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卖家做局国企相争

山东“黄金大战”谁是赢家

本报记者 康书伟

山东黄金（600547）、中金黄金（600489）同时竞购同一标的股权，使得两大

国有控股黄金上市公司的增储竞赛显性化。 尽管这场吊足胃口的竞购因标的

的出让方推迟转让时间而暂缓，但4月25日两公司股票复牌均以红盘报收。 理

性的市场人士表示，这场竞标焉知非福，出让方以优质资源做局引发两虎相争

的计划若真的得逞，即使有一方竞得该标的股权，却也未必就是赢家。

夺金战火烧至山金腹地

山东盛大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山东天承矿业有限公司的所有者在4月初

向中金黄金和山东黄金抛出了绣球———拟转让其所持有的这两家公司绝大部

分股权。 山东黄金、中金黄金随后相继停牌，并由董事会通过决议拟参与这两

家公司股权的竞买。

双方竞逐盛大矿业及天承矿业股权， 意在盛大矿业名下105吨黄金资源。

该资源由盛大矿业在2011年11月从当地国资公司手中购得。 盛大矿业拥有的

焦家金矿床深部105吨黄金资源在业内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曾被中国地质学

会评为2009年度十大地质找矿成果。 根据盛大矿业获得该金矿后对外宣称的

数据，该矿将打造成国内单体黄金矿山建设规模最大企业，建成后将达到年产

黄金20万两的规模。 业界估计，仅105吨黄金资源，按照市价2000万元/吨计算，

其价格就高达20亿元，加上盛大矿业名下4000万吨铁矿石等资产，竞购标的资

产额应在30亿元以上。

105吨的资源量，对于目前金资源量不足400吨的山东黄金和金资源量570

吨的中金黄金而言，都不是个小数目。 无论谁获得，都将使其金资源量有大幅

度提升。

让两家黄金大佬卷入这场争夺的因素还包括该金矿的地理位置。 据了解，

该矿位于胶东半岛这一金矿扎堆的宝地，确切地说，该矿就在莱州山东黄金焦

家金矿在产矿山的斜下方。

资料显示，山东是金矿资源和产金大省，已连续37年荣膺全国产金第一大

省。 2011年全国黄金总产量360.957 吨，山东贡献超过四分之一，产量超百吨。

就储量而言，胶东半岛金矿集中了全国1／4的黄金储量，而其中90％以上又集中

分布在招远、莱州地区。 此外，该地区远景储量可观。 上世纪80年代，山东省地

矿局曾预测胶东地区金矿成矿深度可达-3000米左右，金资源储藏量约为3000

多吨。 而近些年的实践证明，该地区实际储量或超过这一预测数字。

山东黄金焦家金矿、三山岛金矿、新城金矿、玲珑金矿等四大主力矿山均

分布于招、莱地区，在胶东金矿资源获取上具有得天独厚优势，这是其跻身国内

黄金行业前列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 近几年山东黄金在该区域实施资源整合

战略，并规划在这一区域打造世界级黄金生产基地、国内最大最先进的黄金精

炼基地，目前已初具雏形。

此次竞买的105吨黄金资源恰处于山东黄金焦家金矿在产矿山深部。 知情

人士透露，山东黄金在此已建设了完善的采矿设施、冶炼设施等基础工程，从目

前在产矿山打一个巷道即可到达此次竞夺的标的矿山，从开采成本来说，山东

黄金收购这一资源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从战略意义上来说，中金黄金的介入同样意义重大。 作为黄金开采的国

家队———中金黄金在胶东半岛耕耘多年，但一直进展不大，未能形成气候。 据

中金黄金披露的信息，截至目前，中金黄金仅拥有山东鑫泰黄金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51%的股权。 该公司位于山东海阳，目前拥有探矿权面积31.98平方公里，

采矿权3.4245平方公里，地质保有储量达21.46吨，生产能力300吨/日，年产黄金

300公斤，下一步建设规模拟扩大到1500吨/日。 但这与山东黄金在胶东半岛的

采选规模及储量均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中金黄金而言，若借此一役拿下盛大矿业及天承矿业，则可在山东黄

金的地盘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这对于其此后在山东半岛这一金矿扎堆区域的

拓展、整合，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尽管转让方一变再变，并最终在4月24日通知山东黄金、中金黄金股权竞标

