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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21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2019-029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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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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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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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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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一文化 股票代码 00272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玉萍 韩若愚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A 

座 7 层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A 

座 7 层 

电话 010-68567301 010-68567301 

电子信箱 jyzq@1king1.com jyzq@1king1.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1、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黄金珠宝首饰、贵金属工艺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加工及销售。公司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研发出满足消费者对投资、收藏、日常佩戴等方面需求的质量上乘、产品多

元、价格优惠的黄金珠宝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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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类别为贵金属工艺品、黄金类、K金类、铂金类、钻石镶嵌及翡翠玉石类等

珠宝首饰。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图 创意设计及工艺描述 

 主打产品   

1 玫瑰之心  

 

公司首饰类产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将象征爱

情的时尚元素玫瑰以18K金打造，嵌以钻石之心，

寓意现代女性拥有如玫瑰般瑰丽勇敢的心。 

产品采用了行业优质的高密度18k金成型工艺，

让金属呈现出透明感的光泽，增强了k金的抗氧

化性，花瓣的设计使得钻石的光芒被放大，视觉

效果更为闪耀。 

2 喜悦 

  

   

产品为公司汇集百位设计师，以中华“喜”文化

为蓝本设计的作品之一。“喜悦”系列作品结合

首饰的实际佩戴功能，对传统“喜”文化深入挖

掘，创作衍生了百款经典喜文化符号，以珠宝首

饰的形式呈现。 

 黄金、K金类   

3 亲缘 

 

设计来源于以如意的造型设计的吊坠，寓意着对

佩戴者真挚的祝福和愿望她吉祥如意。 

4 斐你莫属2.0 

 

【φ 】来自于古希腊的字母，它是黄金分割的符

号，代表完美的平衡；它是无处不在的审美标尺，

是每个人都遵循着的独特黄金曲线。“斐”你莫

属系列珠宝将φ 的灵感用干练的线条表达出来，

以1字线条纵贯标准圆形图案，构建了完整的和

谐，展现现代都市女性的独特气质。 

 钻石镶嵌类 

5 元宝 

 

以“元宝”为设计元素，将元宝的形态巧妙的简

约，用以“中国结”的构造巧妙结合，表达吉祥

如意、爱意满满。 

6 星愿 

 

人生最美妙的时候，就是愿望实现的那天与她一

起实现她的愿望在职场上加薪、升职闺蜜的愿望

实现后的共勉那美好的愿望，将承载着自我实现

的努力并希望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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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翡翠玉石类 

7 水韵 

 

产品精选优质的缅甸老坑翡翠原石，将翠绿与冰

白翡翠相搭配，结合14k金，将烟雨江南水韵的

优美所呈现。 

8 琳琅系列 

  

产品定位为时尚简约的白玉珠宝，选用圆润质

地，形态优美的白玉，镶嵌宝石，以婉转流畅的

造型，构筑出简介多变的形状。 

3、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采购模式为现货交易和黄金租赁,主要存货采购情况如下： 
采购模式 品种大类 重量/数量 采购金额（万元） 

 

现货交易 

黄金类（克）  66,851,673.54   1,272,275.69  

白银类（克）  4,180,911.94   3,799.14  

铂金类（克）  66,965.46   1,584.20  

租赁业务 黄金（克）  477,000.00   11,198.49  

 

（2）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生产模式为自主生产、外购成品及委托加工，公司报告期生产情况如下： 
生产模式 数量（件） 占比 

自主生产  1,548,106  23.26% 

外购成品   3,480,510  52.29% 

委托加工  1,626,993  24.45% 

（3）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销售模式包括代销、经销、零售、加盟，公司报告期主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模式 营业总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代销 58,419.04 50,313.45 13.87% 

经销 891,164.42 840,823.05 5.65% 

零售 89,607.02 63,558.16 29.07% 

加盟 435,675.18 411,029.56 5.66% 

 

4、业绩驱动因素 

2018年，公司主要业绩驱动因素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获得资金得到保障。黄金珠宝行

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支持。报告期，由于受宏观因素等影响，公司融

资渠道一度受阻。海科金集团入主后，海淀区国资中心、海科金集团以及海科金集团的成员

企业通过提供借款、融资担保等方式向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使公司业务发展得到保障；二

是产品销售能力得到提升。公司通过持续不断地营销体制改革，打造了一支专业化的销售团

队，充分调动了一线员工的销售积极性，扩大公司产品销售规模，提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三是健全内部控制，规范公司治理。公司通过健全内控管理制度体系，降低运营风险；同时，

通过加强对子公司的管控，提升子公司经营质量，使经营状况好转。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行业特点以及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1、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 

