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687

股票简称：刚泰控股

公告编号：2016-060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就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
的事后审核意见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30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甘肃刚泰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16】0568
号）（ 以下简称“《意见函》”)。根据相关要求，现就《意见函》相关内容回
复如下：
一、关于主营业务经营模式
根据年报，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金矿勘探开采、黄金及黄金饰品销售等。为
帮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公司的经营模式，请公司补充披露黄金开采、黄金及黄金
饰品销售业务的经营模式和主要经营数据。
1.黄金开采业务。年报披露，黄金开采具有很强的周期属性，大冶矿业自产
金的销售价格很大程度受到国际金价波动的影响，公司拥有的黄金矿产资源储备
在金价上行时会给公司带来收益。为便于投资者更好地理解公司黄金开采业务的
经营情况，请补充披露：（1）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黄金矿产资源的保有储量、
可采储量、平均品位等；（2）报告期内，公司黄金矿产资源的开采量，以及实
现的黄金产量；（3）报告期内黄金开采业务实现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毛利
率。
答复：
（1）

大桥矿区备案的累计探明矿石量 4,207.75 万吨，金金属量 76.444 吨。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保有矿石量 4,106.17 万吨，保有金金属量 73.945 吨，
可采矿石量 3,695.55 万吨。具体数据如下：

根据甘肃省地调院编制并经国土资源部备案的《甘肃省西和县大桥金矿资
源储量核实报告》：采矿权内总矿石量 2,869.37 万吨，总金金属量 52.248 吨。
其中：工业矿体矿石量 967.97 万吨，金金属量 31.981 吨,平均品位 3.3g/吨；
低品位(1.08 克/吨)总矿石量 1,871.7 万吨，金金属量 20.267 吨。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保有矿石量 2,738.09 万吨，保有金金属量 49.749 吨，其中：工业
矿体保有矿石量 866.39 万吨，保有金金属量 29.482 吨，金平均品位 3.3 克/吨；
低品位(1.08 克/吨)保有矿石量 1,871.7 万吨，金金属量 20.267 吨。
另外，根据在国土资源部备案的《甘肃省西和县大桥矿区大桥金矿外围 63
线-159 线、540 线-564 线详查报告》，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保有总矿石量
1,368.08 万吨，保有金金属量 24.196 吨。其中:工业矿体资源量 14,850 千克,
平均品位 3 克/吨,低品位(1.07 克/吨)资源量 9,346 千克。
（2） 报告期内，国际金价持续低位，公司主动调减黄金矿产开采量。2015 年，
公司黄金矿产资源的开采量 21.39 万吨，实现的黄金产量 216.033 公斤。
（3） 报告期内，由于公司主动调减黄金矿产开采量，固定成本摊销基数减少，
黄金开采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4,957.95 万元,营业成本 7,620.92 万元，毛利率为
-53.71%。公司将根据国际黄金价格走势,适时调整黄金矿产开采量。

2.黄金及饰品销售业务。根据年报，因黄金开采具有很强的周期属性，公司
制定了向下游黄金珠宝消费拓展的战略，确立了互联网黄金珠宝垂直电商的发展
目标。为便于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公司黄金及饰品销售业务的经营以及转型情况，
请补充披露：
（1）报告期内公司互联网黄金珠宝电商销售渠道实现的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和毛利率；（2）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的线下零售渠道情况及销售额，线
下零售渠道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自营门店等；（3）报告期内公司黄金及饰
品业务前五名采购供应商及采购金额，前五名批发销售客户及销售额。
答复：
（1）2015 年初，公司制订了通过收购互联网珠宝行业领军公司的方式完成
互联网珠宝战略布局的工作方针。公司收购上海珂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珂兰”）的工商变更登记于 2016 年 1 月 4 日完成，上海珂兰未纳入公司
2015 年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7 日，以现金收购广州市优娜珠

