简称：无 

2、法定代表人 

姓名：翁占斌 

3、信息披露事务联系人  

姓名：王立刚  

联系地址：山东省招远市金晖路 299 号  

电话：0535-8266009  

传真：0535-8227541  

电子信箱：zjky@zhaojin.com.cn 

4、公司联系方式  

注册地址：山东省招远市金晖路 299 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招远市金晖路 299 号  

邮政编码：265400  

公司网址：http://www.zhaojin.com.cn  

5、半年度报告查询地址  

查询网址：www.sse.com 和 www.chinabond.com  

备置地：山东省招远市金晖路 299 号  

mailto:zjky@zhaojin.com.cn


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 

9 

 

6、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  

无 

7、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无 

8、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持股比例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私募配售及员工股权认购计划，配售完成前后的股权

比例如下： 

  配股前 配股后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占总股比(%)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占总股比(%) 

山东招金集团限公司 1,086,514,000 36.63 内资股 1,086,514,000 33.74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742,000,000 25.02 内资股 742,000,000 23.04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06,000,000 3.57 内资股 106,000,000 3.29 

招金有色矿业有限公司 50,967,195 1.72 内资股 50,967,195 1.58 

上海老庙黄金有限公司 21,200,000 0.71 内资股 21,200,000 0.66 

招远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84,800,000 2.86 内资股 84,800,000 2.63 

员工股权认购计划 - - 内资股 80,000,000 2.48 

内资股总和 2,091,481,195 70.52 内资股 2,171,481,195 67.42 

私募配售承配人 - - H 股 174,869,000 5.43 

其他公众股东 874,346,000 29.48 H 股 874,346,000 27.15 

H 股总和 874,346,000 29.48 H 股 1,049,215,000 32.58 

合    计 2,965,827,195 100.00  3,220,696,195 100.00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 

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霍达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联系人：张昊、杨栋、尚粤宇、崔岳 

电话：010-576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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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57601990 

三、联席承销商 

名称：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宜荪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 层、15 层 

项目主办人：郭晗、杨矛 

项目组成员：贾楠、姚雨晨、向萌朦 

电话：010-58328888  

传真：010-58328954  

邮政编码：100033 

电话：021-22286137 

四、跟踪评级机构 

名称：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关敬如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新业路 599 号 1 幢 968 室 

联系人：余岑 

电话：021-51019090 

传真：021-51019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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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债券事项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公开发行且尚未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相关

情况如下： 

一、债券基本情况 

（一）“12 招金券” 

1、 债券名称：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12 招金券 

3、 债券代码：122208  

4、 发行日：2012 年 11 月 16 日  

5、 到期日：2017 年 11 月 16 日  

6、 债券余额：12 亿元  

7、 债券期限：5 年  

8、 票面利率：4.99%  

9、 还本付息方式：本次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

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10、 上市或转让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 付息兑付情况：本期债券于报告期内不存未付息、兑付情况  

12、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本期债券面向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  

13、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

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4、 特殊条款安排：无 

（二）“14 招金债” 

1、 债券名称：2014 年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14 招金券 

3、 债券代码：122411 

4、 发行日：2015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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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到期日：2020 年 7 月 29 日 

6、 债券余额：9.5 亿元 

7、 债券期限：5 年 

8、 票面利率：3.80% 

9、 还本付息方式：本次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

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10、 上市或转让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 付息兑付情况：本期债券于报告期内不存未付息、兑付情况  

12、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本期债券面向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  

13、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招金集团为本次债券的还本付息提供全额无条件

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4、  特殊条款安排：无 

（三）“17 招金债 Y1” 

1、 债券名称：2017 年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 

2、 债券简称：17 招金 Y1 

3、 债券代码：143900 

4、 发行日：2017 年 4 月 19 日 

5、 到期日：2022 年 4 月 19 日 

6、 债券余额：5 亿元 

7、 债券期限：5 年 

8、 票面利率：5.43% 

9、 还本付息方式：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每年付息一

次。 

10、 上市或转让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 付息兑付情况：本期债券于报告期内不存未付息、兑付情况  

12、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本期债券面向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  

13、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次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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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以上三期公司尚未兑付的公司债券集资金用途为偿还公司部分贷款、补充公

