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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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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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SHANDONG GOLD MINING CO., LTD.
山東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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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

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
有關以現金收購地礦來金的 100%股權及

鴻昇礦業的 45%股權

於2021年8月5日（交易時段後），山東黃金礦業（萊州）及山東黃金集團公司訂
立收購協議，內容有關收購地礦來金的 100%股權（其直接持有鴻昇礦業的
55%股權）及鴻昇礦業的45%股權，代價合共人民幣4,667,014,358.15元。於完成
後，目標公司將由山東黃金礦業（萊州）全資擁有，而目標公司的財務資料將
綜合併入本集團的財務報表。

香港上市規則涵義

於合併計算收購事項後，由於一項或多項相關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香港
上市規則）超過5%但低於25%，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章，收購事項構成本
公司須予披露交易及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但
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的規定。

山東黃金集團公司為本公司控股股東，直接及間接地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約45.08%。山東黃金礦業（萊州）為本公司擁有約 95.31%的附屬公司。因此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且須遵守香港
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的申報、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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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李國紅先生、王立君先生及汪曉玲女士亦於山東黃金集團公司擔任高
級管理職位，被視為於收購事項中擁有重大權益並已就提呈董事會有關收
購協議的決議案放棄投票。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出席董事會會議的董事概無
於收購事項中擁有重大權益。

一般資料

本公司將召開臨時股東大會以供獨立股東考慮及酌情批准（其中包括）收購
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36條，任何於收購協
議中擁有重大權益的股東須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放棄投票批准收購協議及收
購事項。於本公告日期，控股股東山東黃金集團公司直接及間接地持有本公
司已發行股本約45.08%，因此須於臨時股東大會上就相關決議案放棄投票。
除山東黃金集團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包括山東黃金有色礦業集團有限公司、
山東黃金地質礦產勘查有限公司、山東黃金集團青島黃金有限公司及山東
黃金（北京）產業投資有限公司）外，於本公告日期，就董事所深知，由於概無
其他股東於收購協議中擁有任何權益，故概無其他股東須於會上放棄投票。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i)收購事項的資料；(ii)獨立董事委員會就有關收購事
項的推薦建議；(iii)獨立財務顧問就收購事項的條款發表的意見；及 (iv)香港
上市規則項下規定的其他資料的通函，應於 2021年9月17日或之前寄發予股
東，以便有足夠時間編製待載入通函的上述資料。

收購目標公司

於2021年8月5日（交易時段後），山東黃金礦業（萊州）與山東黃金集團公司訂立
收購協議，內容有關收購地礦來金（其直接持有鴻昇礦業的 55%股權）的100%股
權及鴻昇礦業的 45%股權，代價合共人民幣 4,667,014,358.15元。於完成後，目標
公司將由山東黃金礦業（萊州）全資擁有，而目標公司的財務資料將綜合併入本
集團的財務報表。

(1) 地礦來金協議

日期

2021年8月5日

訂約方

1. 山東黃金集團公司（作為賣方）

2. 山東黃金礦業（萊州）（作為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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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

買方根據地礦來金協議就地礦來金應付的代價人民幣2,612,929,494.01元乃
根據北京天健興業於評估報告中所出具地礦來金於評估基準日的評估價
值人民幣2,612,929,494.01元而釐定。

支付方式

買方應在地礦來金股權完成交割日期起30日內以現金方式一次性付清代
價。本集團擬以本集團內部財務資源、外部信貸融資及可用融資渠道支付
代價。

交割

山東黃金集團公司不可撤銷的同意在地礦來金協議生效條件全部得到滿
足後7個工作日內進行地礦來金股權的交割。山東黃金集團公司應於完成
日辦理完成地礦來金股權的過戶登記手續，山東黃金礦業（萊州）於完成日
起合法享有和承擔地礦來金股權股東的一切權利和義務。

山東黃金礦業（萊州）應當給予必要的協助，確保順利完成地礦來金股權的
交割。

先決條件

完成須待（其中包括）下列先決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

(1) 山東黃金礦業（萊州）的董事會及股東大會以及本公司董事會批准地
礦來金協議有關事項；

(2) 本公司根據其公司章程及適用上市規則召開股東大會由獨立股東批
准地礦來金協議有關事項；

(3) 山東黃金礦業（萊州）及本公司獲得所有適用法律法規要求之批准（如
有）；

(4) 山東黃金集團公司就地礦來金協議有關事項完成所有根據其註冊成
立地點的法律法規以及山東黃金集團公司及地礦來金的公司章程應
當履行的全部程序並取得所有必需的決議及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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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事項和賠償

