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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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 刚泰控股 股票代码

600687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秦 马杰

电话

021-68865161 021-68865161

传真

021-68816081 021-68816081

电子信箱

gangtaikonggu@163.com majie687@126.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2,268,145,954.37 2,032,725,642.00 1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06,684,516.33 1,383,555,775.13 1.6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4,091,663.35 -369,203,628.20 17.64

营业收入

817,174,070.69 410,259,655.43 9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50,439,790.45 92,993,916.80 -4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

润

???

49,871,541.94 -22,175,576.0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58 24.28

减少

20.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03 0.296 -65.2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03 0.296 -65.20

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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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上海刚泰矿业有限公司

??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88 166,109,117 165,915,027

质押

166,109,117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9.95 48,798,537 48,798,537

刚泰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84 33,544,174

质押

33,542,191

上海刚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97 29,279,123 29,279,123

质押

29,279,122

建信基金

－

民生银行

－

华鑫信托

－

东源

9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4.33 21,242,785 21,242,785

建信基金

－

民生银行

－

华鑫信托

－

东源

11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4.31 21,109,217 21,109,217

建信基金

－

民生银行

－

华鑫信托

－

东源

10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4.04 19,796,716 19,796,716

建信基金

－

民生银行

－

华鑫信托

－

东源

12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3.91 19,148,658 19,148,658

季振兴 境内自然人

1.15 5,646,882

姜国茂 境内自然人

0.76 3,747,2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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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徐建刚同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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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控制下

的关联方

。

2.3�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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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上半年，国际黄金价格剧烈波动，黄金需求由上年的井喷转为平稳增长。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

势，公司董事会积极应对，较好地完成了董事会在年初提出的经营目标。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1,

717.7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99.1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49,

871,541.9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24.89%。 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务利润大幅增加，公司盈利能力大幅增

强。

报告期内，大桥金矿生产稳定，矿产资源储量不断增长。 在稳定黄金开采并力求扩大产能的同时，公

司继续着力打造集黄金资源开采、黄金珠宝翡翠设计加工销售、黄金艺术文化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的黄金

文化企业。 公司不断拓展客户渠道，加大销售收入，增强盈利能力。 同时，作为大文化产业概念的延伸，公

司适时进入影视传媒文化领域，力求提升全产业链黄金文化企业的文化内涵。报告期内，公司与辽宁广播

电视台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与比高动画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

下半年，公司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利润水平。一是公司加大了营销力度，公司孙公司上海

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与浙江金牛工贸有限公司签订6亿元的黄金珠宝类产品销售合同、 与国鼎黄金有

限公司签订了不少于10亿元黄金产品购销框架协议，为下半年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打下基础。 二是公司

加大了资源的勘探力度，增强资源储备，为未来的可持续经营奠定坚实基础。三是公司将加强并购重组的

力度。通过并购重组增强公司的盈利水平，迅速扩大市场份额。四是公司将把移动互联网概念引入黄金饰

品加工销售业务，并积极探索黄金金融业务，增加利润空间，拓展利润增长点。五是加大文化产业投入，进

一步将黄金文化产业落到实处，产生效益。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营业收入

817,174,070.69 410,259,655.43 99.18

营业成本

724,416,678.88 363,169,591.93 99.47

销售费用

2,265,222.02 100

管理费用

11,818,649.13 68,627,224.24 -82.78

财务费用

9,829,896.49 2,649,994.98 270.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4,091,663.35 -369,203,628.20 17.6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823,970.08 323,099,401.75 -111.0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527,516.20 -26,827,904.92 847.46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系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主营业务规模扩大，主要是从事黄金开采及黄

金饰品加工销售业务规模迅速扩大导致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因营业收入增加导致营业成本相应增加。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系公司开展黄金饰品销售业务产生。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因上年同期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时发生的重组费用较大，本期没有此项费用。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因本期贷款增加相应增加财务费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上年同期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处置浙江华盛达房地产开

发公司股权影响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筹资数量大幅增加所致。

2、 其它

(1)�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1、矿产资源开发及勘探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年初制订的经营计划加大了矿产资源开发勘探力度，随着找矿线索不断增加，

