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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64               证券简称：豫金刚石              公告编号：2015-023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1）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到指定网站仔

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网站地址为： chinext.cninfo.com.cn ； chinext.cs.com.cn ；

chinext.cnstock.com；chinext.stcn.com；chinext.ccstock.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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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国选 董事 因公出差 杨晋中 

（3）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

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4）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0,8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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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股。 

（5）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豫金刚石 股票代码 30006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凯 

电话 0371-63377777 

传真 0371-63377777 

电子信箱 chinadiamond@sinocrystal.com.cn 

办公地址 郑州市高新开发区冬青街 2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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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2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637,596,256.87 524,417,771.50 524,417,771.50 21.58% 550,536,596.43 550,536,596.43 

营业成本（元） 420,475,957.48 328,658,986.18 328,658,986.18 27.94% 324,556,415.49 324,556,415.49 

营业利润（元） 66,065,197.34 85,372,448.86 85,372,448.86 -22.62% 137,262,753.71 137,262,753.71 

利润总额（元） 73,261,349.06 102,347,567.55 102,347,567.55 -28.42% 148,151,113.18 148,151,11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元） 
61,324,735.36 94,262,125.49 94,262,125.49 -34.94% 122,483,544.57 122,483,54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元） 

52,985,457.91 80,617,585.73 80,617,585.73 -34.28% 114,500,127.51 114,500,127.5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元） 
122,386,170.46 19,241,509.10 19,241,509.10 536.05% 95,140,667.68 95,140,667.6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2013 0.0316 0.0316 537.03% 0.1565 0.15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09 0.1550 0.1550 -34.90% 0.2015 0.2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09 0.1550 0.1550 -34.90% 0.2013 0.2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8% 6.86% 6.86% -2.58% 9.50%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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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0% 5.87% 5.87% -2.17% 8.88% 8.88%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2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期末总股本（股） 608,000,000.00 608,000,000.00 608,000,000.00 0.00% 608,000,000.00 608,000,000.00 

资产总额（元） 2,829,407,762.51 2,509,493,119.01 2,509,493,119.01 12.75% 2,095,995,332.68 2,095,995,332.68 

负债总额（元） 1,284,712,781.18 1,015,761,327.46 1,015,761,327.46 26.48% 656,263,546.04 656,263,54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459,236,960.30 1,407,640,224.94 1,407,640,224.94 3.67% 1,346,746,899.45 1,346,746,89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2.4001 2.3152 2.3152 3.67% 2.2150 2.2150 

资产负债率 45.41% 40.48% 40.48% 4.93% 31.31% 31.31% 

注：公司根据财政部 2014 年修订和新发布的八项会计准则变更了相关会计政策并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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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1）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2,449,984 5.34%    -30,200,000 -30,200,000 2,249,984 0.37% 

3、其他内资持股 32,449,984 5.34%    -30,200,000 -30,200,000 2,249,984 0.37% 

   境内自然人持股 32,449,984 5.34%    -30,200,000 -30,200,000 2,249,984 0.37%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75,550,016 94.66%    30,200,000 30,200,000 605,750,016 99.63% 

1、人民币普通股 575,550,016 94.66%    30,200,000 30,200,000 605,750,016 99.63% 

三、股份总数 608,000,000 100.00%    0 0 608,000,000 100.00%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4,54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18,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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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6% 246,600,000  质押 155,400,000 

郑东亮 境内自然人 7.50% 45,600,000  质押 40,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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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本斌 境内自然人 2.95% 17,950,000    

郭桂兰 境内自然人 2.52% 15,300,000  质押 15,300,000 

牛婷婷 境内自然人 1.16% 7,068,500    

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4% 6,298,923    

刘自明 境内自然人 0.86% 5,219,164    

文登市森鹿制革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 3,220,900    

张召 境内自然人 0.49% 2,999,980 2,249,984   

杨月欢 境内自然人 0.45% 2,707,6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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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桂兰为郭留希

之妹妹；郑东亮为郭留希之内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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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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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4年世界经济总体增长乏力，复苏进程缓慢，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面临企业经营

成本上升、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面对复杂局面和严峻形势，公司董事会坚持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以推进产品结构转型升级为主线，加大主营及相关业务的市场拓展力度，强化公司治

理，推动企业发展再上新台阶。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37,596,256.87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21.58%；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829,407,762.51元，较年初增长1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459,236,960.30元，较年初增长3.67% 。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优化产业布局，增强公司的行业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既定的发展战略，专注于人造金刚石及其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充分利用公司现有技术、设备等优势，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加快推进自身项目建设和产业升

级，加大市场拓展与宣传力度，实现公司协调发展。2014年，随着高品级人造金刚石项目和

金刚石砂轮项目的相继投产、微米钻石线项目产能的全面释放，公司在发展传统人造金刚石

产品的基础上，实现了人造金刚石及其下游产业链条业务的进一步延伸，初步形成特点鲜明，

具有一定规模和技术水平的产业体系。 

（2）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是公司永续发展的源泉。报告期内，公司围绕产品结构调整的战略