地礦來金協議簽署後，任何一方違反、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地礦來金協議
規定的任何義務、聲明、保證和承諾的，即構成違約。違約方應對另一方
因此而招致的任何合理索賠、損失、費用或其他責任作出全面和足額的賠
償，包括但不限於因違約而使另一方支付針對違約方的訴訟費用（包括但
不限於專業顧問費用）以及與第三方的訴訟和向第三方支付的賠償（包括
但不限於專業顧問費用）。

如山東黃金集團公司存在逾期15天仍未履行地礦來金協議約定或違背地
礦來金協議約定義務，則山東黃金礦業（萊州）有權與逾期（違約）一方解除
地礦來金協議，並有權按包括但不限於地礦來金協議相關條款要求逾期
（違約）一方承擔支付違約金等責任。

如山東黃金集團公司存在對地礦來金股權交割日前已存在的事實、情況未
披露或未如實披露，且該事實、情況將對地礦來金在完成後的繼續合法、
正常經營造成實質性不利影響的，山東黃金礦業（萊州）有權解除地礦來金
協議，並有權要求山東黃金集團公司連帶承擔支付違約金等責任。

過渡期間損益

於評估基準日至完成日期（指地礦來金股權完成工商變更登記之日）期間，
因經營實現利潤等原因而增加淨資產或因經營虧損等原因而減少的淨資
產均由山東黃金礦業（萊州）享有或承擔。

有關地礦來金的資料

於本公告日期，地礦來金持有鴻昇礦業 55%的股權。鴻昇礦業的詳情載列
於本公告「有關鴻昇礦業的資料」的相關部分。地礦來金的股權清晰，無抵
押、質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轉讓的情況，未涉及訴訟、仲裁事項或查封、凍
結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礙權屬轉移的其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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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礦來金的財務狀況

地礦來金的主要財務指標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20年
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淨虧損 30,463 39,590
除稅後淨虧損 32,602 38,846

地礦來金在2019年及2020年概無收入。地礦來金的原收購成本約為人民幣
1,817.75百萬元。地礦來金截至2021年5月31日的資產淨值為人民幣1,654.54
百萬元。

地礦來金的估值

根據評估報告，本次採用了資產基礎法進行評估。具體結論如下：

在評估基準日持續經營假設前提下，模擬剝離後的地礦來金總資產賬面
值為人民幣13,461.32萬元，負債賬面值為人民幣 2,780.81萬元，所有者權益
（淨資產）賬面值為人民幣 10,680.51萬元。

採用資產基礎法後，地礦來金總資產評估值為人民幣264,073.76萬元，負債
評估值為人民幣2,780.81萬元，所有者權益評估值為人民幣261,292.95萬元，
較賬面值增值人民幣 250,612.44萬元，增值率2,3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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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評估結果匯總表如下：

單位：人民幣萬元

項目名稱 賬面價值 評估價值 增減值 增值率

流動資產 12,980.00 12,980.00 – –
非流動資產 481.32 251,093.76 250,612.44 52,067.74%
其中：
長期股權投資 461.47 251,054.82 250,593.35 54,303.28%
投資性房地產 – – – –
固定資產 19.85 38.94 19.09 96.17%
在建工程 – – – –
無形資產 – – – –
土地使用權 – – – –
其他 – – – –

資產總計 13,461.32 264,073.76 250,612.44 1,861.72%
流動負債 1,474.32 1,474.32 – –
非流動負債 1,306.49 1,306.49 – –
負債總計 2,780.81 2,780.81 – –
淨資產（股東全部權益） 10,680.51 261,292.95 250,612.44 2,3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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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權評估情況

1) 萊州金盛礦業投資有限公司朱郭李家金礦採礦權

北京天健興業出具的《地礦來金評估報告》中礦業權評估值利用了北京
海地人出具的《萊州金盛礦業投資有限公司朱郭李家金礦採礦權評估
報告書》（海地人礦評報字 [2021]第019號總第2668號）的報告結論：納入
本次評估範圍的萊州金盛礦業投資有限公司朱郭李家金礦採礦權評
估值為人民幣 332,245.44萬元。具體情況如下：

① 評估基準日：2021年5月31日

② 評估方法：折現現金流量法

③ 評估主要參數：截至評估基準日評估範圍內保有資源儲量主礦產
金礦 (122b+332+333)礦石量3,335.90萬噸、平均品位3.65克╱噸、金屬
量121,856.00千克，伴生礦產銀礦(333)礦石量2,347.39萬噸、平均品位
6.59克╱噸、金屬量154,650.00千克，伴生礦產硫 (333)礦石量2,347.39
萬噸、平均品位2.04%、標硫137.11萬噸；評估利用資源儲量礦石
量2,836.35萬噸，金金屬量106,873.00千克、平均品位3.77克╱噸，銀
金屬量 123,720.00千克、平均品位 4.36克╱噸；採礦回採率 93%，評
估利用可採儲量2,637.81萬噸，礦石貧化率7.80%；生產能力 165萬
噸╱年；評估計算年限 22年4個月（含基建期）；折現率8.62%。