勘查面积进一步扩大。 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矿业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综合

竞争能力大大提高。

2、黄金饰品加工销售业务

公司根据黄金饰品业务的特点进行了客户划分和品牌推广，并加大了销售渠道建设。 报告期内公

司孙公司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与浙江金牛工贸有限公司签订6亿元的黄金珠宝类产品销售合同、

与国鼎黄金有限公司签订了不少于10亿元黄金产品购销框架协议，扩大产品销售渠道，为下半年公司经

营业绩的提升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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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上年

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

黄金及黄金饰品

609,262,564.59 517,452,978.98 15.07 583.11 977.52

增加

31.09

个百分

点

有色金属

207,688,846.11 206,963,699.90 0.35 -33.22 -33.11

增加

0.16

个百分

点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发 展 高 速 公

路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

福建发 展 高 速 公

路股份有限公司

609,262,564.59 517,452,978.98 15.07 583.11 977.52

增加

31.09

个百分

点

福建发 展 高 速 公

路股份有限公司

207,688,846.11 206,963,699.90 0.35 -33.22 -33.11

增加

0.16

个百分

点

（1）公司主要从事黄金开采及黄金饰品加工销售业务，电解铜、锌锭贸易业务规模正在逐步缩小直

至退出。 黄金及黄金饰品营业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74.58%， 电解铜、 锌锭营业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

25.42%。

（2）公司主要产品是自产黄金销售及黄金饰品加工销售。黄金及黄金饰品营业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

74.58%，电解铜、锌锭营业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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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东地区

308,363,757.15 37.75

华南地区

91,730,029.42 11.23

华北地区

348,961,538.40 42.72

西北地区

67,896,085.72 8.31

（1）华东地区主要从事黄金饰品加工销售及电解铜、锌锭贸易业务。 华东地区营业收入占营业总收

入的37.75%。

（2） 华南地区及华北地区主要从事黄金饰品加工贸易业务。 华南地区营业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

11.23%，华北地区营业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42.72%。

（3）西北地区主要从事黄金开采、自产黄金销售业务。 西北地区营业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8.31%。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几年来的发展，矿权数量不断增加，资源储

量不断增大，未来公司通过不断加大勘探力度，扩大勘探面积，实现资源储备和资源量的稳步增长。

公司目前拥有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德清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和甘肃刚泰黄金饰品有限

公司三家从事黄金饰品和黄金艺术品设计、加工、销售的下属公司。 公司通过一年多时间，成功地拓展了

销售渠道，向下游产业链延伸，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增强公司在黄金饰品行业的

核心竞争力。

公司投资4000万元设立了影视传媒公司，未来将以影视投资为主轴，投资、参股、合拍等多种方式

积极与国外大型电影公司互动合作，不断整合上下游产业资源，拓展新媒体，构建横跨各个媒体类型的整

合传播平台，进一步延伸黄金文化产业，将黄金文化产品与影视文化产品相结合。并与辽宁广播电视台和

比高动画有限公司签订相关协议，为公司未来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打下基础。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经公司于2014年7月2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刚

泰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将持有上海复星平鑫投资有限公司20%的股权进行处置，处置收益为956,089.83

元。

(1)� �证券投资情况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委托理财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作方名称 委托理财金额 是否经过法定程序 是否关联交易 是否涉诉 资金来源并说明是否为募集资金

中信证券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00,000,000.00

是 否 否

公司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

不是公司

募集资金

。

合计

100,000,000.00 / / / /

本公司2013年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托管人）签署中

信证券-刚泰控股-中国银行定向资产管理合同（编号：ZXZQDEE[2013]179号）。 委托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对公司的部分自有资金进行投资运作及管理。初始委托资产不低于人民币100,000,000.00元（大

写：人民币壹亿元），在合同有效期内，经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本公司可以以书面通知或指令的形

式追加委托资产，并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作为资金的托管人，期限为二年。委托理财投资

类型：银行存款、国内保理资产收益权、信托计划及其受益权、债权类资产及其收益权以及双方及监管部

门认可的其他固定收益类品种等。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托管

人）签署中信证券-刚泰控股-中国银行定向资产管理合同约定，本期计提委托理财投资收益6000000.00

元。

(2)� �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年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总额

