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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64              证券简称：豫金刚石             公告编号：2017-065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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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情形。 

3、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4、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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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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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金刚石 股票代码 30006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张  凯 罗媛媛 

办公地址 郑州市高新开发区长椿路 23 号郑州高新企业加速器产业园 C5-1/2 楼 

电    话 0371-63377777 

电子信箱 chinadiamond@sinocrysta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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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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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70,460,786.62 547,293,890.10 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4,352,904.51 77,760,980.30 2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84,270,116.73 76,572,893.20 10.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566,498.89 -17,160,729.27 406.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83 0.1147 -31.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83 0.1147 -31.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1% 3.92% -2.5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8,947,192,526.38 8,815,402,480.55 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710,534,498.60 6,634,451,930.40 1.1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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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河南华晶超硬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46% 246,600,000  质押 240,400,000 

北京天证远洋基金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07% 229,885,057 229,885,057 质押 229,88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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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郭留希 境内自然人 15.37% 185,264,103 185,062,803 质押 185,062,529 

北京天空鸿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63% 91,954,023 91,954,023 质押 91,954,023 

朱登营 境内自然人 4.77% 57,471,264 57,471,264 质押 57,471,264 

郑州冬青企业管理中心

（普通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7% 33,403,648 33,103,448 质押 33,103,448 

杨本斌 境内自然人 1.49% 17,932,51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八组合 
其他 1.04% 12,543,09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 深 

其他 0.68% 8,225,071    

中国银行－景顺长城 

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7% 6,819,7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河南华晶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郭留希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河南华晶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

郭留希一致行动人； 

2、北京天证远洋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北京天空鸿

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3、公司未知前十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1、杨本斌先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620,000 股外，

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 17,312,517 股，实际合计持有 17,932,517 股； 

2、张雅姣女士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4,577,200 股； 

3、杨帆先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00 股外，还通

过光大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547,369 股，

实际合计持有 3,547,46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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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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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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公司围绕企业发展战略及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坚持“信誉、效率、

质量、执行”的经营理念，加快推进宝石级钻石项目建设，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和创新驱动，

推进产品技术升级；加强绩效、事业部考核和效能督查管理等，优化运营流程，提升工作效

率，为公司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70,460,786.62元，同比增长4.2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94,352,904.51元，同比增长21.34%；截止2017年6月30日，公司资产规模

8,947,192,526.38元，较年初增长1.4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6,710,534,498.60元，较

年初增长1.15%，公司保持稳健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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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快推进宝石级钻石项目建设 

公司大力推进宝石级钻石项目建设，通过成立专项指挥部，对项目建设实施以结果为导

向的目标管理，实行关键岗位责任制，建立并落实领导带头和实督实查机制，严格推进项目

建设。截至2017年6月底，公司一期项目部分设备已装机，并开始调试运行，二期项目已完

成“六通一平”并启动动工。 

（二）以搬迁为契机，加速产业布局   

2016年8月，根据企业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启动生产总部搬迁项目。以搬迁为契机，公

司对位于郑州市高新区冬青街北、石楠路西的厂区进行生产转移，加快推进产业及产品整合，

重点发展大单晶金刚石和金刚石单晶等新材料及制品，优化产业布局。公司成立了专门的搬

迁指挥小组，负责厂区的组织规划、设备搬迁和人员安置等事项，并制定一系列整体高效的

拆装措施、物流运输和运营流程，确保搬迁工作高效推进、稳步落实。截至2017年6月底，

项目按照计划有条不紊的推进，已有部分设备完成搬迁。搬迁事项的实施，有利于公司优化

产业布局，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三）拓展宝石级钻石市场，布局消费领域 

公司高度重视大单晶金刚石产品应用的拓展，伴随消费者消费观念的逐步转变及购买力

的提高，珠宝首饰行业终端消费迎来新的机遇，公司利用技术、管理和产品质量等优势，统

筹协调事业部和职能部门积极拓展消费终端布局。报告期内，公司强化品牌、渠道与设计意

识，聚焦轻奢时尚，通过行业、品牌、产品、市场和营销等系统塑造钻石文化和品牌规划，

制定迎合不同目标市场的差异化市场发展战略，充分挖掘大单晶产品的内在价值，为实现珠

宝品牌及市场拓展做好规划与布局。报告期内，华晶品牌——“慕蒂卡”珠宝体验中心在郑州

高新企业加速器产业园开幕；同期公司加快与下游客户在产品加工、市场推广等方面进行合

作，共同拓展消费市场。 

（四）扩大传统业务优势，深挖新材料潜能 

随着超硬材料声光电热等功能的开发与应用，金刚石产业链产品更新换代和新兴领域的

市场拓展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原有产品的生产供应，持续强化产品

在传统工业领域的优势；另一方面，公司加强对金刚石等新材料产品应用的研究，加深与科

研院所、大专院校的合作，深挖新材料应用潜能。报告期内，公司参股公司郑州华晶新能源

公司的超导薄膜已通过现场稽核和产品送样，将进入小批量试生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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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化目标与绩效管理，提升人才、组织效能  

公司根据战略规划和经营计划，开展以绩效目标为导向的计划控制、规划运营、流程控

制、管理创新、效能监察与管理等工作，明确公司各阶段发展目标，定期组织经营分析会议，

对各项计划实施情况及营销指标达成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并制定改进计划、月度总结并实施

效能重点监察事项。报告期内，公司先后组织制定和修订了《效能监察制度》、《绩效管理程

序》和《资金预算实施细则》等文件，完善印章管理规定，强化业务成本控制、财务统筹等

标准化管理。同时，公司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主线，梳理组织架构，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制定

了《人力资源三年战略规划书》，建立更为精准的组织管理与人才管理体系。 

（六）聚焦产品品质，增强研发创新能力 

公司坚持创新驱动战略，以提升华晶产品品质为核心，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力

度，通过科技研发和生产工艺的有机结合，完善研发创新体系，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升级产

品品质，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公司产品不断向高端工业和新消费领域发展。报告期末，公

司新增授权专利30项，其中发明专利2项；2017年3月，公司获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委会2016年度高成长企业奖励资金；公司参与并制定了《超硬磨料 粒度检验》和《超硬磨

料 冲击韧性测定方法》两项国家级标准，并于2017年5月1日开始实施。 

（七）增强组织凝聚力，营造和谐企业文化 

企业组织和文化建设是华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内容，报告期内，公司组织召开培育钻石

专题培训会议、增设党支部、组织开展献爱心公益捐款和员工竞走等活动，将“一克拉忠诚大

于无限”的信条融入到知识和技能培训、素质拓展训练等活动中，增强员工的团队意识和团队

凝聚力，使企业文化更加和谐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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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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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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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新增一户河南华信珠宝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减少一户郑州华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郭 留 希 

                                                       2017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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