產品方案為成品金和成品銀，銷售價格成品金人民幣314.43元╱
克、成品銀人民幣 3,764.06元╱千克；單位總成本費用為：一期人
民幣399.86元╱噸、二期人民幣421.10元╱噸，單位經營成本為：一
期人民幣337.59元╱噸、二期人民幣351.84元╱噸。

④ 評估結論：在調查、瞭解和分析評估對象實際情況的基礎上，依
據採礦權評估的原則和程序，選用合理的評估方法和參數，經過
估算確定「萊州金盛礦業投資有限公司朱郭李家金礦採礦權」評
估價值為人民幣332,245.44萬元，大寫人民幣叁拾叁億貳仟貳佰肆
拾伍萬肆仟肆佰圓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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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萊州匯金礦業投資有限公司紗嶺金礦採礦權

北京天健興業出具的《地礦來金評估報告》中礦業權評估值利用了北京
海地人出具的《萊州匯金礦業投資有限公司紗嶺金礦採礦權評估報告
書》（海地人礦評報字 [2021]第09號總第2658號）的報告結論：納入本次
評估範圍的萊州匯金礦業投資有限公司紗嶺金礦採礦權評估值為人
民幣669,647.16萬元。具體情況如下：

① 評估基準日：2021年5月31日

② 評估方法：折現現金流量法

③ 評估主要參數：截至評估基準日評估範圍內保有資源儲量，A、
主礦產：金礦，礦石量 8,997.08萬噸，金金屬量 309.06噸，平均品位
3.44克╱噸。其中：探明的經濟基礎儲量 (111b)礦石量540.83萬噸，
金屬量21.99噸，平均品位4.07克╱噸；控制的經濟基礎儲量 (122b)
礦石量2,383.15萬噸，金屬量80.11噸，平均品位3.36克╱噸；推斷的
內蘊經濟資源量 (333)礦石量6,073.10萬噸，金屬量206.96噸，平均品
位3.41克╱噸。B、伴生礦產：銀，推斷的內蘊經濟資源量 (333)礦石
量8,925.68萬噸，銀金屬量232.02噸，平均品位2.60克╱噸；硫，推斷
的內蘊經濟資源量 (333)礦石量155.07萬噸，硫元素量4.22萬噸，平
均品位2.71%，折合標硫12.10萬噸。C、另有低品位礦：金礦，礦石
量4,414.27萬噸，金金屬量63.00噸，平均品位1.43克╱噸。其中：探
明的內蘊經濟資源量 (331)礦石量119.93萬噸，金屬量1.51噸，平均
品位 1.30克╱噸；控制的內蘊經濟資源量 (332)礦石量 293.60萬噸，
金屬量 3.82噸，平均品位1.30克╱噸；推斷的內蘊經濟資源量 (333)
礦石量4,000.73萬噸，金屬量57.67噸，平均品位1.44克╱噸。

評估利用資源儲量礦石量8,627.39萬噸，金金屬量262,363.07千克，
銀金屬量 224,312.22千克，金平均品位 3.04克╱噸，銀平均品位2.60
克╱噸。首採區（一期）礦石量 5,795.96萬噸，金金屬量 189,355.95千
克，銀金屬量 150,694.96千克，金平均品位 3.27克╱噸，銀平均品位
2.60克╱噸。後期採區（二期）礦石量2,831.43萬噸，金金屬量73,007.12
千克，銀金屬量 73,617.18千克，金平均品位 2.58克╱噸，銀平均品
位2.60克╱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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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採區和後期採區採礦回採率均為88%，礦石貧化率均為8%；設
計金選礦回收率，一期95%，二期94%，設計銀選礦回收率35%；設
計返金率97.2%，返銀率為0。

一期開採可採儲量礦石量5,100.44萬噸，金金屬量166,633.24千克，
銀金屬量132,611.56千克；二期採區開採可採儲量礦石量2,491.66萬
噸，金金屬量64,246.27千克，銀金屬量 64,783.12千克；合計礦石量
7,592.10萬噸，金金屬量 230,879.50千克，銀金屬量 197,394.68千克。
生產規模一期為396萬噸╱年，二期為198萬噸╱年。生產服務年限
一期為14.50年，二期為13.68年，合計 28.18年。

