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00687

公司简称：刚泰控股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上海证券交易所

刚泰控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600687

华盛达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毅

马杰

电话

021-68865161

021-68865161

传真

021-68866081

021-68866081

xieyi@gangtaikonggu.com.cn

majie687@126.com

电子信箱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上年度末

10,980,228,846.52

9,290,584,748.36

18.19

5,382,953,803.66

5,181,101,767.16

3.90

本报告期
（1-6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度末增减(%)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1,517,265,339.89

-688,469,027.76

不适用

5,075,003,750.36

4,770,871,229.87

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7,516,798.51

138,821,040.20

78.30

364,744,979.58

129,107,897.89

182.51

4.67

8.28

减少3.6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6

0.283

-41.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6

0.283

-4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1,66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股

持有有限售
持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比例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条件的股份

数量
(%)

量
数量

上海刚泰矿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55

365,440,057

0

质押

365,244,000

刚泰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71

174,299,695

100,502,512

质押

173,600,000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

国有法人
7.21

107,356,781

0

无

5.00

74,497,487

74,497,487

质押

74,497,487

4.33

64,414,071

0

质押

64,413,000

4.22

62,814,070

62,814,070

质押

62,810,000

司
上海六禾嘉睿投资中心（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合伙）
上海刚泰投资咨询股份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公司
上海淮茂股权投资基金管

境内非国有法人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通元鼎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3

37,688,442

37,688,442

质押

37,688,442

上海见乙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3

37,688,442

37,688,442

质押

37,688,442

赫连剑茹

境内自然人

2.03

30,150,753

30,150,753

质押

30,150,753

上海珂澜投资管理中心（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4

22,864,321

22,864,321

无

限合伙）
公司股东刚泰集团、刚泰矿业及刚泰投资咨询均为实际控制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人徐建刚先生同一控制下的企业，本公司和刚泰集团、刚泰
矿业、刚泰投资咨询均为徐建刚先生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结合中国经济周期所处阶段和为股东创造稳定价值的目的，公司制定了向下游扩展增强消费
属性，降低周期属性的发展战略。同时，为紧随互联网消费时代日益增长的在线购买趋势，规避
传统行业和传统经营模式的局限，公司致力于打造“互联网+”生态圈，以互联网珠宝为基础平台，
以娱乐营销提升珠宝的品牌内涵和附加值，以金融结合产业链产生协同效应，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2016 年上半年，公司围绕上述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盈利水平得到显著提升。报告
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7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3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2.4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8.30%。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大幅度增长的原因为公司通过并购具
有较强盈利能力、能够与公司主业产生协同效应的企业，并对被并购公司实施产业、资源和管理
三个纬度的整合。在并购企业为公司带来利润增长的同时，公司全力推进向产业链拓展战略，对
原有业务进行不断优化和调整，提高零售业务占比、调整产品结构获得更高毛利。
2015 年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的上海珂兰商贸有限公司 100%股权，于 2016
年 1 月 4 日完成工商变更手续。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收购和增资进一步取得广州市优娜珠宝首饰
有限公司的股权，持股比例达到 51%。公司通过并购珂兰钻石、优娜珠宝等珠宝一线平台，迅速
拥有了成熟的 O2O 平台与完整体系，已经形成线上引流、线下体验成交的商业模式。上述两家公
司于报告期内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在为公司带来利润贡献的同时，与公司主业的协同效应初
现。
报告期内，公司降低传统批发业务占比，提高零售业务占比，同时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增加
镶嵌类、K 金类产品和文化金、纪念金等高利润产品的比重，进一步增强了公司盈利能力。
同时，公司把原有的黄金珠宝主业、娱乐营销、影视文化产业有效粘合，通过品牌植入、明
星代言等各类娱乐营销方式促进黄金珠宝产品的销售，塑造有市场号召力的珠宝品牌，提升产品
附加值，与主业紧密协同。文化娱乐产业市场发展空间巨大，在与主业协同的同时，报告期内公
司影视娱乐制作及营销产业也对公司形成一定利润贡献。
公司从上游黄金开采进一步向下游黄金珠宝饰品销售延伸，从传统型销售模式进一步向“互
联网＋”的新型销售模式升级，从以生产型为主进一步向“生产＋互联网珠宝＋娱乐营销＋金融
服务”生态圈拓展，形成了互联网珠宝+娱乐营销+供应链金融的生态圈基本雏形。

