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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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山东发展投资集团  

2．法定代表人：孟雷 

3．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2000 号舜泰广场

1号楼西塔 19 层 

4．经营范围：投资与管理（不含法律法规限制行业）；资

本运营；资产管理，托管经营；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经营活动） 

5．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汉峪金谷A3-5号楼 3901,

邮政编码：250102。 

6．网址：http://www.sdfztz.com  

7．电子信箱:sdfzt7676@163.com 

二、公司简介 

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成

立的省管功能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正式挂

牌运营，注册资本 80 亿元。2019 年获评国内公开市场最高信用

等级 AAA 级，是支持山东省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产业发展，推动

区域联动、产业融合、协作发展的投融资主体。集团公司坚定不

移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战略部署，围绕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践行战略定位，聚焦主业主责，突出重大基础设施、特色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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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四个重点投资方向，高效发挥国有资

本战略引导作用，有力促进全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第二节  财务会计报告和审计报告摘要 

一、财务会计报告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总收入 30,906.68 25,830.84 19.65% 

营业总成本 16,603.27 17,304.21 -4.05% 

销售费用 2,032.26 1,757.09 15.66% 

管理费用 7,720.65 6,476.84 19.20% 

财务费用 400.08 59.55 571.84% 

营业利润 49,454.32 31,102.91 59.00% 

营业外收入 67.98 361.58 -81.20% 

营业外支出 161.72 44.15 266.30% 

投资收益 42,519.01 38,573.89 10.23% 

利润总额 49,360.58 31,420.35 57.10% 

已交税费总额 4,384.14 6,367.93 -31.15% 



净利润 44,775.55 31,588.17 41.75% 

营业利润率 160.01% 121.64% 31.54% 

净资产收益率 2.27% 1.60% 41.88%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资产总额 2,478,302.56 2,433,314.42 1.85% 

负债总额 509,679.91 464,712.56 9.68% 

所有者权益 1,968,622.64 1,968,601.86 0.00% 

注：以上数据按照 2019 年度审计后的决算数据填报。 

（二）会计报表附注 

1.报表编制基础 

本公司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

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以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4 年修订）的披露规定编制。 

2.合并范围 

本年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共 26 家，其中二级单位 9 家，三

级及以下单位 16 家。二级单位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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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1 山东省丝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 山东舜德大厦 

3 舜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 山东省现代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5 海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6 山东绿色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7 舜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 济南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山东和华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3.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政部于 2019 年4月30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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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公司财务报表按照修订后的财

务报表格式进行编制，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具体

影响科目及影响金额列示如下： 

序号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1 2019 年 1 月 1 日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792,311.78 

2 2019 年 1 月 1 日 应收账款 7,792,311.78 

3 2019 年 1 月 1 日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246,008.38 

4 2019 年 1 月 1 日 应付账款 3,246,008.38 

4.其他重要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无需披露的其他重大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三）审计报告的意见类型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集团 2019 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第三节  董事会报告摘要 

2019 年，山东发展投资集团董事会认真履职尽责，以服务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为统领，围绕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统筹推进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产业布局不断优化，公司治

理更加完善，资产和业务规模更加壮大，企业信誉不断提升，股

东回报稳步提高，各项事业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一、董事会建设运行情况 

公司董事会成员现为 6人，按照“集体决策、个人负责”的

原则，各董事积极参与公司重大决策，为公司经营管理活动建言

献策，并在履职过程中公道正派，严格遵守在廉洁从业等方面的

相关规定。推动健全和完善现代企业治理制度，2019 年全年修

订制度 8 项，制定制度 14 项，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统筹推进

流程再造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制定了工作方案，设定了整体推

进计划和阶段性目标。各董事始终站在对党的事业负责、对股东

负责、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的高度，本着有利于推动公司发

展、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的原则，依法合规行使董事权利，扎实

推进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 

二、企业深化改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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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认真贯彻中央、省委深化国企改革的决策部署，切实

抓好改革任务落实落地，取得了阶段成效。按照“宜混则混、一

企一策、增量优先”的原则，推动各权属企业混改工作，已实质

性启动 1 家二级权属企业混改工作。加大“治亏”力度，组织开

展了“扭亏增盈、提质增效”专项行动，超额完成扭亏目标。指

导编制公司《资产证券化三年工作计划》，利用资本市场推动资

产证券化步伐，实现对上市公司山东华鹏的实际控制。深化三项

制度改革，完成集团本部定岗、定编、定员工作及集团本部薪酬

制度、集团本部及权属企业负责人绩效考核制度改革，实行考核

强制分布，薪酬、提拔与考核业绩挂钩。合理控制资产负债水平，

2019 年公司资产负债率 20.57%。开展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编制了《全面风险评估报告》、《内控管理现状诊断报告》，构