評估利用無形資產投資（土地使用費）為人民幣50,298.30萬元（其
中已形成土地使用費人民幣 1,867.24萬元）。評估利用固定資產投
資一期人民幣 276,102.77萬元（其中已形成固定資產，原值人民幣
274.48萬元，淨值人民幣202.27萬元；在建工程人民幣47,860.70萬
元），二期固定資產投資人民幣28,000.00萬元。流動資金一期人民
幣49,698.50萬元，二期為人民幣41,220.82萬元。金銷售價格為人民
幣314.43元╱克。

單位總成本費用一期人民幣 305.89元╱噸、二期人民幣 393.40元╱
噸，單位經營成本一期人民幣255.02元╱噸、二期人民幣313.37元╱
噸。折現率為8.62%。

④ 評估結論：在調查、瞭解和分析評估對象實際情況的基礎上，依
據採礦權評估的原則和程序，選用合理的評估方法和參數，經過
估算確定「萊州匯金礦業投資有限公司紗嶺金礦採礦權」評估價
值為人民幣669,647.16萬元，大寫人民幣陸拾陸億玖仟陸佰肆拾柒
萬壹仟陸佰圓整。

本次選聘評估機構程序符合法律法規的相關要求。選聘的評估機
構具有從事證券業務資產評估資格，具備勝任評估工作的能力，
評估機構符合獨立性要求，評估報告中評估假設和評估結論合
理。根據相關國資監管規定，上述評估報告已經依法履行國有資
產的備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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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鴻昇礦業協議

日期

2021年8月5日

訂約方

1. 山東黃金集團公司（作為賣方）

2. 山東黃金礦業（萊州）（作為買方）

代價

買方根據鴻昇礦業協議就鴻昇礦業應付的代價人民幣2,054,084,864.14元乃
根據北京天健興業於評估報告中所出具鴻昇礦業於評估基準日的評估價
值人民幣456,463.31萬元為基礎，其中45%股權市場價值為人民幣205,408.49
萬元而釐定。

支付方式

山東黃金礦業（萊州）應在鴻昇礦業股權完成交割日期起30日內以現金方式
一次性付清代價。本集團擬以本集團內部財務資源、外部信貸融資及可用
融資渠道支付代價。

交割

山東黃金集團公司不可撤銷的同意在鴻昇礦業協議生效條件全部得到滿
足後7個工作日內進行鴻昇礦業股權的交割。山東黃金集團公司應於完成
日辦理完成鴻昇礦業股權的過戶登記手續，山東黃金礦業（萊州）於完成日
起合法享有和承擔鴻昇礦業股權股東的一切權利和義務。

山東黃金礦業（萊州）應當給予必要的協助，確保順利完成鴻昇礦業股權的
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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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完成須待（其中包括）下列先決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

(1) 山東黃金礦業（萊州）的董事會及股東會以及本公司董事會批准鴻昇
礦業協議有關事項；

(2) 本公司根據其公司章程及適用上市規則召開股東大會由獨立股東批
准鴻昇礦業協議有關事項；

(3) 山東黃金礦業（萊州）及本公司獲得所有適用法律法規要求之批准（如
有）；

(4) 山東黃金集團公司就鴻昇礦業協議有關事項完成所有根據其註冊成
立地點的法律法規以及山東黃金集團公司及鴻昇礦業的公司章程應
當履行的全部程序並取得所有必需的決議及授權。

違約事項和賠償

鴻昇礦業協議簽署後，任何一方違反、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鴻昇礦業協議
規定的任何義務、聲明、保證和承諾的，即構成違約。違約方應對另一方
因此而招致的任何合理索賠、損失、費用或其他責任作出全面和足額的賠
償，包括但不限於因違約而使另一方支付針對違約方的訴訟費用（包括但
不限於專業顧問費用）以及與第三方的訴訟和向第三方支付的賠償（包括
但不限於專業顧問費用）。

如山東黃金集團公司存在逾期15天仍未履行鴻昇礦業協議約定或違背鴻
昇礦業協議約定義務，則山東黃金礦業（萊州）有權與逾期（違約）一方解除
鴻昇礦業協議，並有權按包括但不限於鴻昇礦業協議相關條款要求逾期
（違約）一方承擔支付違約金等責任。

山東黃金集團公司存在對鴻昇礦業股權交割日前已存在的事實、情況未
披露或未如實披露，且該事實、情況將對鴻昇礦業在完成本次收購事項後
的繼續合法、正常經營造成實質性不利影響的，山東黃金礦業（萊州）有權
解除鴻昇礦業協議，並有權要求山東黃金集團公司連帶承擔支付違約金
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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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期間損益