（二）主营业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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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5,075,003,750.36

4,770,871,229.87

6.37

营业成本

4,320,430,917.11

4,467,416,304.64

-3.29

销售费用

86,365,820.12

5,957,227.29

1,349.77

管理费用

60,071,449.04

22,224,816.91

170.29

财务费用

101,436,840.59

71,831,579.77

41.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7,265,339.89

-688,469,027.76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2,691,283.41

-494,828,085.66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4,169,704.63

1,382,577,858.16

-26.65

营业外收入

18,635,219.61

718,436.06

2,493.86

营业外支出

1,252,696.82

3,465,519.28

-63.85

所得税费用

88,330,028.27

63,889,939.57

38.25

251,506,220.88

138,821,040.20

81.17

营业税金及附加

19,408,804.84

1,251,469.96

1,450.88

资产减值损失

-9,877,428.67

9,342,761.42

-205.72

-162,885,146.70

-6,255,977.70

-2,503.67

-12,392,549.62

18,866,970.81

-165.68

研发支出

净利润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并购子公司及自身业务结构优化，降低传统批发业务占比，增加零售
及其他业务占比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并购子公司毛利率较高，加之自身业务结构优化，毛利率提升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公司并购子公司及经营规模扩大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并购子公司的销售费用合并进入利润表及自建旗舰店销
售费用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并购子公司管理费用合并进入利润表及自建旗舰店管理

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并购子公司及借款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资金回笼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套保单边损失所致。
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交易性金融负债到期收益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水利建设专项资金上缴政策变化所致。
所得税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公司并购子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利润增加所致。
净利润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公司并购子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利润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根据公司下半年整体业务安排增加存货储备及
并购企业业务规模扩大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公司收购兼并及投资产业基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内，瑞格传播、珂兰钻石、优娜珠宝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报告期内分别实现净利
润 4,384.00 万元、1737.26 万元及 633.71 万元。公司通过并购具有较强盈利能力、并能与公司主
业产生协同效应的企业，增加产品品类，不断调整产品结构，提高销售毛利率，增加效益。
(2)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2013 年公司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公司向上海刚泰矿业有限公司、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刚泰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 100%的股权，同时向上海刚泰矿业有限公司出售本公司持有的浙江华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89.78%的股权。涉及的资产过户相关手续和配套融资的的相关发行工作全部完成，大冶矿业
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盛达房产正式从上市公司剥离。
2013 年大冶矿业承诺实现净利润 15,060.21 万元，实际完成净利润 15,617.17 万元；2014 年
承诺实现净利润 22,001.44 万元，
实际完成净利润 23,210.05 万元；
2015 年承诺实现净利润 28,345.79
万元，实际完成净利润 37,700.40 万元。
公司在此期间，不仅超额完成利润承诺，而且进一步稳定了黄金上游的探矿与开采，积极向
下游黄金饰品销售进行拓展，企业转型取得了较好的进展。
2016 年 2 月 2 日公司发布了《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该项重大资产重组时非公
开发行股份已经于 2016 年 2 月 5 日上市公司。