公司所处行业为黄金珠宝行业，基于消费需求有望逐步替代保值需求成为黄金珠宝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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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核心驱动因素，行业正处于短期企稳复苏、且未来增长可持续的阶段。 

2018 年，由于受到国家宏观调控、资本市场环境低迷、信贷政策收紧等多方面影响，黄

金首饰消费增长幅度有所放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6.6%。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同比增长6.5%，全年限额以上金银珠宝类销售额同比增

长7.4%。据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黄金实际消费量1151.43吨，同比

增长5.73%。长期来看，我国珠宝行业正由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增长，品牌效应逐渐增

强，行业集中度也将渐趋提高，以珠宝配饰为代表的个性化消费品类有望持续快速增长。 

2、黄金珠宝行业的特点 

黄金珠宝行业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周期性特点。黄金饰品的投资需求及消费属性与金价

波动具有阶段相关性，钻石消费趋势受价格的影响比较微弱，反而和经济周期关联度极高；

二是区域性特点。年轻白领聚集的一线城市品位走向高端化，拥有更多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

专业消费者逐渐把金条及黄金ETF等作为投资载体，使得黄金饰品的需求更多由投资属性驱

动，而三、四线城市人群更加偏好持有具有更强保值功能的黄金；三是季节性特征，特别是5

月、10月等婚庆集中的月份，婚庆刚需贡献了珠宝市场稳定的份额；四是资金密集型特点。

在原材料采购环节，由于贵金属具有较强的货币属性，原材料采购时需要预先垫付大量资金；

在产品销售环节，为拓展客户黄金珠宝企业一般会给予信誉较好的客户一定的信用赊销期限，

该模式导致产品销售现金回款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此外购买加工设备、聘请专业设计师和工

艺师等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3、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自上市以来不断积极探索市场新模式并勇于尝试，通过各项优势资源的强力补充，

完善产业链布局，拓宽市场覆盖。2018年5月，公司入选“2018中国影响力最具价值品牌”。

2018年12月，公司获得由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颁发的《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珠宝行业

市场开拓奖》，公司基于在产品、渠道、品牌、运营等方面的综合实力，行业影响力不断提升，

金一品牌已拥有坚实的消费者和市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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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4,757,197,479.44 15,106,777,902.48 -2.31% 10,597,545,77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581,883.22 182,390,057.96 -129.93% 174,065,00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467,340.90 161,605,142.17 -139.89% 249,499,521.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1,325,583.42 -1,665,087,991.58 190.16% -523,991,291.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27 -125.93%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27 -125.93% 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 6.97% -8.14% 8.15%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4,014,780,664.92 17,269,262,750.39 -18.85% 10,817,107,68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600,103,397.56 4,687,045,955.29 -1.85% 2,207,612,6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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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959,852,426.94 3,791,899,737.16 2,129,447,816.59 3,875,997,49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1,880,289.96 -25,298,714.08 -86,050,546.30 -65,112,91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9,348,917.40 -26,234,980.32 -88,006,073.48 -69,575,204.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33,474,473.31 397,183,347.08 -1,039,117,864.89 1,709,785,62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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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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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49,01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0,557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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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碧空龙

翔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90% 149,383,805 0 

冻结 149,383,805 

质押 140,500,000 

钟葱 
境内自然

人 
12.89% 107,572,815 80,679,611 

冻结 107,572,815 

质押 100,301,578 

陈宝芳 
境内自然

人 
5.00% 41,758,638 41,758,638 质押 41,758,638 

哈尔滨菲利

杜豪贸易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85% 40,458,276 30,406,531 质押 23,000,000 

黄奕彬 
境内自然

人 
4.03% 33,611,491 28,009,576 质押 26,375,200 

陈宝康 
境内自然

人 
4.02% 33,570,000 25,551,698 

冻结 33,570,000 

质押 33,569,997 

云南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云信智兴

2017－2057

号单一资金

信托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21% 18,421,052 0 质押 0 

张广顺 
境内自然

人 
1.72% 14,344,167 8,606,501 质押 0 

华融期货－ 境内非国 1.58% 13,157,894 0 质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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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华融天

泽盈信二期

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有法人 

陈宝祥 
境内自然

人 
1.30% 10,867,600 0 质押 10,867,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陈宝康、陈宝祥、陈宝芳系兄弟关系，陈宝芳系绍兴越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

经理及法定代表人，且陈宝芳、陈宝康合计拥有绍兴越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陈宝芳、陈宝康、陈宝祥、绍兴越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公

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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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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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珠宝相关业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共有直营店面74家，加盟店面216家，其中，报告期内新增直