建了事前、事中、事后全面风险管理的“三道防线”。 

三、企业经营发展情况 

董事会充分发挥决策中枢作用，把准重点任务和主业方向，

强化内生动力，实现投资、资产管理、实业等板块稳健快速发展。

参与组建烟台裕龙岛炼化项目公司，加快推进 4000 万大型炼化

一体化项目实施。作为我省在国家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二期的

出资人代表，认缴出资 7.5 亿元，推动国家级基金支持山东建设。

大力推进产业扶贫，“鄄城乡村振兴田园综合体项目”建设进展

顺利。推动绿色基金实质落地，成为国内首次利用国际金融机构

主权贷款资金设立的绿色基金。圈带“母基金”完成投资 5.61



亿元，直投基金投资企业中有 4 家成功挂牌“新三板”。发起设

立了鲁深新动能创投基金。联合国家能源集团、国家电投集团组

建了山东绿色能源投资公司，构建了“一体两翼”绿色板块。 

第四节  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和年

度薪酬情况、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情况 

一、集团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

况及薪酬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任职起止日期 
2019 年度税后

收入（万元） 

孟雷 男 55 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5.08 至今 

企业负责人报

告期内薪酬尚

未核定，待核定

后及时公开 

郭晓东 男 53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2019.02 至今 

倪守民 男 57 党委副书记、董事 2015.08 至今 

王智永 男 54 
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

职工董事 
2015.08 至今 

盛红雁 女 58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监察专员 
2019.05 至今 

赵辉 男 51 副总经理 2017.03 至今 

许金新 男 57 副总经理 2018.01 至今 

嵇境科 男 60 
原党委委员、董事（已

退休） 
2015.08-2019.07 

姚洪胜 男 60 
原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已退休） 
2015.08-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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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国资委确认的报告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或考核等

级）。 

省国资委尚未公布省属企业 2019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 

第五节  政府扶持政策的信息 

无。 

第六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对企业的影响。 

无。 

二、“三重一大”有关事项 

1.有关重大决策 

2019 年度，集团召开党委会 47 次会，共决策 196 个议案；

总经理办公会 23 次，共决策 81 个议案；董事会 14 次，共决策

38 个议案。 

2.有关重大人事任免 

（1）2019年 2月省委任命郭晓东同志为集团公司党委委员、

党委副书记（列党委副书记第一位），2019 年 3 月集团公司董

事会聘任郭晓东同志为集团公司总经理。 

（2）2019 年 3 月省国资委、省发改委、省社保基金理事会

委派孙凯同志为集团公司外部董事（专职）。 

（3）2019年 5月省委批准盛红雁同志任集团公司党委委员、

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2019 年 8 月省纪委省监委任命盛红雁同



志为省监委驻集团公司监察专员。 

3.有关重大项目安排及境外投资情况 

（1）山东发展投资集团集团公司参与烟台裕龙岛炼化一体

化项目一期建设，参股成立山东裕龙石化有限公司。 

（2）舜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协议受让山东华鹏股份并取得

山东华鹏实际控制权。 

（3）山东发展投资集团集团公司参与设立先进制造产业投

资基金二期。 

4.大额资金的调度及使用情况 

集团公司严格按照《股权投资管理办法》和《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履行大额资金出资手续。2019 年度集团公司股权投

资 13.49 亿元。 

第七节  社会责任的履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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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严格按照《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法律法规，认

真做好劳动用工管理，全员签订劳动合同，按照劳动合同约定进

行员工管理，每月按时足额支付员工工资、缴纳五险一金，实行

标准工时制，员工依法享受带薪年假及国家法定的公休日、节假

日。 

二、人才引进、职工招聘、职工培训等人才队伍建设情况 

围绕公司战略目标和业务发展需要，实施人才强企战略。



- 11 - 
 

2019 年集团公司招聘充实金融、管理、财会、风控等各类专业

人才 32 名。以提高员工队伍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为核心，建立

健全集团公司员工常态化培训机制，全年共选派 130 余人次参加

上级调训、业务学习，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参加专题研修班等培训

活动 32 次，实现全年人均教育培训 5 天以上。全力支持人才参

加推优评审活动，4 名同志入选省属企业企业家后备人才库、1

名同志获评齐鲁金融之星、2名同志入选省级非教育系统公派留

学项目、1 名同志获评正高级会计师职称、1 名同志获评高级工

程师职称。   

三、职工劳动、安全及卫生保护情况 

集团严格按照《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法律法规，认

真做好职工劳动保护，给职工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确保职

工安全工作、健康工作，为员工营造了良好的劳动氛围。 

四、对外大额捐赠、赞助情况。 

集团公司在 2019 年资金预算范围内，向第一书记帮包村捐

赠 150 万元，主要用于冠县三个帮包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

障工程和产业项目建设。 

第八节  履职待遇及有关业务支出情况 

为规范管理履职待遇、业务支出，2019 年 8 月印发《山东

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管理办法》（鲁

发展办〔2019〕22 号），并在日常管理中严格执行。2019 年履

职待遇费用合计 14.68 万元，业务支出费用合计 54.93 万元。 



第九节  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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