2015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工作，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甘
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984 号)，公司向深圳
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等 9 家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 410,175,875 股，共募集资金 32.65 亿元。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收购珂兰钻石 100%股权和瑞格传播 100%股权、O2O 体系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
瑞格传播已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珂兰钻石于 2016 年 1 月 4 日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瑞格传播、珂兰钻石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报告期内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016 年 8 月 8 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根
据公司实际情况及发展规划，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快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同意
公司将“O2O 营销渠道和信息管理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
海悦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除实施主体变更外，与“O2O 营销渠道和信息管理中心建设项目”相
关的实施方案等其它内容保持不变。同时，公司拟以“O2O 营销渠道和信息管理中心建设项目”
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含银行存款利息）合计 45,560 万元对悦玺科技实缴出资并增资，其中
10,000 万元用于向悦玺科技实缴出资，剩余资金用于对其增资。本次实缴出资并增资完成后，悦
玺科技注册资本为 45,560 万元，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变更实施主体暨增资事宜，尚需经
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2016 年上半年，公司经营计划进展如下：
1、整合互联网珠宝资源，完善产业链，打造互联网珠宝生态圈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整合互联网珠宝资源，完成了珂兰钻石的并
购。2016 年 6 月 30，珂兰钻石与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京东“JD.COM”开放平台店铺
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合作运营“京东商城珂兰收藏投资频道”项目。珂兰钻石希望通过战略合
作实现双方优势互补，进一步增强珂兰品牌在珠宝电商行业的影响力，扩大珂兰的销售渠道和业
务量，从而提升上市公司整体经营业绩。
除持有曼恒数字 3.14%股权外，2016 年 5 月 23 日，公司与曼恒数字签署《投资协议书》
，约
定就打造“3DCity”独立珠宝首饰品牌的个性首饰定制 C2B+3D 打印项目，投资设立国内合资有限
责任公司曼晟网络。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其中公司与曼恒数字各出资 1,500 万，各持有
合资公司 50%股权。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收购和增资进一步取得优娜珠宝股权，持股比例达到 51%。
目前，通过并购与合作，国内最大的钻石电商珂兰钻石的 O2O 平台、彩宝电商第一名优娜珠

宝、曼恒数字的 C2B 个性化定制+3D 打印体系已经先后加盟。一个完整“O2O 平台+设计研发+C2B
个性化定制+3D 打印”一体化的互联网珠宝生态圈正在形成——O2O 平台为 C2B 平台引流，C2B+3D
打印使入门级珠宝的个性化定制成为现实。同时，黄金饰品到钻石，钻石到彩宝的消费升级将促
进客户的重复购买，沉淀大量有粘性的活跃用户。
在并购的基础上，公司积极推进产品扩容、线下体验店扩容和技术平台扩容等计划。公司逐
步将旗下传统的黄金及饰品产品、钻石产品、彩色珠宝产品陆续对接到线上新平台，同时施行千
店计划，以线下加盟的方式开设体验店，将公司的线上线下业务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链。
在此基础上，公司尝试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完善金融+产业链布局，力争形成整体联动。
2、塑造娱乐营销品牌文化，提升品牌知名度，增强文化内涵
公司在娱乐营销方面的布局着眼品牌文化塑造，通过影视植入、娱乐宣传、明星代言、VR/AR
宣传、IP 衍生等方式做珠宝的营销推广，迅速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品牌价值，增强品牌文化内涵。
报告期内，公司已收购瑞格传播 100%股权。同时，公司通过设立产业基金的方式，在移动互联网、
影视传媒、文化产业等方面进行适当投资，形成与主业的紧密协同。
从“产业+娱乐营销+金融”启程，公司逐步落实各项规划，促进三大业态协同发展，在变革与
创新中促使公司发展成为“平台+价值创造+金融衍生”的企业。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营业收