於評估基準日至完成日期（鴻昇礦業股權完成工商變更登記之日）期間，因
經營實現利潤等原因而增加的淨資產或因經營虧損等原因而減少的淨資
產均由山東黃金礦業（萊州）享有或承擔。

有關鴻昇礦業的資料

於本公告日期，鴻昇礦業擁有萊州金盛礦業投資有限公司（「金盛礦業」）的
100%股權及萊州匯金礦業投資有限公司（「匯金礦業」）的39%股權。鴻昇礦
業的股權清晰，無抵押、質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轉讓的情況，未涉及訴訟、
仲裁事項或查封、凍結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礙權屬轉移的其他情況。金盛礦
業現擁有生產規模165.00萬噸╱年的金盛礦業朱郭李家金礦採礦許可證，
目前，朱郭李家金礦尚未投產，未取得安全生產許可證，預計達產時間為
2027年2月。匯金礦業現擁有生產規模396.00萬噸╱年的匯金礦業紗嶺金礦
採礦許可證，目前，紗嶺金礦尚未投產，未取得安全生產許可證，預計達
產時間為2027年2月。

鴻昇礦業的財務狀況

鴻昇礦業的主要財務指標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20年
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淨虧損 21,875 39,207
除稅後淨虧損 24,014 38,464

鴻昇礦業在2019年及2020年概無收入。鴻昇礦業45%股權的原收購成本約為
人民幣 1,037.86百萬元。鴻昇礦業截至 2021年5月31日的資產淨值為人民幣
1,552.35百萬元。



– 13 –

鴻昇礦業的估值

根據評估報告，本次採用了資產基礎法進行評估。具體結論如下：

在評估基準日持續經營假設前提下，鴻昇礦業總資產賬面值為人民幣
33,224.47萬元，負債賬面值為人民幣32,217.35萬元，所有者權益（淨資產）賬
面值為人民幣 1,007.12萬元。

採用資產基礎法後，總資產評估值為人民幣488,680.65萬元，負債評估值為
人民幣32,217.34萬元，所有者權益評估值為人民幣 456,463.31萬元，較賬面
值增值人民幣 455,456.18萬元，增值率45,223.63%。

具體評估結果匯總表如下：

單位：人民幣萬元

項目名稱 賬面價值 評估價值 增減值 增值率

流動資產 32,525.14 33,366.17 841.03 2.59%
非流動資產 699.33 455,314.48 454,615.15 65,007.24%
其中：
長期股權投資 500.00 455,314.28 454,814.28 90,962.86%
投資性房地產 – – – –
固定資產 – 0.20 0.20 –
在建工程 – – – –
無形資產 – – – –
土地使用權 – – – –
其他 199.33 – –199.33 –100.00%

資產總計 33,224.47 488,680.65 455,456.18 1,370.85%
流動負債 31,247.32 31,247.32 – –
非流動負債 970.02 970.02 – –
負債總計 32,217.35 32,217.34 – –
淨資產（股東全部權益） 1,007.12 456,463.31 455,456.18 45,2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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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選聘估值師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規的相關要求。選聘的估值師具有從
事證券業務資產評估資格，具備勝任提供評估服務的能力並符合獨立性
要求。評估報告中所載的評估假設和評估結論合理。根據相關國資監管規
定，上述資產評估報告已經依法履行國有資產的備案程序。

礦業權評估情況

1) 萊州金盛礦業投資有限公司朱郭李家金礦採礦權

北京天健興業出具的《鴻昇礦業評估報告》中礦業權評估值利用了北京
海地人出具的《萊州金盛礦業投資有限公司朱郭李家金礦採礦權評估
報告書》（海地人礦評報字 [2021]第019號總第2668號）的報告結論，具體
情況詳見本公告「「(1)地礦來金協議－礦業權評估情況－1）萊州金盛礦
業投資有限公司朱郭李家金礦採礦權」相關內容。

2) 萊州匯金礦業投資有限公司紗嶺金礦採礦權

北京天健興業出具的《鴻昇礦業評估報告》中礦業權評估值利用了北京
海地人出具的《萊州匯金礦業投資有限公司紗嶺金礦採礦權評估報告
書》（海地人礦評報字 [2021]第09號總第2658號）的報告結論，具體情況
詳見本公告「(1)地礦來金協議－礦業權評估情況－2）萊州匯金礦業投
資有限公司紗嶺金礦採礦權」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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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礦權之估值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68(7)條，北京海地人有關地礦來金及鴻昇礦業所出具
的評估報告書中所載之有關採礦權之估值所採用折現現金流量法乃依據以下
主要基準及假設（包括商業假設）編製：

一般假設

1. 交易假設：交易假設是假定所有待評估資產已經處於交易的過程中，估值
師根據待評估資產的交易條件等類比市場進行估價。交易假設是資產評
估得以進行的一個最基本的前提假設；

