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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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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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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留希

董事长

因公出差

赵清国

王莉婷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尹效华

3、亚太（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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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无保留意见。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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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变更为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5、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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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205,476,595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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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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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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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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

名

办公地址

30006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张凯

罗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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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

真

0371-63377777

电

话

0371-63377777

电子信箱

chinadiamond@sinocrystal.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专注于超硬材料产业链的研究、产品开发和市场拓展。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形
成了涵盖石墨矿、人造金刚石及原辅材料、大单晶金刚石及饰品、金刚石微粉、微米钻石线、
超硬磨具（砂轮）等产品系列。公司采用直接向下游企业或终端消费者进行销售的业务经营
模式。目前，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为超硬材料和超硬材料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主要产品及其用途如下：
类别

产品

用途

应用领域

制造金刚石制品的基础材料；
人造金刚石
（普通单晶）

超硬材料

大单晶金刚石

应用于石材加工、陶瓷加工、勘探开采、建筑建材
加工、机械加工、光学玻璃、宝石加工和半导体硅
的切割和切片等领域。

广泛应用于：

石材加工、机械加
工、电子电器、钻探
①替代天然金刚石刀具，用于精密加工和特殊行业 与开采、光学玻璃和
宝石加工等传统领
加工；
②替代金刚石复合片刀具用于高级或特殊场合，如 域以及清洁能源、航
有色金属、玻璃、陶瓷等硬脆材料的高精密加工等； 天航空、国防军工、
高端装备制造等高
③作为功能器件用于大型光学仪器的高级光学镜
科技领域。
片、航天器窗、激光器窗口、半导体器件等；
④宝石级大单晶金刚石作为饰品、艺术品等用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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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产品

用途

应用领域

宝首饰等消费领域。

超硬材料
制品

金刚石微粉

应用于制造聚晶、研磨、抛光和镀膜等。

微米钻石线

应用于硅切片、硅开方、蓝宝石切片、精密陶瓷加
工、亚铁钕集成电路等硬质材料的精密高效切割等
领域。

超硬磨具（砂轮） 应用于磨削加工、机械制造等领域。
饰品

作为珠宝首饰应用于饰品、工艺品和艺术品等领域。

消费

（二）报告期内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既定的战略发展方向，坚持产业经营和资本运营双驱模式，以发展
大单晶金刚石为重点，以深化产品在工业和消费领域应用为主线，全面挖掘产品市场应用领
域的宽度和深度，坚持管理创新、业务创新、技术创新，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2016
年公司大单晶系列产品占比持续提升，保证了公司的稳健发展和经营业绩的快速增长。
（三）行业发展阶段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行业发展阶段
超硬材料及制品属于高效、高精、节能、绿色环保型产品，具有优异的力学、热学、光
学、声学、电学和化学性能，享有“材料之王”赞誉，是用途广泛的极端材料。历经五十多
年的发展，超硬材料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十二五”期间，在国家产业政策支持下，超硬材
料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
性交汇，随着“工业4.0”、“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等大战略的实施，为超硬材料
与高精高效工具创造了重要战略机遇，原有优势得到更充分地发扬光大，国际市场占有率更
高；创新能力有效提高，研究开发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产品；大部分科研成果实现或进入了工
业化生产，填补了部分国内空白，有力地支撑了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电子信息、高端装备
制造、清洁能源等高技术领域的发展，行业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得到了初步改善，有效缩
短了超硬材料尖端应用方面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差距。
合成钻石的出现带来了钻石价值的重构，随着钻石消费文化的兴起以及钻石市场商业进
程的加快，在中国启动供给侧改革及全球天然钻石产业格局调整的大背景下，为合成钻石进
驻珠宝首饰消费领域带来了契机。随着国家从分级标准制定、质检技术跟进，以及贸易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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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层面为合成钻石提供更为规范的平台，珠宝业协会也以更包容和理性的态度看待和接受合
成钻石，合成钻石面临更广阔的生存和市场空间。
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产品涉及超硬材料和超硬材料制品，作为超硬材料行业栋梁企业和国家级河南超硬
材料产业基地的骨干企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公司已形成涵盖石墨矿、原辅材料、金刚石、
大单晶金刚石及饰品、金刚石微粉、微米钻石线和超硬磨具等多品类、多产品、多领域的产
品系列。公司规模位居行业前列，是超硬材料行业综合竞争力领先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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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964,423,168.00