延期。 但这或许仅仅是为这次矿权争夺画上了一个逗号。

据了解，105吨金矿开采所需资金较大，以盛大矿业及天承矿业目前的规模

和实力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进行开采，选择出让或者引入合作方乃不得已而为

之。

对于后续事宜，转让方在通知中的一句“具体办法另行决定”，为这场原本

赤裸裸的价格争夺战增添了变数。 下一步，是仍将采用“价高者得”的竞标方法

来决定盛大矿业及天承矿业的归属权，还是重新制定游戏规则，仍是个谜。

金业大佬掀增储竞赛

两金企在盛大矿业及天承矿业股权争夺上的对垒，是中金黄金、山东黄金

近几年大规模增加储量、跨越式抢占大型优质资源的集中体现。 目前国内黄金

企业的竞争格局是中金黄金、山东黄金、紫金矿业、招金矿业、灵宝黄金五大龙

头混战，以2011年底的数据来看，紫金矿业仍以1043.39吨金资源储量和28.62吨

的矿产金量居于榜首。

中金黄金和山东黄金，一个是黄金行业中的国家队，一个是坐拥富矿的地

方强势国企，二者同于2003年登陆资本市场，上市后与大股东协同作战，扩张势

头强劲。 山东黄金更是明确喊出了“全国争第一”的口号，公司在2011年年报中

的一段话，凸显了公司完成“争全国第一”的目标的信心。 公司称，目前在全国

黄金行业综合实力应在前三位，按照公司“十二五”发展战略规划，随着资源整

合，新扩建项目的实施，兼并、收购的按计划进行，公司有能力有信心在较短的

时间内争全国第一。

从目前两公司披露的数据来看，在资源储量和矿产金金属量方面，二者均

不相上下。 2011年，中金黄金矿产金22.54吨，山东黄金矿产金22.24吨；2012年，

中金黄金矿产金目标为23.32 吨，山东黄金矿产金目标为25吨。

中金黄金2011年底在完成收购大股东中金黄金集团金矿资产后保有黄金

资源储量金金属量达到570.05吨。 山东黄金没有对外披露保有资源储量，相关

研究机构估计山东黄金目前的黄金储量约为381吨， 但公司2011年抛出的增发

收购大股东矿山的计划尚未完成， 收购完成后公司的黄金储量预计可增加314

吨至695吨。

山东黄金与中金黄金资源储量增长路径相似：定向增发收购大股东成熟资

产、收购第三方资产及通过边采矿边探矿增储。其中，收购自身大股东的资源是

两公司快速成长的主要路径，而且资源储量等信息确定性高，是最为稳妥的获

取资源方式。

2003年上市时，山东黄金仅拥有新城金矿，用首发募集资金从山东黄金集

团收购焦家金矿。 2008年初,山东黄金通过定向增发收购山东黄金集团拥有的

金仓金矿、三山岛金矿、玲珑金矿、平度鑫汇金矿以及沂南金矿,使得山东黄金

的黄金储量从82吨大幅提升至167.1吨。 公司在2011年再度拿出定向增发计划，

拟收购大股东山东黄金集团旗下300余吨黄金资源储量。

背靠大股东中金集团， 中金黄金自2004年开始展开收购行动， 成长迅速。

2011年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收购了集团公司所持有的嵩县金牛

60%的股权、河北东梁100%的股权和德兴金山76%的股权，新增黄金资源储量

105吨。 据估算，2008年到2011年间， 中金黄金获得集团注入的黄金储量达到

289.83吨。

两家公司在增储过程中均与控股股东并肩作战。 从某种程度上讲，两家黄

金公司大股东的储量空间，也是两家公司未来的发展空间。 山东黄金作为山东

