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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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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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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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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钻石 股票代码 30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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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越 孟浩 

办公地址 
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东产业集聚区丹阳

大道 

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东产业集聚区丹阳

大道 

传真 0370-6021170 0370-6021170 

电话 0370-7516686 0370-7516686 

电子信箱 zhengquan@lldia.com zhengquan@lldi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人造金刚石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包括金刚石单晶、金刚石微粉和培育

钻石。 

金刚石单晶和金刚石微粉产品具有超硬、耐磨、抗腐蚀等优良性能，属于高效、高精、半永久性、环保型先进无机非金

属材料，是生产用于高硬脆、难加工材料的锯、切、磨、钻等加工工具的核心耗材，终端应用领域广泛覆盖建材石材、勘探

采掘、机械加工、清洁能源、消费电子、半导体等行业。同时，公司不断增加研发投入，持续挖掘金刚石单晶和金刚石微粉

产品高灵敏、高透光、高功率、高热传导率和高电子迁移等热、光、电、声和化学性能优势，努力探索其作为功能性材料在

新兴领域产业化应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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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钻石产品在晶体结构完整性、透明度、折射率、色散等方面可与天然钻石相媲美，作为钻石消费领域的新兴选择可

用于制作钻戒、项链、耳饰等各类钻石饰品及其他时尚消费品。报告期内，公司紧抓全球钻石消费市场变革契机，持续投入

研发资源，提高培育钻石合成技术水平，将培育钻石研发向大颗粒、高品级、多颜色等方向不断突破，培育钻石业务将发展

成为公司未来重要的利润增长点。 

公司始终坚持以技术研发为中心，在人造金刚石生产的关键技术和工艺控制方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了包括原材料

配方、新型密封传压介质制造、大腔体合成系列技术、高品级培育钻石合成技术、金刚石微粉制备技术等在内的人造金刚石

生产全套核心技术。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人造金刚石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目前已形成金刚石单晶、金刚石微粉、培育

钻石三大核心产品体系，产品结构丰富，协同效应明显，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公司产品在品级、稳定性、工艺适用性等

方面均具有较强竞争优势，公司在线锯用微粉以及IC芯片超精加工用特种异型八面体金刚石尖晶、超细金刚石单晶、高品级

大颗粒培育钻石等特种金刚石产品细分市场具备领先优势。 

自成立以来，公司紧紧围绕国家新材料战略发展规划和钻石消费市场发展趋势，结合自身技术优势和地处人造金刚石产

业基地集群优势，一直专注于人造金刚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产品主要包括金刚石单晶、金刚石微粉和培育钻石三大类，金刚石单晶产品根据颗粒形貌和应用领域不同可进一步

细分为磨削级单晶、锯切级单晶和大单晶，金刚石微粉产品根据颗粒形貌和应用领域不同可进一步细分为研磨用微粉、线锯

用微粉和其他工具用微粉。公司各类型人造金刚石产品在颗粒形貌、产品性能和应用领域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具体情况如

下： 

产品类别 产品名称 产品特性 产品用途 
产品图示 

（扫描电镜放大图） 

金刚石单晶 

磨削级单晶 

粒度范围集中在60/70

目以细；晶体完整、热

稳定性高、低磁性 

主要用于制作砂轮、磨轮、磨块、滚轮、

滚筒等磨削工具，多用于硬质合金、石材、

陶瓷和玻璃等非金属硬脆材料的磨、削以

及抛光等。 

 

锯切级单晶 

粒度范围集中在60/70

目以粗，20/25以细；晶

形规则、边缘锋利、机

械强度高 

主要用于制作锯片、绳锯和刀具等锯切工

具，多用于大理石、花岗岩、混凝土建筑

材料以及半导体硅片、光学玻璃、陶瓷等

非金属硬脆材料的锯断和切割等。 

 

大单晶 

粒度范围集中在20/25

目以粗，晶体完整，内

部杂质较少 

主要用于制作金刚石钻头、刀具、修整器

等工具，多用于有色金属、光学平面镜、

芯片晶圆等的超精密加工及磨床砂轮修

整等。 

 

金刚石微粉 

研磨用微粉 

粉体粗端粒径主要为7

μ m以下，粒度分布极为

集中，晶型规则，微粉

颗粒强度高，杂质含量

极低 

主要用于制作研磨膏和研磨液等，多用于

精密元器件、精细陶瓷、液晶玻璃、宝石

及半导体等产品的研磨和抛光。 

 

线锯用微粉 

粉体粗端粒径主要为

7-14μ m，晶型较好，多

棱角、锋利度好、粒度

分布集中 

主要用于制作金刚石线锯等，多用于蓝宝

石、单晶硅、多晶硅、精密陶瓷、磁性材

料等硬脆材料的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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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具用微

粉 

粉体粗端粒径主要为14

μ m以上，晶形规则、粒

度分布集中、颗粒形状

呈浑圆状、具有良好的

分散性、耐磨性 

主要用于制作砂轮、磨片、复合片等其他

工具，多用于陶瓷、石材和玻璃等材料的

磨削。 

 

培育钻石 白钻 

重量在0.1克拉以上的

毛坯钻石，晶体洁净、

无色、透明度高 

主要用于制作钻戒、项链、耳饰、手链及

其他轻奢饰品。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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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423,536,775.26 794,995,445.97 79.06% 568,522,50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58,318,369.71 445,235,764.70 115.24% 372,612,149.16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498,351,912.87 244,887,635.55 103.50% 221,284,59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9,555,305.78 72,996,768.54 228.17% 63,121,78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9,156,371.59 67,159,566.95 241.21% 59,821,696.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8,076,548.61 100,212,230.08 187.47% 22,745,665.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4.88 1.610 203.11% 1.4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4.88 1.610 203.11% 1.4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41% 17.85% 24.56% 19.0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4,510,789.86 133,764,816.49 122,666,448.94 157,409,85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825,868.18 67,172,899.42 53,068,780.23 78,487,75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368,651.12 65,896,537.98 51,289,108.44 72,602,074.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798,434.82 54,207,484.64 42,042,031.56 160,028,597.5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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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12,649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2,623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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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邵增明 
境内自然

人 
39.83% 24,047,916 24,047,916   

李爱真 
境内自然

人 
16.56% 10,000,000 10,000,000   

翁伟武 
境内自然

人 
3.83% 2,313,095 2,313,095   

商丘汇力金

刚石科技服

务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4% 1,773,333 1,773,333   

林佩霞 
境内自然

人 
2.87% 1,734,821 1,734,821   

河南省国控

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河

南省国控互

联网产业创

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国有法人 2.06% 1,245,330 1,245,330   

夏红明 
境内自然

人 
2.03% 1,224,013 1,224,013   

农银二号无

锡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92% 1,156,548 1,156,548   

王六一 
境内自然

人 
1.72% 1,039,137 1,039,137   

太平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9% 9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为邵增明和李爱真，李爱真和邵增明为母子关系。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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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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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本报告第六节“重要事项”，详细描述了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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