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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64             证券简称：豫金刚石             公告编号：2018-062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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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chinadiamond@sinocrystal.com.cn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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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083,764.38 570,460,786.62 4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7,365,238.94 94,352,904.51 7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23,012,516.58 84,270,116.73 45.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330,713.47 52,566,498.89 -150.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88 0.0783 77.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88 0.0783 77.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1% 1.41% 上升 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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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6,136,121.55 9,092,560,411.70 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007,936,335.15 6,865,887,555.41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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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6,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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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206,000 

冻结 65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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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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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丰进”118 号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2.55% 30,765,300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业信托－ 

豫金刚石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80% 21,719,900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证券卓越成长 

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7% 8,121,222    

虞海波 境内自然人 0.50% 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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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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留希先生为本公司实

际控制人，河南华晶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郭留希先生系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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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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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河南华晶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19,863,077 股外，

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6,736,923 股，实

际合计持有 246,600,0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1）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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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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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围绕企业发展战略及年度经营计划有序推进各项工作，深入贯彻6S

精益管理，优化内部运营与流程管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产业化应用，随着公司宝石

级大单晶项目的逐步投产以及人造金刚石普通单晶产品及应用的进一步深入，公司产能规模

优势持续彰显，核心产品在市场的渗透率稳步提高。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保持稳健增长，实现营业收入810,083,764.38元，同比增长42.0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67,365,238.94元，同比增长77.38%；截至2018年6月30日，

公司总资产规模达9,386,136,121.55元，较年初增长3.2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007,936,335.15元，较年初增长2.07%。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一）扎实推进宝石级钻石项目建设，引导合成钻石消费市场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计划，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和关键岗位责任制，充分

发挥生产、技术、研发、品质管理及流程管控的协同效应，确保项目质量与实施进度顺利推

进，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已累计投入18.45亿元，项目一期设备进入生产阶段，二期工程

部分车间主体完工。 

在推进项目建设的同时，公司加大大单晶金刚石的市场引导，充分挖掘大单晶金刚石在

消费领域的价值。一方面，在消费市场公司支持品牌中心不断完善品牌定位，携手国内知名

珠宝VISI服务商打造品牌视觉系统，加大原创设计与渠道资源整合，持续开展品牌文化宣传。

另一方面，公司积极筹划收购珠宝行业及文化创意产业公司的控股股权，通过资源共享，引

导合成钻石在消费市场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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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入贯彻6S精益管理，促进生产效益提升 

公司深入开展卓越绩效管理，并积极贯彻精益生产理念，通过“6S”专项推广小组明确

各部门责任、切实推动“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标准化管理模式的实施，

并就落实结果开展定期检查与竞赛评比，对关键控制点进行严格监控，提高作业效率和管理

效益，保障和改善生产环境。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改造生产设备和优化业务布局，继续推进

生产线自动化建设，提升标准化生产水平，同时，对生产管理人员进行了现场管理综合培训，

带动生产改善的全面启动；并推动了生产体系全员绩效管理方案的修订工作，切实激励、提

高生产员工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运营效率。 

（三）提升客户服务水平，着力优化客户结构 

伴随着产能的逐步释放、产品品质的提升，公司进一步完善产学研用一体化机制，上半

年参加行业发展论坛及展会十余次，强化市场信息收集与分析能力，并及时根据市场反馈信

息丰富产品系列、调整产品结构，加快对市场变化的响应速度；通过提高客户服务质量、灵

活销售政策等措施，培养客户粘性与忠诚度，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四）坚持创新驱动战略，拓展金刚石新兴应用、推动产业升级 

公司深化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健全开放式创新研发体系建设，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本

报告期研发投入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48.61%；协同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中国工程院、郑

州大学等科研院所的行业专家共同推动金刚石在声光电热的研究和技术储备，加快科研成果

转化。上半年公司科研创新成果显著：新增授权专利19项，并取得33项转让专利权，其中发

明专利24项。报告期内，公司成立郑州华晶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80%），探索

金刚石纳米材料的应用；成立郑州华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51%），以微纳米金刚

石润滑油生产为依托，与国内知名企业联合就润滑油项目立项，开展全面、系统的理论和实

验研究，推动金刚石在新能源领域应用的产业化。 

（五）提升管理运营效率、加强团队与文化建设，增强企业软实力 

报告期内，公司紧密围绕年度经营计划，明确月度高层、部门及各事业部工作目标，通

过月度经理办公会和效能监察等措施切实监督、检查经营计划执行情况，开展全方位跟踪考

核并强化管理改善，健全内部沟通协调平台，明确责任归属，推动目标责任制度的有效实施

和管理效能的提升，此外公司根据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发展情况，结合公司经营情况，

并协同首席科学家、战略合作伙伴等开展战略研讨会，强化战略引领，提升应对市场变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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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同时公司贯彻“责任化、制度化、流程化、信息化”的科学管理方法，借助OA整合契机，

新建和优化电子流程70余个，完善核心业务流程30余个，提高审批效率，保障公司业务良性

开展。 

公司秉承“一克拉忠诚大于无限”的企业信条，“先做人、后做事，先奉献、后索取”的

企业价值观，持续开展企业文化与团队建设活动。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发展阶段适时增强团

队力量，统筹引进基层、中层和高端人才，吸纳外部专家资源为公司技术储备提供坚实后盾；

以部门为单位规划并开展月度培训活动，倡导员工采用多重渠道提升专业技能、个人素养与

综合素质；开展党建及企业文化宣传活动8场，提高党员模范先锋引领作用，加强员工对公司

战略、企业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共同推动公司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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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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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增加 2 户，新增控股子公司郑州华晶纳米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以及郑州华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郭 留 希 

                                                          2018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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