黄金集团旗下唯一金矿资源上市公司，从解决同业竞争角度而言，山东黄金集

团所持有的黄金资源未来逐步注入上市公司是必然趋势。而中金集团2011年公

开出具承诺，将中金黄金作为今后境内黄金资源开发业务整合和发展的唯一平

台，承诺用5年左右时间促使现有正常生产的黄金矿业企业转让给中金黄金，实

现黄金主业的整体上市。

中金集团是国内黄金行业当中的唯一一家央企，在黄金行业的生产与经营

中有深厚的积累和悠久的历史，在全国主要的黄金矿脉均有布局，截至2011年

底，集团黄金保有资源总量已达1384吨,占全国已探明黄金资源量的1/5,稳居全

国第一。东方证券研究报告指出，收购集团成熟资产是中金黄金未来几年产量、

储量增长的路径之一, 2011年集团自产金矿产量约34吨，储量约1400吨，扣除

目前中金黄金和中金国际的量，预计未来还有400-500吨储量、5-6吨金矿产量

可供注入。

山东黄金集团在坐拥胶东半岛富矿的同时也跳出山东，在全国范围内纵横

捭阖收购矿产资源，除拟注入上市公司的300余吨金矿资源外，还拥有海南抱伦

金矿、蓬莱河西金矿、河南嵩县山金矿、青海山金矿业有限公司52%股权。

作为大型黄金公司，两家公司向矿山深部及外围探矿的能力突出，借此实

现低成本增储。 以中金黄金鑫泰公司为例，2000年该公司保有地质储量仅539

公斤，投入资金6910.38万元，探获金资源矿石量671万吨，金金属量19189千克，

企业保有地质资源储量达21.46吨。 吨储量成本仅数百万元，远低于2000万元/

吨的市场购买成本。

从第三方手中直接收购矿产资源， 也是两家公司增加资源储量的一种形

式。山东黄金2008年成功收购内蒙柴胡栏子金矿，金金属量9750公斤；2010年11

月5日，又将探明有71吨金金属储量的莱州金石矿业股权收归旗下；2012年公司

收购甘肃省西和县中宝矿业有限公司股东持有的中宝公司70%股权，公司预期

金金属资源量将增加32.59吨以上。 中金黄金近两年直接对外收购主要是在

2009年对陕西久盛、2010年对镇安矿业以及近期对托里县金福黄金矿业51%股

权的收购。

在规避同业竞争、避免出现母子公司争夺商业机会等监管政策的约束下，

上市公司有时也会冲在购矿增储的前线。 业内人士认为，对于上市公司而言，

从第三方手中获取矿权是不确定性最高的增储方式。 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往

往触发信息披露，需要对拟收购对象资源储量、公司购买的出资额底线等核心

数据进行披露，有时购买标的较大还会超出董事会权限，甚至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需要证监会审核通过，给收购带来诸多不便。

以盛大矿业和天承矿业的竞夺为例，山东黄金、中金黄金的相继停牌将这

场原本可以进行的一场暗战明朗化，必然会加大两家公司的并购成本。 从法律

程序上看，这场并购涉及的投资金额有很大可能超过中金黄金、山东黄金董事

会的权限，甚至触发重大资产重组条件，但若待履行完相关审批程序后再行收

购必然会贻误战机。 但从实践来看，两家上市公司仅简单披露了董事会决议，

并未详细披露此次竞买标的情况、投资金额等相关信息。 一监管人士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此举应是获得监管部门的豁免，但一旦一方竞得，仍需完善相关程