宝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娜珠宝”）部分股权后，对优娜珠宝持股比例
共计达 45.96%。2016 年 3 月 2 日，公司又以自有资金单方面向优娜珠宝增资
4,734.69 万元，增资后公司合计持有优娜珠宝 51%的股权，实现对优娜珠宝的
绝对控股。优娜珠宝未纳入 公司 2015 年合并报表范围。
上海珂兰是一家以互联网 O2O 平台为主要销售渠道、以钻石和黄金珠宝为
主要产品的互联网珠宝企业。2015 年上海珂兰实现营业收入 10.56 亿、营业成
本 8.06 亿、毛利率 23.64%。
优娜珠宝是一家以互联网 O2O 平台为主要销售渠道、以彩色宝石为主要产
品的互联网珠宝企业。2015 年优娜珠宝实现营业收入 1.33 亿、营业成本 0.85
亿、毛利率 36.38%。
2015 年，公司基本完成了于互联网珠宝行业的战略布局，电商销售渠道为
公司带来的销售增长，将从 2016 年逐渐显现。
（2）报告期内公司黄金及黄金饰品线下零售渠道情况及销售额如下：
销售渠道

销售金额（万元，不含税）

展厅渠道

18,867.69

活动展销

6,959.12

门店专柜

473.81

银行渠道

6.92

其他零售

406.59

合计

26,714.13

备注：大冶矿业于 2015 年 4 月收购国鼎黄金 100%股权，国鼎黄金于 2015 年 5 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国鼎 2015 年 1-4 月销售额未纳入上表统计。

（3）报告期内公司黄金及饰品业务前五名采购供应商及采购金额，前五名批发
销售客户及销售额如下：
2015 年全年销售前 5 名
序号

客户

含税金额（万元）

1

深圳市粤豪珠宝有限公司

143,139.41

2

北京兴龙马珠宝有限公司

137,468.95

3

深圳市东方金钰珠宝有限公司

78,027.24

4

浙江金牛工贸有限公司

61,569.87

5

深圳市新源祥珠宝有限公司

52,163.97

总计

472,369.44

2015 年全年采购前 5 名
序号

客户

含税金额（万元）

1

上海黄金交易所

627,604.38

2

深圳市卡尼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77,793.25

3

北大方正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26,104.10

4

中金黄金集团黄金珠宝（北京）有限公司

11,981.65

5

深圳市七彩金刚首饰有限公司

7,921.33

总计

751,404.71

3.黄金租赁业务。根据年报，公司向商业银行租赁黄金的期末原值约 9.4
亿元，因黄金租赁形成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负债 10.03
亿元。为便于投资者更好地理解公司黄金租赁业务的经营模式，请补充披露：
（1）
公司开展黄金租赁业务的主要目的及报告期内相应租赁黄金数量及原值，租赁目
的包括但不限于获取原材料、融资等；（2）公司黄金租赁业务的套期保值等风
险管理措施，未采取套期保值的风险敞口金额；（3）结合公司黄金租赁的业务
环节和会计核算过程，说明黄金租赁业务中，金价上升或下降对报告期损益的影
响，以及完整业务环节中金价波动对损益的影响。
答复：
（1）黄金租赁业务是商业银行的常规业务之一，主要针对产金用金企业。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是以金矿勘探开采、黄金及黄金饰品销售为主营业务，符合
商业银行开展黄金租赁业务的要求。公司通过与银行开展黄金租赁业务进行融
通资金，降低融资成本。
在报告期期末，公司尚未到期的黄金租赁 4,405.00 公斤，原值 10.31 亿元。