本报告期已使用募

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2013

非 公 开 发

行

847,999,997.96 35,000,421.00 847,584,335.70 598,192.96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为

59.82

万元

（

含募集资

金专户的利息收入

）,

剩

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中

。

合计

/ 847,999,997.96 35,000,421.00 847,584,335.70 598,192.96 /

公司配套融资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57,999,997.96元， 扣除承销费用以及本公司累计发生的

其他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47,479,997.96元。

报告期内共使用募集资金35,000,421.00元，主要用于地质勘探投入和补充流动资金。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承诺项

目名称

是否

变更

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

募集资金本报告

期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累计实

际投入金额

是否符

合计划

进度

项目

进度

预计

收益

产生

收益

情况

是否符

合预计

收益

未达到

计划进

度和收

益说明

变更原因

及募集资

金变更程

序说明

地 质 勘

探 投 入

和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否

847,999,997.96 35,000,421.00 847,584,335.70

是

合计

/ 847,999,997.96 35,000,421.00 847,584,335.70 / / / / / /

公司按照重组方案规定的用途，结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及实际运营情况使用募集资金。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三家公司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

德清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甘肃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黄金开采及黄金饰品加工销售业务。

5、 主要子公司情况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类型 法定代表人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徐建德 有色金属

6000

万元

100%

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赵瑞俊 批发零售

5000

万元

100%

德清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赵瑞俊 批发零售

1000

万元

100%

陇南恒瑞矿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周锋 有色金属

2000

万元

100%

西和县汇鑫矿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周锋 有色金属

2000

万元

100%

上海鸿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徐建刚 投资行业

3000

万元

100%

甘肃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周锋 批发零售

1000

万元

100%

6、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二、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一)�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2014年6月20日公司发布了《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

实施公告》，该公告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2014年6月26日，公司实施完成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该方案经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于2014年5月8日召开的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该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377,111,68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0元（含税），以资本

公积金每10股转增3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由377,111,688股增加到490,245,195股。

三、 其他披露事项

(一)�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不适用

(二)� �其他披露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未有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或核算方法的变更事项，未有重要前期差错更正事项。

董事长：徐建刚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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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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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4年8月

26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15日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2014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 》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孙公司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与

国鼎黄金有限公司签订〈购销框架协议〉的议案》。

公司全资孙公司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刚泰黄金” ）与国鼎黄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鼎黄金” ）就国鼎黄金向刚泰黄金采购黄金产品,刚泰黄金分批、分次向国鼎黄金提供投资金条等

黄金产品签订《购销框架协议》。 协议约定合作期限为一年，国鼎黄金在合作期限内向刚泰黄金通过订

单形式分批采购黄金产品，且国鼎黄金保证在合作期限内向刚泰黄金采购不少于10亿元（大写人民币壹

拾亿元）的黄金产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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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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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03号《关于核准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及向上海刚泰矿业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浙江刚泰控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年11月4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建信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发行了 62,536,443�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3.72�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857,999,997.96�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47,999,997.96�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3年11�月 4�日出具的 《验资报告》（沪众会

字[2013]第 5402�号）验证确认。

（二）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1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情况及2014年6月30日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5,591,307.85

加

：

募集资金专户的利息收入

： 7,306.11

减

：

本报告期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 35,000,421.00

2014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98,192.96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权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2013�年 11�月 7�日，公司与本次发行的独立

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以下简称 “民生银行苏州分

行” ）签署了《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配套融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

称“协议” ）。根据协议，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开立了本次配套融资募集资金专户。

根据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 募集资金限定用于公司对外披露的募集资金投向的项目，公

司董事会应当制定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使用时，应当严格履行申请和审批手续。 资金使用部门提出申

请，经财务部门审核，财务负责人、总经理审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由总经理负责组织实施。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的建设，由公司相关业务部门及项目实施单位负责执行；权益投资项目，由公司投资发展部同财务部

负责执行。 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由独立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进行监督，独立财务顾问可随时