序并及时完整披露相关投资信息。

夺金白热化加大经营风险

对于资源探采业来说，占有资源就等于拥有未来，资源是企业不可撼

动的根本利益，是生命线，企业自身存在拿矿的动力。 如何在矿产金产量高速

增长、当期业绩高速增长的同时满足未来持续的发展，是矿产企业永恒的话题。

观察中金黄金、山东黄金近几年高速成长路径，通过一系列资源整合，在金矿资

源价格不断走高的情况下，实现了储量与业绩的快速扩张，给投资者以丰厚的

回报。

目前我国黄金行业集中度已经有所提高。2011年十大黄金集团累计完成黄

金成品金产量184.019吨，生产黄金成品金产量占全国的半数以上。 行业集中度

提升，龙头公司经过一轮轮的资源整合，可供龙头企业们争夺的大型金矿资源

已经不多。

但是，毫无疑问，以资源储量为生命线的黄金企业间的资源争夺，不仅不会降

温，还会继续加剧。中金黄金在年报中明确表示，以资源占有为主线，依托大股东的

强有力支持，加快获取大型优质资源。 山东黄金也表示，“十二五”期间将坚持走并

购扩大和加大勘察、扩大金资源存量的路子。 以中金黄金、山东黄金等为代表的几

大势力将成为国内大型矿山争夺的主角。无论是眼前的焦家金矿床深部105吨金矿

资源，还是2008年甘肃阳山金矿的争夺，参与方均来自这几家龙头企业便是明证。

而且，几大龙头均拥有上市公司平台，资本市场对资源储量的追捧并给予资金支持

企业并购，使得获取金矿的成本被大幅抬升。

龙头企业们面对的现实是，政府大力推动强势企业对资源的整合，企业自身

发展同样需要资源储量的不断提升，但黄金资源持有人囤积居奇，甚至通过多种方

式哄抬资源价格，使得黄金龙头企业整合过程中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黄金企业

在增储竞赛中，“买贵了”的质疑从未间断。但是在过去几年金价狂飙的过程中，“买

贵了”的风险并未完全暴露出来。

中金黄金已对此有了清晰的认识，公司在2011年年报中表示，今后黄金和

有色金属矿业企业间整合融合将进一步加剧，矿权争夺日趋白热化，矿权购并

价格提高和资源税增加，使矿业运营风险越来越大。

此外，唯资源论、单纯以资源论英雄也会将企业的并购行为导入误区。据一

位业内人士介绍，此前业界关注度很高的一宗金矿争夺，引发业内多方参与，但

在报价上却差异很大，根源在于各方对于该矿所处地理位置、开采条件、基础设

施建设时间等问题存在较大分歧。

业内人士指出，推动黄金企业从资源争夺向提升勘探技术，从规模效益型

扩张向质量效益型扩张，实现探采冶一体化，是下一步金矿企业比拼内功、实现

产业集中度提升、龙头企业提升自身市场份额的重要一步。对于投资者而言，要

高度关注企业自身探矿、找矿，实现低成本获取资源的能力，对于上市金企的并

购行为要予以仔细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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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国的半数以上。 行业集中度