2. 公開市場假設：公開市場假設是假定在市場上交易的資產，或擬在市場上
交易的資產，資產交易雙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獲取足夠市場訊息的
機會和時間，以便於對資產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價格等作出理智的判
斷。公開市場假設以資產在市場上可以公開買賣為基礎；

3. 資產持續經營假設：資產持續經營假設是指評估時需根據被評估資產按
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方式、規模、頻度、環境等情況繼續使用，或者在有
所改變的基礎上使用，相應確定評估方法、參數和依據。

特定假設

1. 中國現行的宏觀經濟、產業等政策不發生重大變化；

2. 評估物件（即採礦權）在未來經營期內的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以及所執行
的稅賦、稅率等政策無重大變化；

3. 評估物件在未來經營期內的管理層盡職，並繼續保持基準日現有的經營
管理模式持續經營；

4. 假設該報告採用的生產規模、投資建設計劃、開發利用方式等與未來實際
相符並在礦山服務年限內不變。不考慮未來可能由於管理層、經營策略以
及商業環境等變化導致的業務結構等狀況的變化，不考慮未來追加投資
導致生產經營能力擴大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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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假設礦山企業以設定的開發進度、生產方式、生產規模、產品結構、開發
技術水平以及市場供需水平為基準，持續合法經營；

6. 假設採礦權後續權益金於 2020年按政府要求全額繳納；

7. 有關礦權在規定的有效期內依法取得許可證；

8. 本次評估不考慮通貨膨脹因素的影響。

採礦權評估報告書採取下述假設：

1. 上述採礦權未來能實現整體開發，礦業權人按相關規定能正常辦理並取
得採礦許可證，採礦許可證載明生產規模與可研報告設計生產規模一致；

2. 評估對象設定的礦山企業生產方式、產品結構、技術經濟指標等保持不變
且持續經營；

3. 礦產品價格及國家有關經濟政策在短期內不會發生重大的變化；

4. 市場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變；

5. 不考慮將來可能承擔的抵押、擔保等他項權利或其他對產權的任何限制
因素以及特殊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價格等對其評估價值的影響；

6. 無其他不可抗力及不可預見因素造成的重大影響。

評估方法

根據本次評估目的和採礦權╱探礦權的具體特點及資料情況，委託評估的採礦
權╱探礦權具有一定規模、具有獨立獲利能力並能被測算，其未來的收益及承
擔的風險能用貨幣計量，具備收益途徑評估方法—收益法所要求的技術經濟參
數。因此，北京海地人認為該採礦權╱探礦勘查權基本達到採用收益法評估的
要求。程度已達詳查以上，估算的資源儲量經主管部門評審備案，不適用於成
本途徑的評估方法；目前的礦業權市場尚不屬於較發育的、正常的、活躍的礦
業權市場，暫找不到相似的近期交易案例做為參照物，以及具有可比量化的指
標、技術經濟參數等資料，也無法採用市場途徑的評估方法。綜上，確定評估
採用收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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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公司及山東黃金礦業（萊州）

本公司於2000年1月經山東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和山東省人民政府批准由其
發起人設立。本公司為一家綜合性黃金公司，自2003年及 2018年起分別於上海
證券交易所及香港聯交所上市，從事黃金勘探、開採、選礦、冶煉和銷售。其為
在境內及╱或香港上市並於中國營運的最大黃金公司之一，控制及經營逾10處
金礦，主要業務位於山東省。本公司已逐步將業務拓展至內蒙古自治區、甘肅
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及福建省以及南美洲阿根廷及非洲加納。

山東黃金礦業（萊州）為一家由本公司擁有約95.31%的附屬公司。其於2003年5月
27日在中國成立，主要從事銷售黃金、礦產品（煤炭除外）、礦山設備及物資。
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金礦的採選、黃金冶煉；收購、加工及銷售黃金製品、白
銀製品、金精礦、銀精礦、銅精礦、鉛精礦、鋅精礦、硫精礦及鐵精礦；批發零
售、生產及銷售珠寶、金屬飾品及工藝品；生產及銷售建築材料及井下充填材
料（依法需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山東黃金集團公司

作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山東黃金集團公司乃於 1996年7月在中國成立。山東
黃金集團從事黃金礦業相關營運，包括地質勘探及開採黃金、黃金選礦、黃金
冶煉及技術服務、以及生產及銷售金礦的專用設備及供應品及建材。山東黃金
集團的黃金資源主要位於中國。截至本公告日期，山東黃金集團公司直接及間
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4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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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收購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I) 落實山東省人民政府對於金礦礦產資源整合的整體批覆要求，儘快推進
礦業權整合工作