司的流动资金。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以上募集资金均已使用完毕。公司就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计划一致。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规范，各次资金提取

前均履行了公司财务制度规定的审批程序。  

三、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中诚信评级制度相关规定，自

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以评级报告上注明日期为准）起，中诚信将在本次债券

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

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次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本次债券的信用风

险进行持续跟踪。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将于本公司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

的定期跟踪评级，并发布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在此期限内，如本公司发生

可能影响本次债券信用级别的重大事件，应及时通知中诚信，并提供相关资料，

中诚信将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中诚信的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等相关信息将抄送本公司，并将通过中

诚信网站（www.ccxr.com.cn）、本公司网站（http://www.zhaojin.com.cn）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予以公告。  

四、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的变化及执行情况 

1、增信机制 

“12 招金券”和“14招金债”由本公司控股股东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全额无条件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17 招金 Y1”无增信机制。招金

集团最近两年经审计的会计年度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85,238.19 438,224.66 

负债总额 324,277.73 279,669.54 

净资产 160,960.46 158,555.11 

资产负债率 66.83% 6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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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比率 0.63 0.67 

速动比率 0.34 0.34 

净资产收益率 1.67% 0.97% 

 

报告期内，担保人的资信状况良好，对“告期招金券”和“““招金债”全

额无条件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招金集团为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其他公司提供债务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00,600 万元，占招金集团 2016 年底净资产 12.46%。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招金集团所拥有的除发行人股权外的其他主要资

产为长期股权投资，总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末余额 

对子公司投资 127,832,955.45 

对联营企业投资 35,604,949.98 

合计 163,437,905.42 

上述资产并不存在权利限制，并不存在后续权利限制的安排。 

2、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本公司公司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中披露

的内容一致，未发生变更，且均得到有效执行。 

3、偿债专项账户还本付息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设立了专项偿债账户，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

金流。报告期内，公司专项偿债账户均按照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正常使用。 

五、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六、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招商证券作为“17 招金 Y1”受托管理人、瑞银证券作为“12 招金券”和“14

招金债”的受托管理人，于报告期内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了债券受托管理人

各项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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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和资产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同比变动 

 6 月 30 日 6 月 30 日 

总资产 3,227,224.50 3,245,056.54 -0.5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294,906.88 1,080,971.46 19.79% 

负债合计 1,639,680.79 1,868,887.21 -12.26% 

营业收入 312,339.32 329,888.79 -5.32% 

营业成本 173,771.02 185,679.27 -6.41% 

销售费用 2,027.25 4,452.60 -54.47% 

管理费用 45,693.55 43,241.09 5.67% 

财务费用 20,758.94 9,814.23 111.52% 

营业利润 48,838.84 50,028.41 -2.38% 

利润总额 48,023.64 44,153.79 8.76% 

净利润 40,301.36 26,777.03 50.51%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39,072.08 24,777.53 57.69% 

息税折摊前利润（EBITDA） 92,324.53 103,850 -11.10%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77,926.48 132,464.48 -41.17% 

其中：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32,581.01 443,334.73 -24.9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4,654.53 310,870.26 -18.08%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34,052.72 -159,294.06 -78.62% 

其中：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4,625.04 47,963.62 13.89%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8,677.75 207,257.68 -57.21%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52,288.22 -46,199.00 13.18% 

其中：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61,616.58 369,881.24 24.8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13,904.81 416,080.24 23.51%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8,381.50 129,994.05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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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的资产规模总体保持稳定，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有

所上升。与去年同期相比，净利润大幅增长，主要是因为黄金价格阶段性上涨，

以及母公司取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所得税率由 25%下降为 15%，为债券的

还本付息能力提供了保障。 

与去年同期相比，2017 年 1-6 月公司的销售费用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铜精

矿、铜的销售结算模式发生变化及副产品的销售客户区域半径减少导致运输费用

下降。 

与去年同期相比，2017 年 1-6 月公司的财务费用大幅上升，主要是本公司黄

金租赁远期费用计提增加及利息资本化的减少。 

2、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6 月 30 日 增减幅度 

流动比率 0.49 0.50 -2.42% 

速动比率 0.24 0.24 1.03% 

资产负债率 50.81% 57.59% -11.78% 

EBITDA 全部债务比 8.06% 7.40% 8.91% 

利息保障倍数 3.42 2.31 48.05%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5.07 5.36 -5.41%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0.00% 