提升， 龙头公司经过一轮轮的资

源整合， 可供龙头企业们争夺的

大型金矿资源已经不多。

但是，毫无疑问，以资源储量

为生命线的黄金企业间的资源争

夺，不仅不会降温，还会继续加剧。

中金黄金在年报中明确表示，以资

源占有为主线，依托大股东的强有

力支持， 加快获取大型优质资源。

山东黄金也表示，“十二五”期间将

坚持走并购扩大和加大勘察、扩大

金资源存量的路子。 以中金黄金、

山东黄金等为代表的几大势力将

成为国内大型矿山争夺的主角。无

论是眼前的焦家金矿床深部

105

吨

金矿资源，还是

2008

年甘肃阳山金

矿的争夺，参与方均来自这几家龙

头企业便是明证。 而且，几大龙头

均拥有上市公司平台，资本市场对

资源储量的追捧并给予资金支持

企业并购，使得获取金矿的成本被

大幅抬升。

龙头企业们面对的现实是，政

府大力推动强势企业对资源的整

合，企业自身发展同样需要资源储

量的不断提升，但黄金资源持有人

囤积居奇，甚至通过多种方式哄抬

资源价格，使得黄金龙头企业整合

过程中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黄

金企业在增储竞赛中，“买贵了”的

质疑从未间断。但是在过去几年金

价狂飙的过程中，“买贵了”的风险

并未完全暴露出来。

中金黄金已对此有了清晰的

认识，公司在

2011

年年报中表示，

今后黄金和有色金属矿业企业间

整合融合将进一步加剧， 矿权争

夺日趋白热化， 矿权购并价格提

高和资源税增加， 使矿业运营风

险越来越大。

此外，唯资源论、单纯以资源

论英雄也会将企业的并购行为导

入误区。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此

前业界关注度很高的一宗金矿争

夺，引发业内多方参与，但在报价

上却差异很大， 根源在于各方对

于该矿所处地理位置、开采条件、

基础设施建设时间等问题存在较

大分歧。

业内人士指出， 推动黄金企

业从资源争夺向提升勘探技术，

从规模效益型扩张向质量效益型

扩张，实现探采冶一体化，是下一

步金矿企业比拼内功、 实现产业

集中度提升、 龙头企业提升自身

市场份额的重要一步。 对于投资

者而言， 要高度关注企业自身探

矿、找矿，实现低成本获取资源的

能力， 对于上市金企的并购行为

要予以仔细甄别。

中金黄金、山东黄金

五年超百亿资金收购黄金资源

梳理中金黄金、 山东黄

金两家上市公司自

2008

年以

来的资产收购公告可以发

现， 在过去不足五年的时间

里，据不完全统计，两家公司

为获得金矿资源支付的现金

和股权价值已过百亿元。

2008

年初， 两家公司先

后完成了定向增发。山东黄金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近

20

亿元，全部用于收购山东黄

金集团玲珑金矿、 三山岛金

矿、沂南金矿和平度公司鑫汇

金矿资产。中金黄金定向增发

则通过资产认购和现金认购

分别进行，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以所属

9

家企业的股权

/

权益

认购、 按照

36.96

元

/

股的价格

获得约

5373

万股股票；其他特

定投资者以现金认购，募集资

金近

20

亿元， 用于

5

个开发和

建设项目以及对外投资收购

黄金矿产资源。

定向增发完成后， 山东

黄金频繁以自有资金展开收

购。

2009

年以约

2.6

亿元成本

获得柴胡栏子金矿，

2009

年

以

66918.18

万元获得新立村

探矿权；

2010

年以

16660

万元

获得鑫莱公司

49%

股权，

2010

年和

2011

年通过两次收购以

16.6

亿元获得金石矿业全部

股权。 此外，公司

2011

年再次

启动定向增发， 拟筹集资金

收购新立探矿权、 寺庄探矿

权、东风探矿权、归来庄公司

69.24%

股权。 初步预计上述

收购标的需耗资约

57

亿元，

目前该定向增发计划尚在推

进中。 若将该收购计划统计

在内， 山东黄金过去四年多

的时间里用于资源收购的投

入将超过

100

亿元。

中金黄金在矿产资源收

购上同样不惜资金。继

2008

年

利用股份支付收购大股东资

产后， 公司还利用募集资金

9

亿元收购久盛公司

90%

股权。

此外还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

湖北三鑫金铜股份有限公司

以

45617

万元通过摘牌方式受

让集团下属多家公司股权。

2009

年

7

月公司以

7.98

亿元现

金收购镇安公司

100%

股权。

此后又两度通过产权交易所

摘牌中金集团挂牌出让的资

产，涉及资金分别为

25543.17

万元和

74504.266

万元。

2011

年中金黄金再次完

成定向增发， 募集资金约

28

亿元， 其中约

14

亿元用于收

购中金集团下属矿业公司股

权。

2011

年，中金黄金又通过

全资子公司以

21231.25

万元

收购中金集团持有的陕西鑫

元 科工 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69.09%

的股权。 今年

2

月，公

司又以

1.09

亿元收购位于新

疆托里县的金福矿业

51%

的

股权。粗略计算，

2008

年以来，

中金黄金投入资源收购的资

金接近

70

亿元。 (康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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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家做局 国企相争