2021年7月26日山東省人民政府發佈《山東省人民政府關於煙臺市8個區（市）
金礦礦產資源整合方案的批覆》（魯政字 [2021]133號）（以下簡稱「《批覆》」），
同意煙臺市人民政府呈送的《關於呈批煙臺市8個區（市）金礦礦產資源整合
方案的請示》（煙政呈 [2021]7號）中關於煙臺市金礦礦產資源整合方案，同時
明確：「堅持『一個主體』原則，推動一個整合區域內保留一個採礦權人、一
個採礦權之內保留一個生產經營主體，堅決杜絕物理整合、虛假整合，保
障各方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穩定。」

為積極落實上述山東省各級政府關於金礦礦產資源整合方案的意見、確
保按照限定時間計劃完成礦權整合工作，本公司需按照現行政策對本公
司及山東黃金集團公司旗下焦家、新城成礦帶上相關礦權的礦權人進行
統一。故在知悉本次《批覆》後，山東黃金集團公司加快對所涉資產進行規
範整改，確保本次擬收購事項的股權資產已滿足納入上市公司條件，並儘
快注入本公司，開展礦權整合工作。

(II) 增加資源儲備、擴大生產規模，利用協同效應提升本公司資產規模和盈利
能力

黃金資源儲量決定了黃金企業未來的發展潛力及空間，本次收購事項標
的資產中包括多處礦山資源，具有較大的黃金資源儲量，本公司本次收購
事項的實施，有利於進一步增加本公司的黃金資源儲量，擴大本公司的生
產規模，強化規模效應，提升本公司的核心競爭力。

同時，本次收購事項標的資產主要礦業權資產均位於山東省萊州地區焦
家、新城黃金成礦地帶，與本公司現有礦業權地理位置臨近、邊界相鄰，
能夠實現地域上的集中，具備礦權整合的可行性。未來整合完成後，將有
利於發揮資源開發及利用的整體協同效應，實現集約化開採並利用現有
選礦能力降低開採成本，增強本公司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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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減少同業競爭，實現山東黃金集團公司內優質黃金資源的整體上市

根據本公司前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連交易（以下稱
「重大資產重組」）時，山東黃金集團公司出具的解決同業競爭的承諾：「本
次重大資產重組完成後，山東黃金集團公司及所控制的下屬公司在境內
所擁有具備注入本公司條件的與本公司主業相同或相類似的業務資產都
將注入本公司」，山東黃金集團公司一直在對擬注入本公司的相關黃金主
業資產進行各項梳理、規範整改工作。

本次收購事項的實施，可將目前山東黃金集團公司及其控股企業旗下符
合上市條件的礦山及黃金礦業權等主要黃金資產注入本公司，有助於實
現山東黃金集團公司內優質黃金資源的整體上市，同時減少山東黃金集
團公司與本公司之間的同業競爭，進一步落實上市公司監管要求。

(IV) 流動資金充足及融資管道暢通，不會對本公司資金流動性產生不利影響

目前，本公司擁有良好的自有流動資金儲備，且本公司具備充足的外部授
信和暢通的融資管道，用於支付本次收購事項代價的資金來源不存在障
礙，且不會對未來本公司正常生產經營的資金流動性產生不利影響。

董事會意見

董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即獨立董事委員會成員），彼等將於考慮獨立財
務顧問的建議後發表意見）認為收購協議的條款公平合理，收購協議項下擬進
行交易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及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董事李國紅先生、王立君先生及汪曉玲女士亦於山東黃金集團公司擔任高級
管理職位，被視為於收購事項中擁有重大權益並已就提呈董事會有關收購協
議的決議案放棄投票。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出席董事會會議的董事概無於收購
事項中擁有重大權益。



– 20 –

香港上市規則的含義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6月25日的公告，據此，山東黃金礦業（萊州）訂立一
份協議向山東黃金集團公司收購焦家金礦的採礦權、探礦權及相關土地資產
權益。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8月5日的公告，據此，山東黃金礦業（萊州）
訂立協議向山東黃金集團公司收購山東萊州魯地金礦有限公司的100%股權及
山東天承礦業有限公司的 100%股權。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22及14.23條和第
14A.81及14A.82條，由於上述收購事項乃與山東黃金集團公司訂立且涉及採礦
權及╱或探礦權資產的收購，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章及第14A章，收購事項項
下的交易應作為一項交易合併計算。

於合併計算所述收購事項後，由於一項或多項相關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香港
上市規則）超過5%但低於25%，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章，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
須予披露交易及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
遵守股東批准的規定。