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公司一直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规定管

理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均不存在违反《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规定的情形。

截止 2014�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201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账 号 余 额

中国民生银行苏州分行太仓支行

601336844 598,192.96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4,800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5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4,75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项

目

，

含部

分变更

（

如有

）

募集资金

承

诺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

(1)

本报

告期

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补 充 流 动

资金

否

- - - 3,500 84,758 - - - -

不适用

-

其中

：

地质勘探

投入

否

- - - 300 3,176 - - - -

不适用

-

合计

- - - - 3,500 84,758 -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

59.82

万元

（

含募集资金专户的利息收入

）,

剩余尚未使用

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1：“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报告期投入金额” 及实际已置换先期

投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报告期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1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2014年上半年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且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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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

限公司与国鼎黄金有限公司签订《购销

框架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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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孙公司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刚泰黄金” ）与国鼎黄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鼎黄金” ）近日签订了《购销框架协议》。

协议约定：国鼎黄金在合作期限内向刚泰黄金采购价值不少于10亿元（大写人民币壹拾亿元）的黄金产

品，刚泰黄金分批、分次向国鼎黄金提供投资金条等黄金产品。

1、 合同类型：购销框架协议。

2、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时生效。

3、 合同履行期限：自刚泰黄金向国鼎黄金提供第一批黄金产品之日起一年。

4、 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该合同履约对本公司2014年营业收入和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一、审议程序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4年8月26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孙公司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与国鼎黄金有限公司签订〈购销框架协议〉的议

案》。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国鼎黄金向刚泰黄金采购价值10亿元（大写人民币壹拾亿元）的黄金产品，双方通过订单的方式分

批、分次确认具体产品。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合同对方名称：国鼎黄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亢峰

注册资本：壹亿零捌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经营流通人民币（经营范围涉及前置审批，在批准的有效期内方可经营）批发、零售：金银

制品，金银饰品，金银纪念币，珠宝，工艺美术品；服务；委托加工金银制品，黄金回收，承办会展，经济信息

咨询（除商品中介）；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在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和孙公司与国鼎黄金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为一年，即自刚泰黄金向国鼎黄金实际提供第一批黄金产品之日起一年。

2、国鼎黄金在合作期限内向刚泰黄金通过订单形式分批采购黄金产品，且国鼎黄金保证在合作期限

内向刚泰黄金采购价值不少于10亿元（大写人民币壹拾亿元）的黄金产品。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刚泰黄金与国鼎黄金的合作，将扩大刚泰黄金的销售渠道，增加黄金饰品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从而

提高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五、备查文件

1、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2、刚泰黄金与国鼎黄金签订的《购销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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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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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8

月15日发出，会议于2014年8月26日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储荣昌

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并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2、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本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监事会未发现参与2014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 会

2014年8月28日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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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 福建高速 股票代码

600033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高文 冯国栋

电话

0591-87077366 0591-87077366

传真

0591-87077366 0591-87077366

电子信箱

stock@fjgs.com.cn stock@fjgs.com.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8,896,956,437.08 19,210,876,320.05 -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558,011,594.53 7,508,951,416.44 0.6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9,108,798.55 987,122,039.24 0.20

营业收入

1,284,842,595.05 1,252,340,043.90 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3,500,178.09 294,699,980.79 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07,818,717.11 295,821,423.22 4.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24 4.01

增加

0.2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179 0.1074 9.7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179 0.1074 9.78

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8,97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户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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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

36.16 992,367,729

无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国家

17.75 487,112,772

无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保险产品

1

号 未知

2.91 79,962,874

未知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保险产品 未知

1.99 54,512,454

未知

海通证券资管

－

光大银行

－

海通海汇共赢

1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未知

0.68 18,773,442

未知

施淑玲 未知

0.54 14,767,698

未知

方正富邦基金

－

建设银行

－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18 4,896,569

未知

顾阿六 未知

0.16 4,515,625

未知

卢文星 未知

0.16 4,470,300

未知

胡小燕 未知

0.16 4,454,512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述其他

9

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传统保险产品和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保险产品