营业成

毛利率

入比上

本比上

（%）

年增减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上年增减
（%）

黄金及黄金

增加 7.22
4,926,140,778.76

4,258,001,529.47

13.56%

饰品珠宝业

-4.69
个百分点

影视文化娱
146,466,604.70

62,429,387.64

57.38%

5,072,607,383.46

4,320,430,917.11

14.83%

乐
总计

3.28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营业收

营业成

毛利率

入比上

本比上

（%）

年增减

年增减

（%）

（%）

-5.54%

-11.98%

毛利率比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上年增减
（%）

黄金及黄金

增加 6.41
4,206,643,977.02

3,683,553,982.00

12.43%

饰品

个百分点

贵金属收藏

增加 0.4
401,465,395.41

356,526,797.51

11.19%

品

26.84%

26.27%
个百分点

钻石类

256,307,844.06

186,945,749.26

27.06%

146,466,604.70

62,429,387.64

57.38%

彩宝类

48,310,475.22

30,938,506.37

35.96%

品牌使用费

13,413,087.05

36,494.33

99.73%

5,072,607,383.46

4,320,430,917.11

14.83%

影视娱乐制
作及营销

总计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随着公司战略部署的逐步推进，公司产业发展主线逐渐清晰，产业分类在原有黄金及黄金珠
宝饰品的基础上增加了影视文化娱乐产业，影视文化娱乐产业协同黄金及黄金珠宝饰品主业发展，
据此调整公司分行业数据列示。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东北

192,714,434.69

华北

100,446,123.30

-91.24

华东

1,741,304,562.65

316.76

华南

2,885,489,540.20

-9.74

华中

21,091,311.53

西北

65,423,429.07

西南

66,137,982.02

705.04

总计

5,072,607,383.46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并购，使公司业务所涉及区域更广。
（四）核心竞争力分析
1、相较于传统黄金珠宝销售商，公司互联网珠宝平台的布局基本完成，发展趋势良好。在客
户拓展，节约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公司将互联网平台作为基石，布局建设互
联网珠宝+娱乐品牌营销+供应链金融的生态圈初具规模，结合 O2O 的销售模式，通过影视植入、
明星代言、VR 营销、产品授权等娱乐营销的方式加强品牌建设，通过产业+金融服务为行业提供
供应链金融服务，增加经销商和加盟商的忠诚度，形成互联网珠宝生态圈这一商业模式的核心竞
争力。同时，产品设计、加工、O2O 销售、C2B 个性化定制、3D 打印形成产品和服务的的产业链
闭环，形成产品核心竞争力
2、根据公司互联网珠宝发展战略，公司并购的企业均为行业龙头企业，其本身拥有核心竞争
力，其创始人股东均通过协议和股权质押锁定三年，高管和核心骨干均通过协议锁定五年，确保
了核心人才团队的稳定性，确保了将其核心竞争力纳入公司。在完成并购的过程中，公司打造了
一支管理能力强、对企业忠诚、并购经验丰富的经营管理团队，能胜任企业转型、企业并购、企
业管理等工作。
3、公司拥有大型黄金矿产资源储备，下属公司大冶矿业拥有探矿权 22 项，采矿权 1 项，这
些资源未来在金价进入上行趋势时会给公司带来超额的收益。
2016 年 7 月 1 日公司收到甘肃省国土资源厅《查明矿产资源储量登记书》
，截止评审基准日
（2015 年 8 月 31 日）
，甘肃省西和县大桥一带金及多金属矿详查探矿权 60 线-156 线详查区范围
内，新增查明和预测的金矿石量 998.47 万吨，金金属量 16.134 吨。其中：工业矿体矿石量 276.62
万吨，金金属量 8.235 吨,平均品位 2.98 克/吨；低品位总矿石量 721.86 万吨，金金属量 7.899 吨，
平均品位 1.10 克/吨。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现保有总金矿石量 5096.43 万吨，保有总金金
属量 90.045 吨，其中：工业矿体矿石量 1630.38 万吨，金金属量 52.533 吨,平均品位 3.22 克/吨；
低品位总矿石量 3466.05 万吨，金金属量 37.512 吨，平均品位 1.08 克/吨。
4、公司下属公司国鼎黄金具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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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行金融机构具有高知名度和广泛的销售渠道。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所有子公司均纳入合并财务报表。本期纳
入合并范围的公司为本公司和 45 家子公司，比上年合并范围新增 24 家子公司。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