山東黃金集團公司為本公司控股股東，直接及間接地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約45.08%。山東黃金礦業（萊州）為本公司擁有約95.31%的附屬公司。因此，根據
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且須遵守香港上市規
則第14A章項下的申報、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即王運敏先生、劉懷鏡先生和趙峰女士）組成的獨立董
事委員會已告成立，以審議收購協議的條款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獨立財務
顧問已獲委任，就此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概無獨立董事委員會成員於收購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中擁有任何權益或牽
涉其中。獨立董事委員會將於取得及考慮獨立財務顧問之意見後，就收購事項
的條款達成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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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本公司將召開臨時股東大會以供獨立股東考慮及酌情批准（其中包括）收購協議
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36條，任何於收購協議中擁
有重大權益的股東須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放棄投票批准收購協議及收購事項。
於本公告日期，控股股東山東黃金集團公司直接及間接地持有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約45.08%，因此須於臨時股東大會上就相關決議案放棄投票。除山東黃金
集團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包括山東黃金有色礦業集團有限公司、山東黃金地質
礦產勘查有限公司、山東黃金集團青島黃金有限公司及山東黃金（北京）產業投
資有限公司）外，於本公告日期，就董事所深知，由於概無其他股東於收購協議
中擁有任何權益，故概無其他股東須於會上放棄投票。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i)收購事項的資料；(ii)獨立董事委員會就有關收購事項的
推薦建議；(iii)獨立財務顧問就收購事項的條款發表的意見；及 (iv)香港上市規
則項下規定的其他資料的通函，應於2021年9月17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以便有
足夠時間編製待載入通函的上述資料。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收購 (1)地礦來金的100%股權（直接持有鴻昇礦業
的55%股權）及 (2)鴻昇礦業的45%股權；

「收購協議」 指 (1)地礦來金協議及 (2)鴻昇礦業協議的統稱；

「公司章程」 指 本公司的公司章程；

「A股」 指 本公司向境內投資者發行的每股面值人民幣1.00
元並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內資股；

「北京天健興業」 指 北京天健興業資產評估有限公司，一家具有從事
證券業務資產評估資格的獨立估值師；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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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指 山東黃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2000年1月31
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在中國註冊成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 指 根據地礦來金協議及鴻昇礦業協議的條款及條
件完成收購事項；

「關連人士」 指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關連交易」 指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地礦來金」 指 山東地礦來金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2011年9月27
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為山東黃金集團公司
的全資附屬公司；

「地礦來金協議」 指 山東黃金集團公司及山東黃金礦業（萊州）於2021
年8月5日訂立的收購協議，據此，山東黃金礦業
（萊州）同意購買而山東黃金集團公司同意出售
其於地礦來金所持有之全部股權，代價為人民幣
261,292.95萬元；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臨時股東大會」 指 本公司將召開及舉行的臨時股東大會，藉以審議
及酌情批准收購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北京海地人」 指 北京海地人礦業權評估事務所（普通合夥）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經不
時修訂、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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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昇礦業」 指 萊州鴻昇礦業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2008年12月
30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分別由地礦來金擁
有55%及山東黃金集團公司擁有45%；

「鴻昇礦業協議」 指 山東黃金集團公司及山東黃金礦業（萊州）於2021
年8月5日訂立的收購協議，據此，山東黃金礦業
（萊州）同意購買而山東黃金集團公司同意出售
其 所 持 有 鴻 昇 礦 業 之 45%股 權，代 價 為 人 民 幣
2,054,084,864.14元；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境外上市
外資股，其於香港聯交所上市；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本公司為就收購協議的條款及其項下擬進行的
交易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而成立的董事會獨立
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獨立財務顧問」 指 東興證券（香港）有限公司，一家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可從事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第 1類（證券交
易）、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及第 6類（就機構融
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之持牌法團，獲委任為
獨立財務顧問以就收購事項及其項下擬進行的
交易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獨立股東」 指 獨立於收購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且並無於有
關交易中擁有權益的股東；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
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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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黃金集團公司」 指 山東黃金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1996年7月16日在
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控股股東，分別由
山東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擁有約70%、山東
國惠投資有限公司擁有約20%及山東省社會保障
基金理事會擁有約10%；

「山東黃金礦業（萊州）」
或「買方」

指 山東黃金礦業（萊州）有限公司，一家於2003年 5月
27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本公司附屬公司；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股份，包
括A股及H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目標公司」 指 地礦來金及鴻昇礦業；

「評估基準日」 指 2021年5月31日；及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山東黃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國紅

中國，濟南
2021年8月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欽先生、王樹海先生和湯琦先生；本公司
非執行董事為李國紅先生、王立君先生和汪曉玲女士；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王運敏先生、劉懷鏡先生和趙峰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