山东“黄金大战” 谁是赢家

□

本报记者 康书伟

山东黄金（

600547

）、中金黄金（

600489

）同时竞购同一标的股权，使得两

大国有控股黄金上市公司的增储竞赛显性化。 尽管这场吊足胃口的竞购因标

的的出让方推迟转让时间而暂缓，但

4

月

25

日两公司股票复牌均以红盘报收。

理性的市场人士表示，这场竞标焉知非福，出让方以优质资源做局引发两虎相

争的计划若真的得逞，即使有一方竞得该标的股权，却也未必就是赢家。

夺金战火烧至山金腹地

山东盛大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和山东天承矿业有限公司的所有

者在

4

月初向中金黄金和山东黄

金抛出了绣球———拟转让其所持

有的这两家公司绝大部分股权。

山东黄金、中金黄金随后相继停

牌，并由董事会通过决议拟参与

这两家公司股权的竞买。

双方竞逐盛大矿业及天承矿

业股权，意在盛大矿业名下

105

吨

黄金资源。 该资源由盛大矿业在

2011

年

11

月从当地国资公司手中

购得。 盛大矿业拥有的焦家金矿

床深部

105

吨黄金资源在业内具

有相当高的知名度，曾被中国地

质学会评为

2009

年度十大地质找

矿成果。 根据盛大矿业获得该金

矿后对外宣称的数据，该矿将打

造成国内单体黄金矿山建设规模

最大企业，建成后将达到年产黄

金

20

万两的规模。 业界估计，仅

105

吨黄金资源，按照市价

2000

万

元

/

吨计算， 其价格就高达

20

亿

元，加上盛大矿业名下

4000

万吨

铁矿石等资产，竞购标的资产额

应在

30

亿元以上。

105

吨的资源量，对于目前金

资源量不足

400

吨的山东黄金和

金资源量

570

吨的中金黄金而言，

都不是个小数目。无论谁获得，都

将使其金资源量有大幅度提升。

让两家黄金大佬卷入这场争

夺的因素还包括该金矿的地理位

置。 据了解，该矿位于胶东半岛

这一金矿扎堆的宝地，确切地说，

该矿就在莱州山东黄金焦家金矿

在产矿山的斜下方。

资料显示， 山东是金矿资源

和产金大省，已连续

37

年荣膺全国

产金第一大省。

2011

年全国黄金总

产量

360.957

吨， 山东贡献超过四

分之一，产量超百吨。就储量而言，

胶东半岛金矿集中了全国

1／4

的黄

金储量，而其中

90％

以上又集中分

布在招远、莱州地区。此外，该地区

远景储量可观。 上世纪

80

年代，山

东省地矿局曾预测胶东地区金矿

成矿深度可达

-3000

米左右， 金资

源储藏量约为

3000

多吨。而近些年

的实践证明，该地区实际储量或超

过这一预测数字。

山东黄金焦家金矿、三山岛

金矿、新城金矿、玲珑金矿等四大

主力矿山均分布于招、莱地区，在

胶东金矿资源获取上具有得天独

厚优势， 这是其跻身国内黄金行

业前列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 近

几年山东黄金在该区域实施资源

整合战略， 并规划在这一区域打

造世界级黄金生产基地、 国内最

大最先进的黄金精炼基地， 目前

已初具雏形。

此次竞买的

105

吨黄金资源

恰处于山东黄金焦家金矿在产矿

山深部。知情人士透露，山东黄金

在此已建设了完善的采矿设施、

冶炼设施等基础工程， 从目前在

产矿山打一个巷道即可到达此次

竞夺的标的矿山， 从开采成本来

说， 山东黄金收购这一资源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

但从战略意义上来说， 中金

黄金的介入同样意义重大。 作为

黄金开采的国家队———中金黄金

在胶东半岛耕耘多年， 但一直进

展不大，未能形成气候。据中金黄

金披露的信息，截至目前，中金黄

金仅拥有山东鑫泰黄金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51%

的股权。 该公司位

于山东海阳， 目前拥有探矿权面

积

31.98

平方公里， 采矿权

3.4245

平方公里，地质保有储量达

21.46

吨，生产能力

300

吨

/

日，年产黄金

300

公斤，下一步建设规模拟扩大

到

1500

吨

/

日。 但这与山东黄金在

胶东半岛的采选规模及储量均不

可同日而语。

对于中金黄金而言， 若借此

一役拿下盛大矿业及天承矿业，

则可在山东黄金的地盘建立自己

的根据地。 这对于其此后在山东

半岛这一金矿扎堆区域的拓展、

整合，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尽管转让方一变再变， 并最

终在

4

月

24

日通知山东黄金、中金

黄金股权竞标延期。 但这或许仅

仅是为这次矿权争夺画上了一个

逗号。

据了解，

105

吨金矿开采所需

资金较大， 以盛大矿业及天承矿

业目前的规模和实力难以获得足

够的资金进行开采， 选择出让或

者引入合作方乃不得已而为之。

对于后续事宜，转让方在通知

中的一句“具体办法另行决定”，为

这场原本赤裸裸的价格争夺战增

添了变数。下一步，是仍将采用“价

高者得”的竞标方法来决定盛大矿

业及天承矿业的归属权，还是重新

制定游戏规则，仍是个谜。

金业大佬掀增储竞赛

两金企在盛大矿业及天承矿

业股权争夺上的对垒，是中金黄

金、山东黄金近几年大规模增加

储量、跨越式抢占大型优质资源

的集中体现。 目前国内黄金企业

的竞争格局是中金黄金、山东黄

金、紫金矿业、招金矿业、灵宝黄

金五大龙头混战，以

2011

年底的

数据来看，紫金矿业仍以

1043.39

吨金资源储量和

28.62

吨的矿产

金量居于榜首。

中金黄金和山东黄金，一个

是黄金行业中的国家队，一个是

坐拥富矿的地方强势国企，二者

同于

2003

年登陆资本市场，上市

后与大股东协同作战，扩张势头

强劲。 山东黄金更是明确喊出了

“全国争第一” 的口号， 公司在

2011

年年报中的一段话，凸显了

公司完成“争全国第一”的目标的

信心。 公司称，目前在全国黄金

行业综合实力应在前三位，按照

公司“十二五”发展战略规划，随

着资源整合，新扩建项目的实施，

兼并、收购的按计划进行，公司有

能力有信心在较短的时间内争全