763,212,111.07

26.36%

637,596,25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562,649.91

100,210,116.62

37.27%

61,324,735.36

134,187,121.04

97,888,269.95

37.08%

52,985,457.91

37,465,026.06

156,627,692.33

-76.08%

122,386,170.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96

0.1558

15.28%

0.1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96

0.1558

15.28%

0.1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6%

5.88%

-0.92%

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8,815,402,480.55 3,377,009,689.12

161.04%

2,829,407,76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634,451,930.40 1,949,470,236.45

240.32%

1,459,236,96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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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00,078,977.87 347,214,912.23 227,047,767.17 190,081,51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949,016.30

45,811,964.00

36,729,736.79

23,071,93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270,900.55

45,301,992.65

35,795,590.67

21,818,637.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12,273.91

-35,673,003.18

88,781,739.88

-34,155,98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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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738 日前上一月末

报告期末
25,099

普通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

表决权恢复的

0

优先股股东总数

前上一月末表决权

0

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河南华晶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股数量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46%

246,6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07%

229,885,057

境内自然人

15.37%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朱登营
郑州冬青企业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北京天证远洋基金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郭留希
北京天空鸿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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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229,400,000

229,885,057

质押

229,885,057

185,264,103

185,213,778

质押

185,062,529

7.63%

91,954,023

91,954,023

质押

91,954,023

境内自然人

4.77%

57,471,264

57,471,264

质押

57,471,264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7%

33,403,648

33,103,448

质押

33,103,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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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
杨本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
优势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股东性质

报告期末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其他

2.04%

24,629,188

境内自然人

1.49%

17,932,517

其他

1.08%

12,994,677

其他

0.97%

11,69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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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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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京天空鸿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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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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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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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深度调整，整体经济增速缓慢，我国经济呈现新常态趋势。
面对新的经济形势以及各种风险和挑战，公司围绕年初既定的发展战略，认真贯彻深耕超硬
材料产业的理念，重点推动大单晶金刚石产品，坚持创新驱动，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公司发
展的核心动力，通过产业经营和资本运营双轮驱动，加快推进产业链纵深建设，积极拓展产
品在工业和消费领域的应用，实现公司快速、健康发展。
在过去的一年中，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64,423,168.00 元，同比增长 26.36%；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562,649.91 元，同比增长 37.27%；截止 2016 年末，公司资产规模
8,815,402,480.55 元，较年初增长 161.0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634,451,930.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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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年初增长 240.32% ，公司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一）完善公司治理，进一步提升公司运作水平
根据 2016 年度战略规划，公司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报告期内，公司先后组织制定和修订了《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制度》、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投资理财管理制度》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切实维护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根据规范治理的需要，公司进一步优化运营管理流程，强化决议的执行力，
提升运营效率。
（二）以大单晶金刚石发展为契机，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作为首家实现大单晶金刚石产业化制造的企业，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高度重视大单晶金
刚石产业链的发展，以大单晶金刚石业务发展为契机，通过产融结合提质升级，做优做强。
一方面公司加快扩大大单晶金刚石产能，提高供应效率，巩固公司市场地位；另一方面深度
挖掘大单晶金刚石产品的应用，在深耕工业应用基础上向消费饰品终端拓展，形成新的效益
增长点。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先期参与合成钻石分级标准制定、跟进质检技术、拓展合成钻
石理念及打造合成钻石品牌等多种方式加强品牌建设，增强市场对合成钻石的认知；通过赞
助郑开马拉松、出席“2016 中国国际钻石产业高峰论坛”和线上线下营销活动的方式，提升
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三）再融资工作顺利完成，资本助力产业战略发展
为巩固公司合成钻石的领先优势，公司圆满完成了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再融资事
项，发行股票 5.27 亿股，募集资金 45.88 亿元。本次增发的成功有利推动了“年产 700 万克
拉宝石级钻石项目”的快速实施。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完成项目一期房建和基础配套建设，
部分设备已到位，正处于安装调试。项目的快速推进有利于推动大单晶金刚石工业端应用和
饰品、轻奢品等消费领域的应用布局。同时，募集资金的到位有效改善了公司资产结构，增
强了公司盈利水平。
（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增强协同发展动能
作为超硬材料行业综合竞争力领先企业，公司坚持创新驱动，积极推动产学研用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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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建设，加强对现有产品的技术和设备的改造和升级，持续提升创新能力，充分发挥了科
技创新对公司产业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报告期内，公司统筹协调、有效整合产学研用资源，充分发挥优势互补的协同效应，提
升研发团队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 2016 年度公司新增授权专利 65 项，其中发明专利 7 项，实用新型专利 58 项。截至
2016 年末，公司累计获得授权专利 324 项，其中发明专利 30 项，实用新型专利 294 项；
2016 年度新增 7 项发明专利列示如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授权公告日