1

号同属于永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保险产品

，

本公司未确切知悉其他

7

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2.3�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主要从事福建省高速公路的投资、建设、收费、运营和管理。 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所辖高速

公路通行费分配收入。 目前，公司运营管理的已通车路段为：82公里的泉（州）厦（门）高速公路、167公

里的福（州）泉（州）高速公路、33公里的罗（源）宁（德）高速公路，参股245公里的浦（城）南（平）高

速公路。 同时，公司持有福厦传媒公司55%股权【其余45%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福泉公司持有】，持有

陆顺公司100%股权。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完成通行费分配收入（主营业务收入）127,030.80万元（公司所属各路段月度

经营数据请至公司官网查询）， 同比增长2.91%， 其中泉厦高速公路完成47,629.28万元， 同比增长

3.23%；福泉高速公路完成68,205.87万元，同比增长2.57%；罗宁高速公路完成11,195.65万元，同比增长

3.67%。

201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8,484.26万元，同比增长2.60%，营业成本支出38,164.40万

元，同比增长4.55%，管理费用支出3,453.23万元，同比下降0.65%，财务费用支出22,124.24万元，同比下

降7.95%，对浦南公司的股权投资确认投资亏损-4,936.45万元，亏损幅度同比扩大24.27%，公司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2,350.02万元，同比增长9.77%。

报告期内，客车车流量同比保持平稳，货车车流量同比增长，但增幅逐月下降，导致今年上半年的通

行费分配收入同比小幅增长；上半年长期借款减少，导致报告期内财务费用显著下降；同时，通过强化成

本管理和预算控制，管理费用保持平稳，公司总体经营业绩稳中有升。 浦南公司亏损幅度的扩大主要是

去年同期浦南公司收到政府补助2704万元所致，剔除政府补助因素，浦南公司实际经营业绩略有下降。

（一）主营业务分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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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4,842,595.05 1,252,340,043.90 2.60

营业成本

381,644,020.71 365,041,574.52 4.55

管理费用

34,532,287.42 34,759,666.52 -0.65

财务费用

221,242,410.18 240,345,079.97 -7.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9,108,798.55 987,122,039.24 0.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874,673.04 -329,459,181.80 -55.7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8,951,311.33 -756,125,338.52 4.34

营业外收支净额

23,273,508.43 -1,746,547.04

资产减值损失

178,725.28 296,129.73 -39.6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支付泉厦扩建工程尾款较上年同期减少。

营业外收支净额：主要是本期收到政府补助收入及路产占用费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主要是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较上年同期减少。

2、其它

（1）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针对公司实际情况以及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等因素， 公司在2013年年度报告中初步预计，2014年

公司营业收入为26.49亿元左右，成本费用18.57亿元左右，归属母公司净利润4.91亿元左右。 报告期内，

公司通过不断强化提升征费管理、道路养护、窗口服务、路政管理及经营开发，实现营业收入12.85亿元，

占全年预计数的48.51%； 成本费用合计为8.39亿元， 占全年预计数的45.18%； 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3.24亿元，占全年预计数的65.99%。 总体来看，通行费分配收入增长虽不及预期，但受益于成本费用控制

良好，较好地实现了净利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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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高速公路收费

1,270,308,014.25 363,829,183.91 71.36 2.91 4.21

减少

0.35

个百

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泉厦高速公路

476,292,820.29 143,798,582.37 69.81 3.23 0.04

增加

0.96

个百分

点

福泉高速公路

682,058,679.04 171,855,680.95 74.80 2.57 2.82

减少

0.06

个百分

点

罗宁高速公路

111,956,514.92 48,174,920.59 56.97 3.67 25.90

减少

7.60

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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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建地区

1,270,308,014.25 2.91

（三）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2014年6月20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参与发起设立财产保险

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作为发起人之一，以自有资金出资2.7亿元，与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等多家单位共同联合发起设立海峡财险，公司持股比例18%，为海峡财险第二大股东。 公司的本项投

资行为已取得福建省国资委的批准，海峡财险的设立尚需获得中国保监会的核准。 详情请参阅公司发布

的《福建高速关于参与发起设立财产保险公司的公告》（临2014-018）和《福建高速关于参与发起设立

财产保险公司获得福建省国资委来函同意的公告》（临2014-020）。

2、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000万元，本公司持有其63.06%股份，主营业务为