（2）为规避黄金金价波动对黄金租赁的影响，公司主要采取了签订黄金租
赁远期合约和黄金 T+D 两种方式进行套期保值操作。根据市场惯例，黄金租赁
的套期保值可以委托银行进行套期保值操作，也可以由企业进行套期保值操作。
在报告期期末，公司尚未到期黄金租赁 4,405.00 公斤，其中，由银行配套
续做远期套保业务的黄金租赁为 2,162.00 公斤，企业自行开展套期保值操作的
对应套保仓位为 1,385.00 公斤，未采取套期保值的黄金租赁风险敞口为 858.00
公斤，敞口金额原值 2.13 亿 元，敞口率约为 20%。
（3）在黄金租赁业务中，企业通过套期保值的方式规避黄金价格波动对企
业的影响。黄金租赁业务的相关环节包括：黄金租赁到账、套期保值、期末计
量、归还黄金租赁。
1）黄金租赁到账。与银行签订租赁合同，银行将黄金原料拨付至企业购金
专户。企业将黄金原料卖给金交所，获得资金，确认交易性金融负债。
2）套期保值。通过委托银行签订远期合约或者自行签订远期合约，以及在
金交所平台上增加黄金 T+D 仓位的方式实施黄金租赁套期保值。
3）期末计量。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黄金租赁业务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进行
核算，以报告期末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 AU9999 的市价作为黄金租赁的公允价
值，以期货交易所公布的远期结算价作为远期合约的公允价值，通过与上期价
格的对比，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套保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黄金租赁的公
允价值变动形成对冲机制。
4）租赁到期归还。在黄金租赁到期日，公司按照当日黄金的市场价格，通
过在上海黄金交易所购买原料金，归还银行。购金金额与租赁原值的差异，确
认投资损益，同时，结转套期保值损益，计入投资损益
结合黄金租赁的业务环节和会计核算过程，在黄金租赁业务中，由于实施
了套期保值，套期保值对损益的影响恰好对冲金价波动对黄金租赁损益的影响，
所以金价上升或下降对报告期损益的影响较小。

二、关于大冶矿业的业绩情况
2013 年，公司分别向刚泰矿业、大地矿业和刚泰投资咨询发行股份购买大
冶矿业 100%股权，刚泰矿业、大地矿业及刚泰投资咨询承诺大冶矿业补偿期限

内每年的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大冶矿业同期的预测净利润数，其中，2015 年度
大冶矿业盈利预测数为 28,345.79 万元。为便于投资者更好地了解重组标的的业
绩情况，请公司补充披露下列信息。
4.增资及红利分配。年报披露，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大冶矿业的投资期初余
额 9,873 万元，本期增加 7.4 亿元。根据公司临时公告，上述增资全部通过大冶
矿业再向其全资子公司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增资。同时，母公司利润表中
3.7 亿元的投资收益系大冶矿业分回的红利。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通过
大冶矿业向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增资的主要原因和必要性；（2）报告期
内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3）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增
资，同时子公司大额分回红利的主要原因。
答复：
（1）上海刚泰黄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刚泰黄金”）是大冶矿
业的于 2013 年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主要从事黄金饰品、珠宝首饰的批发业
务，此类业务属资金密集型业行业，资金占用量较大。
上海刚泰黄金近两年业务增长较快，2014 年销售额 35.05 亿，2015 年销
售额达到 52.86 亿，增长了 50.83%，预计 2016 年业务也将持续增长。随着公司
业务的不断发展，资本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日趋明显。2014 年末，上海刚泰黄
金的资产负债率为 85.98%，权益乘数 7.13 倍。为了优化企业资本结构，促进良
性发展，报告期内，在履行完全部内部决策程序之后，大冶矿业以自有资金对
上海刚泰黄金实施了增资。通过此次增资，上海刚泰黄金资产负债率降至 57.14%，
权益乘数降为 2.33 倍。有效降低了上海刚泰黄金的财务风险，优化了资本结构，
促进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2015 年上海刚泰黄金实现营业收入 52.86 亿，净利润 2.60 亿。
（3）刚泰控股是一家集团性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本部主要承担管理职
能，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主要来源于下属子公司，但由于上市公司年度利润分
配的基础是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因此上市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必须向母公司进
行利润分配，才能保证上市公司的正常分红。