201210346193.7

发明专利

2016 年 1 月 20 日

一种金刚石切割线生产用的积液箱导向轮机构

201410034289.9

发明专利

2016 年 3 月 2 日

双路隔离恒流数控直流电流

201410769755.8

发明专利

2016 年 3 月 2 日

金刚石线锯专用多路钢线张力采集系统

201310411954.7

发明专利

2016 年 3 月 9 日

一种金刚石切割线生产设备的旋转磁铁机构

201410285315.5

发明专利

2016 年 5 月 11 日

201310408954.1

发明专利

2016 年 6 月 15 日

201310380827.5

发明专利

2016 年 8 月 10 日

一种金刚石切割线生产设备的
搅拌导向定位机构

金刚石线锯专用三合一带数据通讯功能
温度控制器
特种金刚石合成用复合导电金属圈

● 公司及子公司共同完成的“纳米钻石烯的研发与应用”和“纳米碳晶素的研发与应用”
获得河南省科学技术成果证书。
● 公司主持完成了行业标准《电镀金刚石线》JB/T 12543-2015 的制定，于 2016 年 3
月发布实施；自主完成《培育钻石分级》Q/SC 001-2016、《超硬材料 金刚石大单晶》Q/SC
002-2016 两项企业标准的制定，并向全国磨料磨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了 2017 年立项行
业标准：《超硬材料 金刚石大单晶》。
（五）健全内部管理机制，各项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以战略为导向的预算管理。通过分解经营目标，精细预算编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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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控制及分析，规范企业内部责权利关系，为经营管理决策辅助依据，提升管理效益。为确
保公司制度和各项重大决策的执行，公司成立效能督导小组，监督公司及子公司、各部门及
管理人员职责落实情况，跟踪保证公司各项重大决策的执行、落实，监督绩效考核与测评，
有效提升了公司执行力和管理效能。
（六）增强组织凝聚力，营造和谐企业文化
企业组织和文化建设是华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公司将“一克拉忠诚大于无限”的
信条融入到文化和技能培训、素质拓展训练等活动中，强调培育员工的团队精神，增强团队
凝聚力。2016 年 12 月成立党总支后，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和带领作用，使企
业文化更加和谐厚重。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比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营业利润比

毛利率比

毛利率
上年同期增减 上年同期增减 上年同期增减

超硬材料

547,179,159.46 271,113,517.48

49.55%

10.65%

19.07%

3.50%

超硬材料制品 194,027,222.01 45,855,989.06

23.63%

133.88%

26.77%

-19.9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
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64,423,168.00元，同比增长26.36%；营业成本641,572,295.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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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30.07%；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7,562,649.91元，同比增长37.27% 。公司
围绕资本运营助推产业经营的发展战略，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大单晶金刚石产品占比持续增
加，实现了营业收入的稳健增长；在保持主营业务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公司加强内部管理，
有效整合企业资源，多渠道拓展公司产品在工业和消费领域的应用，不断提升公司的市场占
有率和盈利水平。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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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为进一步规范增值税会计处理，促进《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
税〔2016〕36 号）的贯彻落实，财政部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发布实施了《增值税会计处理
规定》（财会[2016]22 号），2016 年 5 月 1 日至该规定施行之间发生的交易由于该规定而
影响资产、负债等金额的，应按该规定调整。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相关会计政策。
3、变更后釆用的会计政策
增值税相关会计处理按照财政部 2016 年 12 月 3 日发布的《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
会[2016]22 号）执行。其他未修改的部分，仍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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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由
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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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2）将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
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 年 5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税费
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 2016 年度调增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 3,240,363.27 元，调减管理费
用本年金额 3,240,363.27 元。
（3）将“应交税费”科目下的“应交增值税”、“未交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额”、
“待认证进项税额”、“增值税留抵税额”等明细科目的借方余额从“应交税费”项目重分
类至“其他流动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调增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 2,200,123.80 元，
调增其他非流动资期末余额 799,946.12 元；调增应交税费期末余额 3,000,069.92 元。
综上所述，此会计政策调整，为财务报表列示项目的调整，对公司当期净利润不产生影
响，对公司资产规模不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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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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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增加1户，没有减少，新增境外全资子公司SINO
CRYSTAL INT’L PTE. LTD.（华晶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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