福泉高速公路的经营管理，包括收费、养护、车辆施救等业务。 截至2014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99.43亿

元，净资产45.47亿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6.84亿元，营业利润3.45亿元，净利润2.66亿元，同比增长

9.50%。

（2）福建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本公司持有其100%股份，主营业务为罗宁

高速公路的经营管理，包括收费、养护、车辆施救等业务。截至2014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12.63亿元，净

资产8.32亿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12亿元，营业利润0.56亿元，净利润0.42亿元，同比下降7.87%。

（3）福建陆顺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本公司持有其100%股份，主营业

务为高速公路养护等业务。 截至2014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0.84亿元，净资产0.62亿元，报告期内实现

营业收入0.27亿元，营业利润452万元，净利润331万元。

（4）福建省福厦高速公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本公司持有其55%股份，主营业务

为高速公路广告等业务。截至2014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1,910万元，净资产1,097万元，报告期内实现

营业收入577万元，营业利润89万元，净利润60万元。

（5）南平浦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6,000万元，本公司持有其29.78%股份，主营业务

为浦城至南平高速公路的经营管理，包括收费、养护、车辆施救等业务。 截至2014年6月30日，公司总资

产100.38亿元，净资产14.99亿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57亿元，营业利润-1.76亿元，净利润-1.66亿

元。

（四）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2014年6月20日，公司实施了2013年度现金分红，以2,744,4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共计派发股利274,440,000元。 详情请参阅2014年6月13日发布的《2013年

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临2014-016）。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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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

及其影响。

2014年4月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根

据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要求，公司自2014年1月1日起，对公司所管辖泉州至厦门高速公路、福州

至泉州高速公路、罗源至宁德高速公路未来收费期限内每标准车流量应计提的折旧进行调整。 详情请参

阅公司于2014年4月29日发布的《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临2014-011）。

董事长：黄祥谈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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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 国睿科技 股票代码

600562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王贵夫

电话

025-57889698

传真

025-52787018

电子信箱

dmbgs@glarun.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1,299,865,283.72 1,296,892,832.52 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92,590,280.48 775,480,822.95 2.2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888,985.96 -15,743,381.71

不适用

营业收入

352,193,975.58 376,841,638.49 -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55,668,692.43 17,106,899.29 22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

润

???

52,282,471.11 -33,257,383.9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99 2.03

增加

4.9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2 0.10 12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2 0.10 120

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8,28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户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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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十四研究所

国有法人

27.39 35,209,690 30,167,631

无

国睿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68 25,289,932 25,289,932

无

宫龙 未知

4.29 5,510,515 5,510,515

无

徐嫣婷 未知

2.18 2,807,100

未知

南京市投资公司 国有法人

1.68 2,162,418

未知

朱金妹 未知

1.58 2,037,043

未知

许建栋 未知

1.31 1,682,073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银 华 核 心

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1.24 1,600,000

未知

胡一帆 未知

1.05 1,351,800

未知

林华 未知

0.97 1,246,096

未知

2.3�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352,193,975.58元，同比减少6.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

668,692.43元，同比增长225.42%；每股收益0.22元，同比增长120%。 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于2013年6月

24日实施完毕，公司重组后的经营范围发生重大变化，主营业务由日用陶瓷、工业陶瓷的生产销售变更

为微波与信息技术相关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本次资产重组适用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2013年同期财务数

据包含了置出的原有陶瓷业务资产业绩及置入资产业绩。 2013年1-6月置出陶瓷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为

10,667.25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03.39万元；置入资产2013年1-6月实现营业收

入27,016.9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714.08万元。 本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全部为置入资

产业绩，营业收入较置入资产去年同期增长30.3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置入资产去年同期增