注： 

1、全部债务=短期借款+应付票据+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其他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应付债券 

2、EBITDA=利润总额+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旧+摊销 

3、EBITDA 全部债务比 = EBITDA/全部债务 

4、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计入财务费用

的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支出） 

5、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 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

利息） 

6、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7、利息偿付率=实际支付利息/应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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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16 年 6 月 30 日相比，公司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流动比率有一定程度

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公司 2017 年进行了短期债务融资，使得流动负债的金额有

所上升。 

与 2016 年 6 月 30 日相比，公司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

主要是因为公司不断丰富融资渠道，降低了间接融资比例。 

在利息保障指标方面，由于公司盈利水平大幅上升，EBITDA 全部债务比和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均有提升，为公司的还本付息能力提供了保障。 

二、主要资产及负债项目的变动情况 

1、主要资产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6月30日 同比变动 

货币资金 156,796.27 153,642.85 2.05% 

存货 354,861.32 367,016.66 -3.31% 

固定资产 1,072,469.54 955,836.35 12.20% 

无形资产 848,611.04 850,396.16 -0.21% 

2、主要负债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6月30日 同比变动 

短期借款 913,215.08 507,719.84 79.87% 

长期借款 14,648.18 124,299.11 -88.22% 

应付债券 94,573.41 214,152.82 -55.84% 

与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短期借款大幅上升，长期借

款大幅下降，主要是因为 2017 年以来，本公司大幅调整了债务结构，提高黄金

租赁融资占比，以低成本资金置换高成本银行贷款，以及权益融资工具的使用。

与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 2017 年 6 月 30 日应付债券大幅下降，主要是因为 

“12 招金债”将于 2017 年 11 月到期，已调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性负债。 

三、资产受限及其他优先偿付负债 

1、资产受限情况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所有权受到限制的资产金额为 32,026.60 万元。 

2、其他优先偿付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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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受限资产对应的债务外，截至报告末，公司不存在其他优先偿付负债。 

四、其他债券/债务融资工具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发行的均按时完成其他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的付息和兑付，

不存在违约或延迟支付本息的情况。 

五、担保情况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无对外担保。 

六、银行授信情况 

公司在各大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信情况良好，与其一直保持长期合作伙伴关

系， 获得较高的授信额度，间接债务融资能力较强。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多家商业银行的授信总额 297.10 亿元，其中已使

用银行授信额度 95.57 亿元，未使用银行授信余额 201.53 亿元。具体授信情况如

下： 

银行名称 授信总额 已用合计 可用额度 授信期限(年) 

工商银行招远支行 18.10 14.86 3.24 1.00 

建设银行招远支行 26.00 6.52 19.48 1.00 

农业银行招远支行 23.00 14.48 8.52 1.00 

中国银行招远支行 18.00 15.65 2.35 1.00 

光大银行招远支行 67.00 4.73 62.27 1.00 

交通银行招远支行 35.00 26.83 8.17 1.00 

汇丰银行青岛分行 
4.00 - 4.00 1.00 

$2,948.50 $1,621.04 $1,327.46 万美金 

邮储银行招远支行 15.00 6.00 9.00 1.00 

兴业银行烟台分行 8.00 1.50 6.50 1.00 

民生银行招远支行 10.00 - 10.00 1.00 

浦发银行招远支行 10.00 1.00 9.00 1.00 

南洋商业银行青岛行 4.00 - 4.00 1.00 

广发银行烟台分行 5.00 4.00 1.00  

天津银行 4.00 -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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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297.10 95.57 201.53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的各项银行借款不存在违约或延迟支付本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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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业务和公司治理情况 

