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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州鲁地矿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重大信息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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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集团公司:指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2.鲁地公司：指莱州鲁地矿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3.会计师事务所：指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本信息公告口径说明

1.数据计量单位：货币单位为人民币。

第二节 企业基本信息

1.中文名称：莱州鲁地矿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鲁

地公司）

2.法定代表人：马明辉

3.注册地址：山东省莱州市金城镇驻地

4.注册资金：3.6 亿元

5.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商业性矿产勘查、矿产开发、

矿业权经营的投资，矿山物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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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企业简介

一、股权概况

鲁地公司由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

100%控股。

二、矿权与资源概况

鲁 地 公 司 现 拥 有 采 矿 权 一 个 ， 采 矿 权 证 号

C3700002019094210150437，开采矿种金矿，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99.0万吨/年，矿区面积2.1平方公里，开采深度-365.0

米至-1325.0米，有效期15年，自2019年9月26日至2034年9月26

日。

通过对批复的划定矿区范围进行资源储量核实，备案资源

储量为矿石量24395681t，金属量85540kg，平均品位3.51g/t。

三、项目概况

根据评审通过的《莱州鲁地矿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金城金

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鲁地公司金城金矿项目建设地点

位于莱州市金城镇境内，为新建地下开采矿山项目，建设总投

资84148.76万元，设计生产规模为采矿99.0万吨/年，服务年限

为20.1年。

第四节 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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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集团公司《关于调整部分所属企业董事、监事等人选

的通知》，撤销鲁地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设立执行董事1名、

监事1名；公司高管层4名（总经理1名、副总经理2名、财务总

监1名）；公司设党支部，全称为中国共产党山东黄金矿业（莱

州）有限公司焦家金矿鲁地公司支部委员会，正式党员3名、预

备党员2名，公司党支部严格执行上级党委的各项决策部署。

第五节 公司管理架构

鲁地公司是集团公司的下属三级企业，共设3个部门，分别

为：运营管理部、综合管理部、财务部。

第六节 重要事项

一、“三重一大”事项

1.“三重一大”有关重大决策事项：无

2.“三重一大”有关重大人事任免事项：无

3.“三重一大”有关重大项目投资及境外投资情况：无

4.“三重一大”有关大额资金的调动及使用情况

公司高度重视资金管理工作，在大额资金调度及使用方面，

严格执行公司财务支出审签办法及有关资金管理制度，确保资

金支出事项合理、合规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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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外捐赠情况

公司无对外捐赠支出。

第七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年度薪酬情况

及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和年度薪酬情况

企业负责人报告期内薪酬尚未核定，待核定后及时公开。

二、集团公司确认的 2020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

2020 年，鲁地公司圆满完成集团公司下达的各项考核目标，

并将各项考核目标完成情况上报集团公司，待集团公司审核确

定后，将及时公开考核结果。

第八节 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履职情况

2020 年，上级有关单位未对公司领导开展经济责任审计。

第九节 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一、有关职工劳动合同的签订、履行等劳动法律法规的遵

守和执行情况

鲁地公司认真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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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签订劳动合同、及时足额支付工资、按时缴纳社会保险费，

进一步提高了公司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管理整体水平，为构建企

业和谐劳动关系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人才引进、职工招聘、职工培训等人才队伍建设情况

本年度无人才引进及职工招聘情况。鲁地公司严格按照集

团公司关于职工培训要求，结合公司实际及公司内部培训需求

调研情况，积极组织干部、职工参与经营管理类、专业技术类

各类培训，全年参加培训 17 期，培训 23 人次。

三、关于环境保护、产品和服务，遵守商业道德情况

因项目未建设，未开展环境治理及保护工作。鲁地公司经

营范围为以自有资金对商业性矿产勘查、矿产开发、矿业权经

营的投资，矿山物资销售。目前暂未进入矿山物资销售阶段，

无产品和服务。

四、社会责任履行有关对外大额捐赠、赞助情况

公司无对外捐赠支出。

第十节 政府扶持政策信息

2020 年，公司收到政府补助 1.1 万元。

第十一节 企业重大改制重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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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无重大改制重组情况。

第十二节 通过产权市场转让企业产权和企业增资等信息

公司无产权转让及企业增资情况。

第十三节 主要财务状况

一、经营情况

2020 年，公司利润总额-342.22 万元，主要为费用支出，

相较于上一年费用支出减少 183.46 万元。

二、资产负债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公司资产总额 32183.43 万元，较年

初增加 484.77 万元；负债总额 33862.54 万元，较年初增加

826.99 万元；所有者权益-1679.11 万元，较年初减少 342.22

万元。主要是由于鲁地公司现处于前期权证办理阶段，矿山未

实现生产，无业务收入。

第十四节 年度财务预算信息，财务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公司年度工作计划及生产经营责任状指标合理制定当

年预算指标，并按照预算指标严格执行。完成年度投资计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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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编制及年度投资计划梳理、调整补充工作。

第十五节 财务会计报告和审计报告摘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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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成本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336.49 306.62 9.74%

财务费用 6.75 239.31 -97.18%

营业利润 -342.22 -524.83 -34.79%

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0.86 -100%

利润总额 -342.22 -525.69 -34.9%

已交税费总额

净利润 -342.22 -525.69 -34.9%

营业利润率（%）

净资产收益率（%）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资产总额 32183.43 31698.66 1.53%

负债总额 33862.54 33035.55 -3%

所有者权益 -1679.11 -1336.89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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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上为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数据。

二、财务报表附注摘要

1.报表编制基础

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编制基础。

2.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2020 年，无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3.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2020 年，无会计估计变更。

4.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2020 年，无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5.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本公司其他货币资金期末余额系按照莱州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要求缴存至土地复垦费用专用账户的土地复垦保证金，对

外使用受限。

三、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1

其中：营业收入 2

△利息收入 3

△已赚保费 4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5

二、营业总成本 6

其中：营业成本 7

△利息支出 8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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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保金 10

△赔付支出净额 11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12

△保单红利支出 13

△分保费用 14

税金及附加 15 840 1165.13

销售费用 16

管理费用 17 3364869.55 3066174.34

研发费用 18

财务费用 19 67547.47 2393105.44

其中：利息费用 20 94575 2463825

利息收入 21 30107.53 72595.96

汇兑净损失（净收益以“-”

号填列）
22

其他 23

加：其他收益 24 11026.56 8555.87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5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

收益
26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
27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8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9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30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31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32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3 203546.66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4 -3422230.46 -5248342.38

加：营业外收入 35

其中：政府补助 36

减：营业外支出 37 8555.87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8 -3422230.46 -5256898.25

减：所得税费用 39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0 -3422230.46 -5256898.25

（一）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4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2

*少数股东损益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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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44

持续经营净利润 45 -3422230.46 -5256898.25

终止经营净利润 46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4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48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49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50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51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52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3

5.其他 54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55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56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57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8

☆4.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金额
59

5.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损益
60

☆6.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61

7.现金流量套期储备（现金流量套期

损益的有效部分）
62

8.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3

9.其他 64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65

七、综合收益总额 66 -3422230.46 -5256898.2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67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68

八、每股收益： 69

基本每股收益 70

稀释每股收益 71

四、审计报告意见类型

经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天健鲁审[2021]807 号标准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报告正文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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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莱州鲁地矿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莱州鲁地矿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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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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