长18.09%。

报告期内重点工作情况如下：

1、军民航雷达市场方面，2014年是"十二五"的第四年，行业用户在项目中均加大了执行力度，报告

期内公司在军、民航雷达市场均获得一定突破，雷达整机和子系统、二次雷达业务收入均有较大增长。 同

时，公司完成青奥会气象服务保障平台及江苏省气象业务一体化平台开发并上线运行，该平台与公司为

南京市提供的多套风廓线雷达、天气雷达等观测设备一起，共同为青奥会提供全天候、全天时、全覆盖的

气象保障服务。

2、轨道市场方面，经过努力，报告期内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京恩瑞特实业有限公司获得了轨道交通

控制系统总包投标资格， 目前恩瑞特公司已开始以自身名义独立参与轨道交通信号系统项目的投标工

作。

3、微波器件方面，随着国内4G建设高潮的到来，国内通讯设备需求快速增长，公司以此为契机，大

力提升公司通讯类微波器件的产能，适应市场需求。

4、大功率脉冲电源及散备件业务方面，公司开拓了大功率脉冲电源新市场，本期新增客户实现销售

收入2362万元，占脉冲电源业务总收入的49%；对散备件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在报告期内取得较大增

长。

5、公司内部管理工作，报告期内公司聘请了专业的咨询机构对公司的内控体系以及信息化系统项

目进行了策划和建设，通过内控体系的完善和信息化系统的建设，公司将更加规范经营，切实推进上市

公司健康快速的发展。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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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193,975.58 376,841,638.49 -6.54

营业成本

243,431,635.21 248,421,350.56 -2.01

销售费用

5,600,121.99 25,398,642.18 -77.95

管理费用

28,596,020.70 68,755,037.54 -58.41

财务费用

-2,305,283.26 7,559,613.14 -130.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888,985.96 -15,743,381.7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40,154.43 -18,076,392.1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0,848.37 141,507,708.86

研发支出

8,350,261.42 15,036,992.44 -44.47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重大资产重组于去年同期末完成，去年同期数包含置出资产收入10667.25

万元，上年同期置入资产收入为27016.91万元，今年较去年增长30.36%。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重大资产重组于去年同期末完成，上期数包含置出资产成本7359.87万元，

去年同期置入资产成本17482.27万元。 今年较去年增长39.24%。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重大资产重组于去年同期末完成，去年同期数包含置出资产费用2096.31

万元，去年同期置入资产费用为443.55万元，今年较去年同期增长26.26%。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重大资产重组于去年同期末完成，去年同期数包含置出资产费用3999.20

万元，去年同期置入资产费用为2876.32万元，今年较去年同期下降0.58%。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重大资产重组于去年同期末完成，去年同期数包含置出资产费用748.46万

元，去年同期置入资产费用为7.5万元。 减少的原因是本期无银行利息费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去年数据包含置出资产实现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4592.66万元，去年同期置入资产为-6167万元，主要系置入资产本期现金流量较上年同期有所

改善。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去年数据包含置出资产实现的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944.27万元，去年同期置入资产为-863.37万元，主要系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去年数据包含置出资产实现的现金流量净额-6533.

35万元；置入资产去年同期为20684.12万元，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去年收到重大资产重组用于置换其他应

收入款的现金17208.71万元，本期下属子公司借款较去年同期减少5820万元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重大资产重组于去年同期末完成，本期数不包含置出资产费用，去年置入

资产研发费用为909.38万元，今年较去年减少的原因为子公司恩瑞特公司研发费用减少。

2、 其它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于2013年6月24日实施完毕,公司重组后的经营范围发生重大变化，主营业务

由日用陶瓷、工业陶瓷的生产销售变更为微波与信息技术相关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本次资产重组适用同

一控制下企业合并,2013年同期财务数据包含了置出业务及置入业务数据。

2013年1-6月置出陶瓷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为10,667.25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

003.39万元。

(2)�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较好的完成了上半年经营计划，努力做好公司信息披露和市值管理工作；围绕公司"

十二五"发展战略规划，着力发展"雷达"、"微波器件"产业，跟踪轨道交通信号系统、软件与系统集成及大

功率脉冲电源等领域，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下半年，公司对内将进一步提高管理质量，继续做好公司内控体系的完善工作以及信息化系统的第

一阶段建设工作；对外将继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董事长：周万幸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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