5.大冶矿业的经营业绩。根据年报，报告期内大冶矿业实现业绩约 3.8 亿
元，完成业绩承诺。同时，报告期内公司西北地区实现营业收入 4,082 万元，营
业成本 4,375 万元，毛利率-7.16%，同比减少 14.15%。此外，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作为担保方为大冶矿业、国鼎黄金以及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余额 20.8 亿元；报告期内大冶矿业收购的国鼎黄金实现净利润 1.2 亿元。请公
司补充披露：（1）国鼎黄金、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成为大冶矿业子公司
的时间和方式；（2）大冶矿业收购国鼎黄金的最终资金来源；（3）大冶矿业报
告期内实现的 3.8 亿元业绩是否包括了国鼎黄金和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
的利润数据；（4）结合上述增资、担保以及收购资金等情况，说明是否存在为
确保盈利预测实现的资源倾斜行为。
答复：
（1） 2013 年 7 月 15 日，大冶矿业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上海刚泰黄金，持有
其 100%股权；2015 年 4 月 14 日，大冶矿业以现金收购国鼎黄金 100%股权。
（2） 大冶矿业收购国鼎黄金的资金来源包括 50%自有资金、50%并购贷款，大
冶矿业自行承担该并购贷款相关成本。
（3） 大冶矿业报告期内实现的 3.8 亿元业绩包括了上海刚泰黄金 2015 年全
年及国鼎黄金 2015 年 5-12 月的利润。国鼎黄金和上海刚泰黄金为大冶矿业自
筹资金收购/设立，大冶矿业持有其 100%股权，纳入大冶矿业合并报表范围。
（4） 公司直接持有大冶矿业、间接持有国鼎黄金和上海刚泰黄金 100%股权，
为大冶矿业、国鼎黄金和上海刚泰黄金母公司。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公司为上述三家公司贷款提供担保，履行了相应的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贷款成本由上述三家公司自行承担，此为公司依据
市场惯例做出的正常商业行为。公司不存在为确保大冶矿业、国鼎黄金盈利预
测实现的资源倾斜行为。

三、关于财务问题及其他
6.收购国鼎黄金会计处理。年报披露，报告期内为提升利润率，收购了黄
金珠宝实体零售企业国鼎黄金 100%股权，并获得上海黄金交易所综合类会员、
中国金币特许零售商、上海造币有限公司特许经销商等业务资质和特许经营权。

购买日，国鼎黄金账面净资产 1.3 亿元，100%股权评估值 3.17 亿元，公司支付
交易对价 3 亿元，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为 1.3 亿元，并确认商誉
1.7 亿元。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
的一般规定（2014 年修订）》第二十六条，请公司补充披露：（1）购买日国鼎
黄金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2）收购中或有对价的安排、购
买日确认的或有对价的金额及其确定方法和依据；（3）购买日国鼎黄金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与 100%股权评估值存在差异的原因；（4）上述会员资格及特许
经营权等的公允价值是否能够可靠计量，公司未将其单独确认为无形资产是否符
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众会字(2016)第 5077 号文答复如下：
（1） 购买日国鼎黄金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购买日国鼎黄金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一致。
购买日国鼎黄金资产 9.0 亿元，包括：货币资金、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
他应收款、存货等流动资产 8.4 亿元；固定资产、在建工程账面、无形资产和长
期待摊费用等长期资产 0.6 亿元；负债 7.7 亿元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
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应付利息、其他应付款，全部为流
动负债。
购买日国鼎黄金的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以金融资
产与金融负债列示，购买日其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一致。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在建工程和长期待摊费用，主要为国鼎黄金于 2014 年度新购置的办公楼房、土
地使用权及相关装修费用等， 2014 年度以市场价格购入的长期资产的账面价值
在购买日与市场价格仍然比较接近，即与公允价值一致。
（2）收购中或有对价的安排、购买日确认的或有对价的金额及其确定方法和依据；
本次收购国鼎黄金 100%股权，收购价格 3 亿元全部以现金购买，收购协议
中未安排或有对价。
（3）购买日国鼎黄金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与100%股权评估值存在差异的原因；
根据国鼎黄金 100%股权评估报告（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报告文号
银信评报字（2015）沪第 0102 号）：“国鼎黄金拥有大量的诸如知识产权、客
户关系、人力资源、特许经营、商誉等无形资产，无法通过资产基础法进行完整

