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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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

名

办公地址
电

300064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郭留希

罗媛媛

郑州市高新区碧桃路 20 号 30 号楼

话

0371-6337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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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chinadiamond@sinocrysta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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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8,533,144.06

535,591,524.95

-6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7,144,754.35

47,387,423.44

-853.67%

-165,364,556.58

46,229,049.64

-457.71%

20,334,792.78

-544,006,407.69

103.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63

0.0393

-853.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63

0.0393

-853.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16%

0.68%

-2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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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6,036,982.84

7,378,844,290.90

-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63,490,161.55

1,720,637,459.66

-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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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25,638

0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北京天证远洋基金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郭留希

河南华晶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北京天空鸿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19.07%

229,885,057

15.37%

185,264,103

12.20%

147,017,483

7.63%

91,954,023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229,885,057

质押

229,885,057

冻结

229,885,057

质押

185,062,529

冻结

185,264,103

质押

144,400,000

冻结

145,057,077

质押

91,954,023

冻结

91,954,023

质押

57,471,264

冻结

57,471,264

185,062,803

0

91,954,023

河南农投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42%

89,494,517

0

朱登营

境内自然人

4.77%

57,471,264

57,471,264

郑州冬青企业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数量

2.77%

33,403,648

0

质押

3,340,360

质押

21,719,900

徐凤霞

境内自然人

1.80%

21,719,900

0

侯霞

境内自然人

0.50%

6,050,000

0

程燕

境内自然人

0.37%

4,402,200

0

3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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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北京天证远洋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天证远洋”
）和北京天空鸿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空鸿鼎”
）受同一主体控制，通过查询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
息网站获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其债权人对两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分别作出决定，
指定北京市普华律师事务所担任天证远洋管理人，指定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担任天空鸿鼎管
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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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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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406 股，实际合计持有
147,017,483 股。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2、侯霞女士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5,050,000 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6,050,000 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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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6,2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402,200 股。
4、肖荣英女士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0 股，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3,756,7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756,700 股。
5、程国安先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0 股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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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3,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303,000 股。

4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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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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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公司在“新材料、新材料应用的供应商与服务商”的企业定位指引下，持续推
进普通单晶金刚石、大单晶金刚石的生产经营。报告期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与蔓
延对世界各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公司各项业务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受资金流
动性紧张、诉讼仲裁等风险挑战，公司采取多项措施，一手抓好疫情防控，一手推进复工复
产，在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有序恢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报告期内，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19,853.3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2.9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714.48万元，较上年下降853.67%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721,603.70万元，较
期初下降2.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36,349.02万元，较上年下降20.76% 。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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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续提升产品品质，深化精细化管理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夯实主业，加强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细化成本控制，深抓内部管理，
进一步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一方面，公司以品质提升为指引，依据相关标准对入厂原材料、
过程产品及终端产品进行严格检验验收和产品质量的统计分析，强化入库产品品质管控，同
时进行岗位优化和薪酬改革，通过对生产、技术等部门的质量目标考核，不断提高金刚石产
品的优晶率与品质。另一方面，公司充分挖掘员工作业潜能，精简人员配置，强化工作效率；
优化各部门之间的运营转接流程，整合闲置、积累资源，力求资源共享、流程高效、周转迅
速；开展精益制造活动，优化作业流程，减少物料单耗，进一步降低制造成本；成立6S推行
小组，每月定期开展检查评比，促进工厂环境改善及安全生产；实施严格的资金预算方案，
削减非必要开支，对超预算支出增加审批环节，实现资金配置优化。
二、逐步解决诉讼问题，积极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
2019年来公司陆续涉及多起诉讼/仲裁事项，部分资金被冻结或划扣直接影响公司流动资
金，同时诉讼事项引起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高度关注，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带来较大的阻力。
报告期内，为维护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公司在积极推进风险化解小组相关工作的同时，专
业的律师团队配合公司法务针对不同的诉讼事项进行分工分责、协同配合，全面梳理案件线
索，查找案件重要突破口，按照协调和解、积极应诉等多种思路开展工作，以尽快消除诉讼
事项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报告期内，经过各方努力，公司涉及的3起诉讼案件由
原告撤回起诉，李中奎与公司纠纷案件法院判决与公司无关，2起诉讼案件原被告双方达成和
解。
三、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稳步推进生产经营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公司严格遵守疫情防控的各项要求，坚持“疫情防控和生
产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认真做好新冠疫情人员流动防控与信息排查，每日健康打卡监控
及数据上报，稳步推进企业逐步复工复产。公司仍将高度关注疫情变化，继续从严从细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妥善、安全、有序地安排生产，确保生产经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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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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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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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