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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64             证券简称：豫金刚石              公告编号：2019-047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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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高新区碧桃路 20 号 30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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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591,524.95 810,083,764.38 -3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387,423.44 167,365,238.94 -7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6,229,049.64 123,012,516.58 -62.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4,006,407.69 -26,330,713.47 -1,966.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93 0.1388 -71.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93 0.1388 -71.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8% 2.41%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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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4,430,398.79 9,593,634,989.51 -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967,428,918.93 6,936,916,103.56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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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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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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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 185,264,103 

河南华晶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03% 157,105,483  
质押 144,400,000 

冻结 145,05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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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农投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42% 89,49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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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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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03,600 

徐凤霞 境内自然人 1.80% 21,719,900  质押 21,719,9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0% 7,209,750    

康庆文 境内自然人 0.40% 4,80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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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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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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05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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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48,406 股，实际合

计持有 157,105,483 股； 

公司股东顾剑菲女士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 3,527,069 股，实际合计持有 3,527,069 股； 

公司股东程国安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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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4,4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414,400 股； 

公司股东程燕女士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06,000 股外，还通过中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968,9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07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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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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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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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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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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主业经

营与内部管理提升，分阶段推动生产流程的自动化改造，公司经营整体保持稳定。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5,591,524.95元，同比下降33.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387,423.44 元 ，同 比下 降 71.69%；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公司 总资 产规 模 达

9,284,430,398.79元，较年初下降3.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6,967,428,918.93

元，较年初增长0.44%。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一）专注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提升客户服务满意度 

2019年上半年，工业金刚石市场需求及行业产能出现波动，竞争加剧，公司工业金刚石

产品销售受到一定影响，销售收入同比有所减少；同时，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

大单晶金刚石销量显著提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约45%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提升产品质量

与生产效率为经营主线，持续推动生产流程的标准化与自动化改造技术，完善产销研体系与

下游客户的反馈调整机制，做好市场数据的研究工作，完善产品系列，提高产品性能与客户

服务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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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障募投项目建设进度，持续推广培育钻石文化 

报告期内，综合考虑当前阶段的经济形势、市场环境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进展

情况，公司于2019年初对募投项目投资规划进行优化调整，降低固定资产投资，提高公司资

产流动性。截至报告期末，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29.25亿元，项目一期设备进入生产运营

阶段，项目二期车间及配套设施建设正在逐步完善，部分机器已进入试运行阶段。 

同时，公司主动加强对宝石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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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大单晶产品合作销售的同时，依托自建品牌、业务合作等尝试探索下游消

费市场。作为国内领先的培育钻石生产商，未来公司将坚持合作共赢的开放心态携手优秀企

业共同宣传培育钻石文化，进一步扩大培育钻石在珠宝行业的影响力。 

（三）推进生产流程自动化、标准化，外延储备新项目与资源 

公司坚持创新驱动战略，报告期内研究开发费用达2,138.45万元。2019年上半年，公司

技术团队重点推动部分生产流程的自动化改造，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生产工

艺与流程的标准化管理，保障生产质量的稳定性。 

在积极开展金刚石在新兴领域的应用研究与技术储备的同时，报告期内，公司与农开产

业基金、高新产业投资基金、农投金控、联创华凯、联创德诚、中原联创共同设立产业投资

基金，基金总规模为3亿元，其中，公司拟出资9,600万元，围绕公司主业储备超硬材料行业

及相关应用领域的优质项目，有助于优化公司战略产业布局。 

（四）以人为本，挖掘员工价值创造能力 

本着员工价值最大化的原则，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优化授权体系和决策体系，充分释

放组织活力；通过技术比武确立标准工作时间，强化团队目标管理意识；不断丰富企业文化

与团队建设活动，培养团队意识，激发工作热情与活力；逐步构建系统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

系，加强内部人员的培训开发、营造学习型组织，同步提升员工的专业能力、管理水平与综

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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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会[2019]6号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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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

项目；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

项目。 

资产负债表新增“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 

2.利润表：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的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

失。 

3.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

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

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

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公司对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2019年半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

追溯调整具体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数或合并

利润表上年同期影响金额（元） 

公司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

别计入“应收票据”项目和“应收账款”

项目 

应收票据 44,405,411.24 

应收账款 786,620,966.7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31,026,37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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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数或合并

利润表上年同期影响金额（元） 

公司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分

别计入“应付票据”项目和“应付账款”

项目 

应付票据 556,785,011.00 

应付账款 193,025,028.4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49,810,039.47 

将“资产减值损失”项目自“其他收益”

项目前下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

目后，由利润表减项变为利润表加项

（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1,103,273.84 

资产减值损失 11,103,273.84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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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郭 留 希 

                                                          2019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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