营门店34家，关闭直营门店25家。公司目前在天猫、京东商城、苏宁易购等互联网平台开设

品牌店面，自主开发金一饰界App、方便消费者在线上选购黄金珠宝产品。2018年年度公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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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易平台营业收入为 24,297,784.46元，其中：公司自建平台的营业收入为7,549,093.10

元，第三方平台的营业收入为16,748,691.36元。 

1、营业收入排名前十的直营店情况   

单位：元   

序号 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润  

1 哈尔滨东大直街店  33,365,664.99   13,591,150.67  15,234,868.24  

2 哈尔滨学府凯德店  30,434,692.91   12,062,903.65  15,216,616.06  

3 哈尔滨红博中央公园店  25,914,916.69   10,764,035.83  12,766,474.43  

4 哈尔滨杉杉奥特莱斯店  24,607,919.47   10,978,056.84  10,590,929.59  

5 哈尔滨哈西万达店  19,226,604.41   6,799,958.43  10,510,535.80  

6 浙江越王嘉兴八佰伴店  17,199,099.54   12,799,569.66   2,653,419.83  

7 浙江越王绍兴总店  13,244,427.32   8,950,934.75   571,928.53  

8 浙江越王安吉店  12,605,301.74   7,571,269.01   2,961,593.14  

9 浙江越王嵊州店  11,601,516.41   7,733,151.35   1,360,682.03  

10 浙江越王湖州银泰店  10,722,918.91   8,724,770.69   1,314,185.05  

2、新增及关闭直营门店的情况 

新增直营门店情况： 

单位：元 

地区 店数 本期营业收入 

华东 32 30,708,377.77  

东北 2 8,010,895.44  

报告期，公司关闭直营门店25家，关闭的门店2018年1-12月营业收入合计5,266万元。 

（二）报告期公司存货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各类产品存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原材料  在产品  库存商品   周转材料   发出商品   委托加工物资   合计  

存货余额  30,715.98   3,374.92   232,366.08   702.01   19,345.78  34,527.74  321,032.51  

其中：黄金类  16,501.79   2,239.54   75,499.39   -     12,738.33  28,686.52  135,665.58  

钻石类  7,543.70   -     58,059.29   -     4,588.32   1,500.70   71,692.00  

翡翠、玉石及

宝石类 

 -     137.56   83,696.64   -     0.15   12.08   83,846.44  

银类  2,092.85   700.52   2,867.73   -     623.82   263.09   6,548.01  

   （三）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规避产品风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情况 

黄金租赁业务中签订远期协议影响损益情况表 

单位：元 

公司名称 克重（克） 租入年月 是否锁定远期

价格 

计入当期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金额 

越王珠宝 98 2018年2月 是 -218,15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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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一 100 2018年1月 是 -562,931.03 

江苏黄金 184 2018年5月 是 -49,680.00 

合计 -830,76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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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纯金制品 
4,947,255,656.

74 
187,602,830.09 3.79% 0.67% -52.09% -4.18% 

纯银制品 71,676,542.63 8,987,284.29 12.54% -62.44% -86.51% -22.36% 

珠宝首饰 
5,715,702,420.

91 
523,806,204.44 9.16% -17.88% -18.28% -0.05% 

投资金条 
2,006,399,316.

54 
60,745,990.47 3.03% 25.15% 60.88%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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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本期归属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较上期减少23,697.19万元，主要为黄金珠宝行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需要大

量的流动资金支持，2018 年由于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公司营运资金减少，致使公司的销售未达预期，毛利水平略有

下降，从而影响整体盈利规模，导致本公司净利润下降，为此公司调整经营策略，稳健推进公司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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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变更原因与变更日期 

   （1）变更原因 

为解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实际问题，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

量，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

容进行相应变更，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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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2）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2、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1）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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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相关规定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公司仍按照

财政部前期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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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要求，

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7）“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8）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

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二）会计估计变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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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年合并范围新增2家公司：金一共享（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江苏海金盈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本年合并范围转让21家公司：分别为上海金一黄金珠宝有限公司，安徽宝恒珠宝有限公司，山东钟联珠宝有限公司，江

西鸿铭黄金珠宝有限公司，澳门金一文化珠宝礼品有限公司，陕西秦星金一黄金珠宝有限公司，江苏金伴侣黄金珠宝有限公

司；广东乐源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市乐源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艾普世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广东可穿戴数字技术有

限公司，广东乐之康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广东乐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香港艾普世国际有限公司；北京金一江苏珠宝有限公

司，北京金一南京珠宝有限公司，南京优克珠宝有限公司，上海宝尚钻石有限公司，南京莱奥珠宝有限公司，玉王府珠宝首

饰有限公司，瑞金市金宁珠宝有限公司。 

3、本年合并范围注销3家公司：深圳市前海金怡通黄金珠宝供应链有限公司，广西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喀什金越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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