一、公司介绍及业务情况 

本公司是一间集勘探、开采、选矿及冶炼营运于一体，专注于开发黄金产业

的综合性大型企业，是中国领先的黄金生产商和中国最大的黄金冶炼企业之一。

主要产品为“9999 金”及“9995 金”标准金锭；主要生产工艺技术及设备达到

国内领先及国际先进水平。 

本公司位于中国山东省胶东半岛的招远市。这里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得天独

厚， 黄金开采历史悠久，根据中国黄金协会提供的数据，其于招远市黄金资源

约占中国总剩余黄金资源的十分之一，是国内最大的黄金生产基地及中国产金第

一市，被中国黄金协会命名为“中国金都”。 

近年来，本公司坚持以黄金矿业开发为主导，坚持科技领先和管理创新，不

断增  强本公司在黄金生产领域的技术优势、成本优势，使黄金储量、黄金产量、

企业效益年年攀升。本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多家附属公司及参股企业，业务遍

及全国主要产金区域。 

1、 主要经营业务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共完成黄金总产量约为 16,315.08 千克（约

524,541.55 盎司），比去年同期下降约 11.77%，其中：矿产黄金为 9,812.65 千克

（约 315,483.71 盎司），较去年同期下降了约 5.85%，冶炼加工黄金约为 6,502.43

千克（约 209,057.84 盎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约 19.41%。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共完成铜总产量约为 11,246 吨，其中：矿产铜 7,789 吨，冶炼铜 3,457 

吨），比去年同期下降约 18.88%。 

2、 投资概况 

2017 年，在产能增长带动上，本公司集中精力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在国内运

营矿山领域，公司以项目建设为推动，投资人民币 2.08 亿元，十大基建技改工

程陆续顺利展开。同时，加大地质探矿工作力度，共完成探矿投入资金人民币

4,868.18 万元，新增金金属量 26,038.43 千克，新增铜金属量 1,729.74 吨，进一

步增强了本公司资源储备。 

报告期内，本公司并未发生超过上年度净资产 20%的重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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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7 年上半年黄金市场综述 

2017 年上半年，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避险需求是驱动金价阶段性上涨的最

主要因素。但自 6 月份以来，在美联储加息、货币政策趋紧等因素倒逼下，金价

开始回撤，一度下探至 1,200美元附近，整个金价走势也呈现出明显的前高后低、

剧烈波动特征。上半年国际现货黄金价格由年初的 1,150.40 美元/盎司开盘，最

高上升至 1,296.06 美元/盎司，最低 1,145.20 美元/盎司，最终收于 1,241.33 美元

/盎司，平均价格为 1,239 美元/盎司，较去年同期的 1,221.15 美元/盎司上涨了

1.46%。 

二、业务回顾 

1、聚焦矿业核心主业，生产经营稳步提升 

上半年，公司围绕矿业可持续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制定实施了“生产

经营、项目建设、科研创新、公司治理、民心工程”等五大领域的“五十大”

重点工作事项。本公司以重点工作为统领，以骨干矿山为带动，坚持做强做优

矿业发展存量，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提升内部管理，生产经营稳步提升。同

时，坚持稳步提升增量，对新疆、甘肃、内蒙等省外矿山基地实施“稳产、增

产、增效”计划，不断夯实企业发展的资源优势。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

本公司坚持产销协同，科学研判市场时机，加强市场风控，黄金销售价格跑赢

同期市场。上半年，本公司共完成自产金产量约 9,286.69 千克（约 298,573.87 

盎司），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1.84%，实现净利润 4.0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0.51%。 

2、深耕企业基础管理，激发创新驱动发展活力 

上半年，本公司以“基础管理提升年活动”为带动，在现场管理、基础管理、

专业管理、成本管理等领域，坚持补短板、抓漏洞，全面开展基础管理达标升级

行动，企业现场文明生产和经营管理风貌得到明显提升。公司加强创新驱动管理，

集中优势资源开展技术创新，共完成科研投资人民币 3,180 万元，十大攻关创新

项目进展顺利，新授权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20 项，申请专利 45 项，开展小改小

革 443 项。本公司顺利通过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验收，院士工作站顺利挂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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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艺革新、选矿回收率、氰化尾渣综合利用等一大批重点科研攻关项目取得新