与规划，积极整合产学研资源，持续加大产品研究和开发力度，加强对专业技术骨干的培养，

全面提升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 

2014年，公司研发投入共2,891.59万元，占营业收入4.54%，同比增长1.94% 。同时报

告期内公司新获授权专利62项，荣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第一批国家级知识产权优势企

业”荣誉称号；与郑州机械研究所等单位的合作项目——“金刚石工具钎焊技术及其应用”获得

2014年度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公司“超硬材料及制品研发与检测技术平台建设项

目”通过国家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验收；公司还参与主持多项超硬材料行业标

准修、制定工作，科研工作的推进增加了华晶品牌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保证了公司稳健持续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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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动再融资工作有序开展，着力提升公司综合实力 

2014年5月份，创业板再融资管理办法出台，借此资本市场发展契机，公司加快推进投

资项目的建设，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7000万股，建设年产3.5亿米微米钻石线项目，优化公司

产品结构和战略布局，解决公司产能瓶颈，提升公司行业地位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公司启动

公司债券发行工作，拟非公开发行5亿元公司债券，优化公司债务结构，拓宽融资渠道，满足

公司经营发展对资金的需求。通过上述战略措施的实施，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增强公司核心

竞争力，为给予股东更多回报奠定基础。 

（4）进一步强化公司治理，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和管理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2014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完善公司治理，优

化运营流程，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公司先后对《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进行了

修订，并制定了《未来三年（2014-2016年）股东回报规划》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办法》，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保障公司及股东利

益。 

在内部管理方面，公司完善目标管理制度，优化运营流程，加强对下设公司监督与考核，

同时，公司划小核算单位，建立以各职能部门为单位利润中心的核算机制，完善内部控制体

系，提升企业执行力与运营效益。 

2014年是华晶发展史非同寻常的一年，公司实现了人造金刚石产业链的初步布局，形成

了人造金刚石及其合成设备、大单晶、金刚石微粉、金刚石线锯、金刚石砂轮等多种产品的

产业布局，开启了“点多、面广、线长”的产业格局。未来，公司将围绕人造金刚石产业链，

通过对产品选择、研发、质量监管、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的有效管控，实现公司产业结构升

级的新模式。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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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

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管理费用 2014 年度较 2013 年度增加 17,866,074.72 元，增长 34.12%，主要系 2013

年终止股权激励冲减管理费用及管理人员薪酬增加所致。 

（2）财务费用2014年度较2013年度增加32,635,613.06元，增长146.58%，主要系利息

支出增加所致。 

（3）资产减值损失2014年度较2013年度减少9,886,837.55元，下降48.36%，主要系存

货跌价损失和固定资产减值损失减少所致。 

 （4）营业外收入2014年度较2013年度减少9,751,148.24元，下降57.21%，主要系政府

补助减少所致。 

 （5）营业外支出2014年度较2013年度增加27,818.73元，增长39.51 %，主要系处置固

定资产损失增加所致。 

（5）分部报告与上年同期相比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主营业务分部报告 

报告期主营业务收入及主营业务利润的构成 

单位：元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利润 

分行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486,686,997.96 186,998,485.54 

分产品 

超硬材料 425,576,002.21 157,062,862.26 

超硬材料制品 61,110,995.75 29,935,623.28 

分地区 

内销 396,119,794.99 134,130,766.10 

外销 90,567,202.97 52,867,7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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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10%以上的产品、行业或地区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 

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分行业 

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 
486,686,997.96 299,688,512.42 38.42% 6.08% 5.21% 0.51% 

分产品 

超硬材料 425,576,002.21 268,513,139.95 36.91% -3.02% -2.54% -0.30% 

超硬材料制品 61,110,995.75 31,175,372.47 48.99% 205.63% 233.70% -4.29% 

分地区 

内销 396,119,794.99 261,989,028.89 33.86% -4.10% 0.41% -2.97% 

外销 90,567,202.97 37,699,483.53 58.37% 98.04% 57.53% 10.70% 

公司主营业务数据统计口径在报告期发生调整的情况下，公司最近 3 年按报告期末口径调整

后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6）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

动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公司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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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2014年，财政部修订和新发布了八项会计准则，其中新增三项，分别为《企业会计准则

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修订五项，分别为《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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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

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根据财政部要求，以上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

行。 

2、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公司根据准则要求，将原成本法核算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

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重分类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并进行了追溯调整。追溯调整影响如下： 

项目 
2013年12月31日 2013年1月1日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长期股权投资 1,928,000.00  1,928,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928,000.00  1,928,000.00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相关情况： 

公司根据该准则要求，将原核算在其他非流动负债中的递延收益的政府补助款重分类至

递延收益单独列报；将原核算在预付账款中属于预付设备款、土地款，属于长期资产性质分

类至其他非流动资产，上述事项进行了追溯调整。追溯调整影响如下： 

项目 
2013年12月31日 2013年1月1日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预付账款 60,360,942.99 28,420,814.21 39,168,114.13 6,679,605.89 

其他非流动资产  31,940,128.78  32,488,508.24 

其他非流动负债 25,027,533.40  9,928,369.55  

递延收益  25,027,533.40  9,928,369.55 

上述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2）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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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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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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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郭 留 希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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