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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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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无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地矿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0409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波

贺业峰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南路 57-1 号高新万达 J3 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南路 57-1 号高新万达 J3
写字楼
写字楼

电话

0531-88550409

0531-88550409

电子信箱

stock000409@126.com

stock000409@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109,365,516.28

662,471,721.82

6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4,068,022.40

-178,786,365.72

5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2,381,007.91

-178,635,161.37

53.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9,160,592.43

-28,344,406.13

-144.00%

-0.1645

-0.3499

52.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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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45

-0.3499

52.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1%

-28.72%

19.81%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5,058,880,072.09

4,794,143,731.20

5.52%

901,539,445.35

985,607,467.74

-8.5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91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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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山东地矿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71%

85,356,551

75,043,808

安徽丰原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85%

55,455,947

0

东海基金－工
商银行－鑫龙
其他
177 号资产管理
计划

2.53%

12,902,994

0

山东省国有资
产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0%

12,779,411

0

北京志开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志开汇融 2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36%

12,082,511

0

东海基金－工
商银行－东海
基金－鑫龙 96 其他
号资产管理计
划

2.32%

11,833,752

0

池州市东方辰
天贸易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1%

11,803,126

11,803,126

山东省地矿测
绘院

国有法人

1.97%

10,052,623

10,052,623

曾鸿斌

境内自然人

1.45%

7,383,148

0

杨琴秀

境内自然人

1.42%

7,280,000

0

数量

1.山东地矿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省地矿测绘院为一致行动人。
2.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北京志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志开汇融 2 号私募证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券投资基金为一致行动人。
的说明
3.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无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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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一）报告期内总体生产经营情况及分析
2019年上半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共实现营业收入110,936.5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7.4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8,406.8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2.98%。
2019年上半年亏损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受宏观环境波动、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等相关方面因素影响，公司融资难度较大，导致财务费用较高。
二是公司现有产业规模较小，与同行业对比竞争力及盈利能力较弱，受流动资金紧张制约、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
盈利能力不足。
三是于环保督查等因素，部分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到影响，导致盈利能力下降。
（二）报告期内主要工作情况
1、依法依规全力推进股权划转，实现跨越式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依法依规全力配合控股股东国有股权划转工作，已完成相关行政审批工作，正在向证券监管部门申请股
权过户工作。划入方兖矿集团系山东省国资委下属的省属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为《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在其专业领域拥
有国内外领先的技术、资金、人才优势。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公司融资的外部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兖矿集团不排除在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向公司提议对公司和/或公司子公司的资产和/或业务进行处置、重组或购买
资产，使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
2、稳定现有板块，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对优质板块的支持，稳定现有业务板块，积极做好各权属单位安全环保督查工作，保持经营效
益稳步提升。医药大健康板块以现有店面为基础，提升中成药、粉剂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能力，完成50余家供应商购销协议
签订，洽谈引进新品148种。积极推进大健康产业平台建设，完成了淘宝店铺和一卡通店铺的上线及运营工作。同时，公司
积极推进建联中药饮片厂迁址扩建，确保传统业务稳步提升，做大做强医药大健康板块；宝利甾体完成车间废气回收装置改
造项目，成功研发出坎利酮清洁新工艺及工艺管线的改造工作，杆菌肽锌项目已完成项目土建工程已完成90%、主要设备安
装完成80%，污水处理升级改造项目已完成施工进度80%，上述重点项目进展顺利，为后续业务发展扩大打下良好基础。
3、加强子公司管控，明确公司主体责任边界。
报告期内，公司聘任专业中介机构对公司现有内控制度和规范进行梳理，从战略规划、投资决策、重大项目实施、研发
管理、市场开发、融资和资本运作、财务管理、经济运行、资产管理、风险管理和防范、人力资源管理等管理维度方面，明
确公司和下属公司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明确不同层级公司的决策权、审批权、建议权等，从而提升公司和下属子公司之间
的有效协同，实现管理的有序、高效。
4、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实现人才强企战略。
报告期内，公司创新用人机制，多渠道引进“高、精、尖”专业技术人才，量才适用，优化人才队伍，同时对子公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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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培训，提升管理人员的管理素质，并且定期对整个管理团队进行培训，保证管理团队管理理念的先
进性、管理能力的优越性。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说明1、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
则”）。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于2019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的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本公司将原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核算的项目根据资产性质重分类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同
时，经测算，该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本准则实施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无差额，故此会计变更事项不影响期初所有者权益
调整。
项目
资产负债表

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影响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9,775,000.00

-49,775,000.00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0.00

0.00

49,775,000.00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说明2、财政部于2019年0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以
下简称“财会[2019]6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财务
报表，企业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财会[2019]6 号要求编制执行。根据财会
[2019]6 号的相关要求，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财会[2019]6
号通知附件1和附件2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本公司按照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除上述准则涉及项目变更外，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为“应收账款”与“应收票
据”列示，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账款”与“应付票据”列示，利润表中将“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负数列示，其他
列报格式的变更对本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43,288,740.8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31,224,853.39

应收票据

37,842,464.00

应收账款
应付票据

305,446,276.85
195,000,000.00
136,224,853.39

应付账款

对母公司报表的影响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19,680,000.00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9,680,000.00
0.00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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