进展。 

3、布局“双 H”发展战略，矿业投资“走出去”稳步实施 

上半年，本公司对发展战略进行优化明确，在产能布局上提出了“省内一半、

省外一半；国内一半、国外一半”的“双 H”战略发展规划。在海外，公司正积

极捕捉海外良好投资机会。在国内运营矿山领域，公司以项目建设为推动，投资

人民币 2.08 亿元，十大基建技改工程陆续顺利展开，瑞海矿业井巷工程建设项

目进展顺利，夏甸金矿、大尹格庄金矿、蚕庄金矿、早子沟金矿深部开拓工程按

进度计划施工。同时，加大地质探矿工作力度，共完成探矿投入资金人民币

4,868.18 万元，新增金金属量 26,038.43 千克，新增铜金属量 1,729.74 吨，进一

步增强了本公司资源储备。 

4、优化投融资价值链，资本运作实现重大突破 

上半年，本公司强化产业与资本对接力度，重点融资动作成功落地。在股权

融资上，顺利完成 174,869,000 股 H 股股份的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2.118 亿港

元，实现公司 H 股上市以来首次股权融资。同时，通过非公开发行内资股方式实

施招金矿业第一期员工股权认购计划，完成 8,000 万股内资股股权认购。本次员

工股权认购计划实现了员工、公司及股东利益的统一，增强了公司凝聚力，为公

司后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加强正能量企业家风建设，和谐稳定发展增添新动能 

上半年，本公司围绕职工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在工资增长、责任

制建设、百师百徒培训、青年员工培养、“4411”基础保障等方面加大了投入力

度，使职工生产生活条件和文化需求得到进一步改善，赢得了职工民心。同时，

严守“安全生态环保”红线，加强科技兴安、标准化兴安建设，并大力开展“绿

水青山”工程，在各企业开展厂区、矿区植树绿化，新增绿化面积约 10 万余平

方米。此外，公司党建工作坚持强基固魂，“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层层压实，为推动生产经营工作开展提供

了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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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务展望 

下半年是全公司加快闯关攻坚、干事创业的关键时期，既有大有可为的诸多

机遇，也有各种风险矛盾的重大挑战。围绕年度目标责任和攻坚重任，本公司将

推进开展“六项竞赛”活动，迅速掀起扛红旗争标兵的热潮。 

1、开展“成本效益”竞赛，重在抓挖潜比内功 

下半年，本公司将严格落实节俭办企业的理念，在基础管理、工程管理、能

耗管理、物资管理、财务费用管理、生产工艺管理、非生产性开支管理、人力资

源管理等八大领域，开展基础管理升级达标工作，开展更大力度的节支降耗，杜

绝各种形式的浪费。本公司将通过“成本效益”竞赛，充分调动各单位抓生产、

降成本、提质量、提效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各企业建立完善全成本考核管

控机制，实现经营业绩与去年同期、年度预算相比有新的更大突破。 

2、开展“现场管理”竞赛，重在抓规范比创新 

下半年，本公司将在生产组织优化、现场文明卫生、作业操作规范、职工劳

动素质提升等领域，全面开展竞赛活动。要以三个体系建设和 TOPS 管理为切入

点，对现场管理的硬件软件进行集中治理，推动现场管理的质量和水平有大的突

破、质的提升。下半年，本公司将突出强化地质探矿管理，计划投入探矿费用人

民币 6,752 万元，投入坑探工程 5,800 米，钻探工程 120,210 米，预获金金属量

19 吨，铜金属量 770 吨。确保全年顺利实现矿产黄金 64.94 万盎司、探矿新增黄

金资源储量 45 吨、铜资源储量 2,500 吨。 

3、开展“基础管理”竞赛，重在抓落实比水平 

下半年，本公司深入贯彻落实“基础管理提升年”活动要求，夯实基础，练

就内功，力争在全公司和行业内创建具有典型引领作用的企业管理模式。同时，

引导企业建立具有科学化、合理化、规范化、公平性的管理制度，不断优化经济

责任制、奖惩考核、风险管控等制度，有效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把用制度

管人、用制度管事、用流程办事的要求落到实处。 

4、开展“攻坚克难”竞赛，重在抓进度比成效 

下半年，本公司将继续重点关注攻坚克难工作的进度和质量。继续弘扬攻坚

克难的精神，牢固树立分秒必争的拼抢意识。要集中兵力、啃硬骨头、扫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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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攻坚战。此外，要全力以赴破解制约生产的重大瓶颈，确保“三尾”综合开发