国第一。

从目前两公司披露的数据来

看，在资源储量和矿产金金属量

方面，二者均不相上下。

2011

年，

中金黄金矿产金

22.54

吨，山东黄

金矿产金

22.24

吨；

2012

年， 中金

黄金矿产金目标为

23.32

吨，山东

黄金矿产金目标为

25

吨。

中金黄金

2011

年底在完成收

购大股东中金黄金集团金矿资产

后保有黄金资源储量金金属量达

到

570.05

吨。 山东黄金没有对外

披露保有资源储量，相关研究机

构估计山东黄金目前的黄金储量

约为

381

吨，但公司

2011

年抛出的

增发收购大股东矿山的计划尚未

完成，收购完成后公司的黄金储

量预计可增加

314

吨至

695

吨。

山东黄金与中金黄金资源储

量增长路径相似：定向增发收购

大股东成熟资产、收购第三方资

产及通过边采矿边探矿增储。 其

中，收购自身大股东的资源是两

公司快速成长的主要路径，而且

资源储量等信息确定性高，是最

为稳妥的获取资源方式。

2003

年上市时，山东黄金仅

拥有新城金矿，用首发募集资金

从山东黄金集团收购焦家金矿。

2008

年初

,

山东黄金通过定向增

发收购山东黄金集团拥有的金仓

金矿、三山岛金矿、玲珑金矿、平

度鑫汇金矿以及沂南金矿

,

使得

山东黄金的黄金储量从

82

吨大幅

提升至

167.1

吨。公司在

2011

年再

度拿出定向增发计划，拟收购大

股东山东黄金集团旗下

300

余吨

黄金资源储量。

背靠大股东中金集团，中金

黄金自

2004

年开始展开收购行

动，成长迅速。

2011

年公司通过非

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收购了集

团公司所持有的嵩县金牛

60%

的

股权、河北东梁

100%

的股权和德

兴金山

76%

的股权， 新增黄金资

源储量

105

吨。 据估算，

2008

年到

2011

年间，中金黄金获得集团注

入的黄金储量达到

289.83

吨。

两家公司在增储过程中均

与控股股东并肩作战。 从某种程

度上讲，两家黄金公司大股东的

储量空间，也是两家公司未来的

发展空间。 山东黄金作为山东黄

金集团旗下唯一金矿资源上市

公司， 从解决同业竞争角度而

言，山东黄金集团所持有的黄金

资源未来逐步注入上市公司是

必然趋势。 而中金集团

2011

年公

开出具承诺，将中金黄金作为今

后境内黄金资源开发业务整合

和发展的唯一平台， 承诺用

5

年

左右时间促使现有正常生产的

黄金矿业企业转让给中金黄金，

实现黄金主业的整体上市。

中金集团是国内黄金行业当

中的唯一一家央企， 在黄金行业

的生产与经营中有深厚的积累和

悠久的历史， 在全国主要的黄金

矿脉均有布局，截至

2011

年底，集

团黄金保有资源总量已达

1384

吨

,

占全国已探明黄金资源量的

1/

5,

稳居全国第一。 东方证券研究

报告指出， 收购集团成熟资产是

中金黄金未来几年产量、 储量增

长的路径之一，

2011

年集团自产

金矿产量约

34

吨，储量约

1400

吨，

扣除目前中金黄金和中金国际的

量， 预计未来还有

400-500

吨储

量、

5-6

吨金矿产量可供注入。

山东黄金集团在坐拥胶东半

岛富矿的同时也跳出山东，在全国

范围内纵横捭阖收购矿产资源，除

拟注入上市公司的

300

余吨金矿资

源外，还拥有海南抱伦金矿、蓬莱

河西金矿、河南嵩县山金矿、青海

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52%

股权。

作为大型黄金公司，两家公

司向矿山深部及外围探矿的能力

突出，借此实现低成本增储。 以

中金黄金鑫泰公司为例，

2000

年

该公司保有地质储量仅

539

公斤，

投入资金

6910.38

万元，探获金资

源矿石量

671

万吨， 金金属量

19189

千克，企业保有地质资源储

量达

21.46

吨。吨储量成本仅数百

万元，远低于

2000

万元

/

吨的市场

购买成本。

从第三方手中直接收购矿产

资源，也是两家公司增加资源储

量的一种形式。 山东黄金

2008

年

成功收购内蒙柴胡栏子金矿，金

金属量

9750

公斤；

2010

年

11

月

5

日， 又将探明有

71

吨金金属储量

的莱州金石矿业股权收归旗下；

2012

年公司收购甘肃省西和县中

宝矿业有限公司股东持有的中宝

公司

70%

股权， 公司预期金金属

资源量将增加

32.59

吨以上。中金

黄金近两年直接对外收购主要是

在

2009

年对陕西久盛、

2010

年对

镇安矿业以及近期对托里县金福

黄金矿业

51%

股权的收购。

在规避同业竞争、 避免出现

母子公司争夺商业机会等监管政

策的约束下， 上市公司有时也会

冲在购矿增储的前线。 业内人士

认为，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从第三

方手中获取矿权是不确定性最高

的增储方式。 上市公司的并购行

为，往往触发信息披露，需要对拟

收购对象资源储量、 公司购买的

出资额底线等核心数据进行披

露， 有时购买标的较大还会超出

董事会权限， 甚至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需要证监会审核通过， 给收

购带来诸多不便。

以盛大矿业和天承矿业的竞

夺为例，山东黄金、中金黄金的相

继停牌将这场原本可以进行的一

场暗战明朗化， 必然会加大两家

公司的并购成本。 从法律程序上

看， 这场并购涉及的投资金额有

很大可能超过中金黄金、 山东黄

金董事会的权限， 甚至触发重大

资产重组条件， 但若待履行完相

关审批程序后再行收购必然会贻

误战机。但从实践来看，两家上市

公司仅简单披露了董事会决议，

并未详细披露此次竞买标的情

况、投资金额等相关信息。一监管

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此举

应是获得监管部门的豁免， 但一

旦一方竞得， 仍需完善相关程序