的体现，仅对现有可辨认的资产进行评估，会严重低估企业价值，因此评估不适
用资产基础法”。最终评估采用收益法确认国鼎黄金 100%股权评估价值为 3.17
亿元。
国鼎黄金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与 100%股权评估值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在于：基于收益法得出的 100%股权评估值，其评估值无法分配到国鼎黄金相关
的可辨认资产、负债中；也不能形成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无形资产，从而导
致二者存在差异。
（4）上述会员资格及特许经营权等的公允价值是否能够可靠计量，公司未将其
单独确认为无形资产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基于收益法得出的 100%股权评估值，其评估值无法分配到国鼎黄金相关的
可辨认资产、负债中；国鼎黄金会员资格及特许经营权等的公允价值无法可靠计
量，因此公司未将其单独确认为无形资产。
会计师认为：购买日国鼎黄金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价值的确认符合相关
准则的规定；国鼎黄金会员资格、特许经营权等，其公允价值无法可靠计量，
公司未将其单独确认为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7.收购瑞格传播会计处理。年报披露，根据 2015 年 3 月 6 日、4 月 8 日签
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公司收购自然人赫连剑茹、戢二卫和杭州凯泰厚
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北京瑞格嘉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股权。
购买日，瑞格传播账面净资产 9,466 万元，100%股权评估值 4.6 亿元，转让价格
为人民币 4.4 亿元，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为 9,466 万元，并确认商
誉 3.5 亿元。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
告的一般规定（2014 年修订）》第二十六条，请公司补充披露：（1）购买日瑞
格传播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2）收购中或有对价的安排、
购买日确认的或有对价的金额及其确定方法和依据；（3）购买日瑞格传播可辨
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与 100%股权评估值存在差异的原因。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众会字(2016)第 5077 号文答复如下：
（1）购买日瑞格传播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购买日瑞格传播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一致。
购买日瑞格传播资产合计 1.66 亿元，包括货币资金、应收账款、预付账款、
其他应收款、存货等流动资产 1.6 亿元；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账
面、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等长期资产 0.6 亿元；负债合计 0.71 亿元，包括
短期借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应付利息、应付股
利、其他应付款，全部为流动负债。
购买日瑞格传播的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以金融资
产与金融负债列示，购买日其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一致。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和长期待摊费用等长期资产的账面价值在购买日与其公
允价值一致。
（2）收购中或有对价的安排、购买日确认的或有对价的金额及其确定方法和依据；
本次收购瑞格传播 100%股权，收购价 4.4 亿元全部以现金购买，收购协议
中未安排或有对价。
（3）购买日瑞格传播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与100%股权评估值存在差异的原
因。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根据瑞格传播 100%股权评估报告（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报告文号
银信评报字（2015）沪第 0123 号）：“瑞格传播所属娱乐营销行业属于轻资产
行业，企业虽有完备的财务资料和资产管理资料可以利用，可以获得资产成本的
有关数据和信息，但构成企业的各项资产的成本不能反映企业作为有机整体的价
值，因此本次评估不采用资产基础法”。最终评估采用收益法确认瑞格传播 100%
股权评估价值为 4.6 亿元。
瑞格传播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与 100%股权评估值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在于：基于收益法得出的 100%股权评估值，其评估值无法分配到瑞格传播相关
的可辨认资产、负债中；也不能形成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无形资产，从而导
致二者存在差异。
会计师认为：购买日瑞格传播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价值的确认符合相关
准则的规定。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6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