利用、危机矿山找矿突破、莱州瑞海项目及其他在建、新建项目等重点工作取得

新的进展和突破；继续推进十大基建技改工程建设，重点调度瑞海矿业、五彩龙

公司井巷工程建设，推动铜辉矿业“互联网+”智慧选厂、圆通矿业竖井建设等

项目，为产能提升及生产接续打下良好基础。同时，本公司将继续坚持严谨、审

慎、科学的投资原则，加快推进内蒙、甘肃、河北、新疆等重点区域的矿业权项

目。 

5、开展“安全环保生态”竞赛，重在抓治理比稳定 

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下半年，本公司将继续高度重视关键敏感时

期的安全环保工作，确保安全环保工作“万无一失”。要守住社区建设和信访稳

定底线，投入更大的智慧和力度抓好社区稳定、治安保卫等工作，共同维护企业

安定发展的大环境。 

6、开展“帮扶结对服务企业、服务基层”竞赛，重在抓效率比服务 

下半年，本公司将继续强化总部职能管控，开展总部下基层调研工作，以查

为主、以帮为主，帮助企业找准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各个结对帮扶企业将继

续加大帮扶互动，在人才培养、经验交流、技术提升、现场管理、责任制优化等

方面，做到埠内带埠外、骨干带一般、先进带后进、成熟带初创，让结对帮扶开

枝散叶、开花结果。 

四、公司与主要客户往来违约情况 

无 

五、公司独立性说明 

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和财务体系，是自主经营、自

负盈亏的独立法人。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占用资金、资产等情况。 

六、公司非经营性占款或资金拆借等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违规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非经营性占款或资金拆借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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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治理及内控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方面不存在违反《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规定的情况，也不存在未执行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或承诺的情况。 



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 

26 

 

第五节 重大事项 

一、重大未决诉讼或未决仲裁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但发行人子公

司目前有两项正在进行的重大诉讼，具体情况如下： 

1、山东省第一地质矿产勘查院诉莱州市瑞海矿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最

高人民法院已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就莱州市瑞海矿业有限公司对本案所提起的上

诉出具受理案件通知书（[2016]最高法民终 537 号），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二审判决尚未作出。 

2、拜城县滴水铜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保证合同纠纷案，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已向拜城县滴水铜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送达

有关本案 2017 年 8 月 2 日开庭的传票并已开庭审理，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一审判决尚未作出。 

山东省第一地质矿产勘查院诉莱州市瑞海矿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与拜城

县滴水铜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保证合同纠纷案，两项诉讼涉案合同均签订于为

发行人收购子公司之前。 

其中，瑞海矿业的出让方莱州瑞海投资有限公司向发行人出具《承诺函》，

如该诉讼案生效判决致使莱州市瑞海矿业有限公司需要承担任何诉讼费用或诉

讼赔偿义务，则前述诉讼费用及赔偿义务均由莱州瑞海投资有限公司承担。如莱

州市瑞海矿业有限公司先行承担或支付的，莱州瑞海投资有限公司同意在莱州市

瑞海矿业有限公司先行承担费用及赔偿之日起 5 日内向莱州市瑞海矿业有限公

司支付其先行承担的费用及赔偿金额。 

拜城县滴水铜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保证合同纠纷案，根据发行人与出让方

签署的关于滴水铜矿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因此，上述子公司未决重大诉讼

事项不会对发行人的债务偿还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日之前形成的未经双方认可

的债权债务由出让方承担。因此，上述子公司未决重大诉讼事项不会对发行人的

债务偿还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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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对《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列示的各重

大事项的适用情况如下： 

1、 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 

不适用 

2、 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不适用 

3、 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不适用 

4、 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不适用 

5、 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

十； 

不适用 

6、 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不适用 

7、 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不适用 

8、 发行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不适用； 

不适用 

9、 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不适用 

10、 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不适用 

11、 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不适用 

12、 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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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13、 其他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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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财务报告 

本公司 2017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请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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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目录 

一、备查文件 

（一）载有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签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二）报告期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

及公告的原稿； 

（三）按照境内外其他监管机构、交易场所等的要求公开披露的半年度报告、

半年度财务信息。 

二、查阅地点 

本公司在办公场所置备上述备查文件原件。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