并及时完整披露相关投资信息。

IC图片 合成/王春燕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１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７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天津新纶科技有限公司取得国有土地成交确认书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天津子公司拟购买土地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新

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新纶”）拟以自有资金竞价购买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轻纺

经济区一宗面积为

２２２

，

６４５

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根据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

等相关部门批准，该宗土地将分三个地块陆续公开挂牌出让。

近日，天津新纶参与了其中一块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轻纺经济区，宗地编号为津滨轻

纺（挂）

Ｇ２０１２－５

号的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的公开挂牌出让活动，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与天津土地交易中心、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签署了《挂牌地块成交确认

书》，确认天津新纶为津滨轻纺（挂）

Ｇ２０１２－５

号地块土地使用权的竞得人。 本次竞拍土地使

用权及成交确认书的有关事项如下：

一、竞拍土地基本情况

１

、土地位置：天津市滨海新区轻纺经济区内

２

、土地面积：

９８

，

８９６．９０

平方米

３

、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４

、容积率：大于

０．８

５

、成交价格：

４

，

０３０．００

万元

６

、其他约定：竞买人应于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

６

个月内，持《挂牌地块成交确认书》及

投资主管部门出具的项目批准、核准或备案文件到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

办理签订《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有关事宜，并按规定缴付土地出让金、契

税和有关土地交易费用。 竞得人已缴纳的竞买保证金款项直接抵作部分土地出让金。

二、后续地块竞买进展情况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在签订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办理相关手续后

及时公告与之相关的事宜。

关于后续两块土地，公司也将通过公开挂牌程序获得，并及时公告与之相关的事宜。

三、备查文件

《挂牌地块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６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合同进入公示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宁波市招投标中心网发布《宁海县颜公河干流调蓄池工程（施工）评标

公示》（网址

ｈｔｔｐ

：

／／ｎｂｇｃｚｘｚｌ．ｂｉｄｄｉｎｇ．ｇｏｖ．ｃｎ／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ａｓｐ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ｄ＝１７９１８＆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Ｉｄ＝５１

），公

示期限为

３

个工作日，确定我公司为“宁海县颜公河干流调蓄池工程（施工）”的第一中标候选

人。 中标金额为人民币壹亿壹仟捌佰贰拾捌万捌仟叁佰陆拾捌元（

１１８

，

２８８

，

３６８．００

元）。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１

、该项目的业主方：宁海县水利局。

２

、该项目承包方式：施工总承包模式。

３

、该项目的工程工期：

９００

日历天。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未与业主方发生类似业务。

５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宁海县颜公河干流调蓄池工程（施工）”中标金额合计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９．０９％

， 若公司中标并签订合同， 将对本年度及未来两个会计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

响。

三、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该项目仍处于公示期，公示期内将保留第三方异议的权利。 公示期满后，如

无异议，业主方将会依据相应程序，对项目的第一中标候选人发放中标通知书。 因此，在取

得最终的中标通知书之前，我公司仅为中标候选人之一，仍可能存在未中标的风险，提请投

资者谨慎注意投资风险。 待取得中标通知书后，我公司将及时作进一步的详细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