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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200168                            证券简称：舜喆 B                            公告编号：2019-010 

广东舜喆（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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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鸿海 董事 工作 陈东伟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8 年审计报告出具了保留加强调事项段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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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舜喆 B 股票代码 20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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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巍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一本电子商务大厦

990 号 9Q 
 

传真 0755-82251182  

电话 0755-82250045  

电子信箱 xw@200168.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为黄金珠宝业务，由公司控股的子公司中金一品负责运营。该公司从事黄金珠宝行业流通领域

多年，主要经营范围为黄金、白银、铂金、钻石，翡翠、珠宝首饰等销售业务。 

（一）宏观经济与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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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8年12月和1-12月的同比增长为8.2%和9.0%，而金银珠宝类2018年12月和

1-12月的同比增长为2.3%和7.4%。黄金消费一方面是随着金融去杠杆的深入，人们对各类投资理财均持观望态度，手握现金

成为大众首选；另一方面是黄金价格长期窄幅震荡，特别是美元指数的强势表现，导致投资者对金价上涨缺乏信心。 

（二）公司行业地位及竞争优势 

中金一品地处中国最大的珠宝产业聚集地——深圳，随着消费者的消费习惯由过往的黄金转向镶嵌类珠宝、钻石，更加

注重品牌，身份以及体验，珠宝行业品牌分化趋向明显，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传统珠宝企业在产品、区域、渠道等方面的供

需出现结构性失衡。中金一品由于在资金、品牌、人员等方面相对薄弱，行业地位相对较低，受到竞争的冲击十分明显。 

（三）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销售模式为批发，无直营门店销售，报告期内主营业务营业收入9,299.06万元，营业成9,272.70元，毛

利率0.28%。 

1、主要销售模式的收入情况如下(单位：元)： 

主要销售模式 营业收入 营业成 毛利率 

批发 92,451,301.46  92,193,827.82  0.28% 

零售 539,337.43  533,212.16  1.14% 

合计 92,990,638.89  92,727,039.98  0.28% 

2、生产及采购情况：  

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主要生产模式为委托加工，生产量1,092千克，占比100.00%。主要采购模式为现货交易，采购量为

2,110千克，采购金额10,521.32万元，采购金额占比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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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715,841.62 563,989,732.95 -82.85% 353,590,91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92,596.16 -14,352,474.20 -6.69% 2,233,67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770,099.67 -6,842,761.55 101.24% -8,350,47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829,630.50 -8,650,294.89 892.22% -165,486,852.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20 -0.0450 -6.67% 0.00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20 -0.0450 -6.67% 0.00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7% -3.99% 0.12% 0.6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544,902,591.70 723,587,997.04 -24.69% 520,194,67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9,099,061.64 352,491,657.80 -3.80% 366,670,3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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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06,553.93 36,443,097.82 1,033,574.67 1,632,61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56,355.94 -2,447,843.97 -2,684,050.35 -5,704,34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2,723,421.34 -3,868,237.50 -2,425,833.51 -4,752,6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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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1,141.44 -404,549.99 -42,016.63 -84,581,9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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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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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非流通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升恒昌

惠富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99% 

117,855,0

00 
117,855,000 

质押 117,855,000 

冻结 117,855,000 

深圳日昇创

沅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68% 

34,020,00

0 
34,020,000 

质押 34,020,000 

冻结 34,020,00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

G) LIMITED 

境外法人 7.76% 
24,733,15

3 
   

深圳联华惠

仁实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1% 

12,150,00

0 
12,150,000 

质押 12,150,000 

冻结 12,150,000 

申万宏源证

券(香港)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42% 7,715,846    

中国光大证

券（香港）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3% 4,226,600    

王晓燕 境内自然人 0.59% 1,880,826    

樊炯阳 境内自然人 0.58% 1,840,000    

陈剑星 境内自然人 0.47% 1,512,219    

OCBC 

SECURITIES 

PRIVATE 

LIMITED 

境外法人 0.31% 1,000,04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深圳升恒昌惠富实业有限公司、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联华惠仁实业有

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关系，其他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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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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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671.58万元，较上年同期56,398.97万元下降了82.85%；实现营业利润-1,349.61万元，较上年同

期-825.67万元亏损增加63.46%；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339.26万元，比上年同期-1,435.25万元亏损下降6.69%。前述指标

的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受经济下行和消费不足及行业竞争激烈的影响所致。 

其他内容可参见“公司基本情况”中的“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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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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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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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度下降，主要是受宏观经济下行、消

费不足和黄金珠宝行业竞争激烈等因素导致营业收入大幅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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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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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8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财会〔2018〕15号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本期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金额 

上期重述金额 

1.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2,021,179.73 153,954,425.28 

2.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并其他应收款项目

列示 

其他应收款 - - 

3.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 固定资产 - - 

4.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 在建工程 - - 

5.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6,141,549.26 206,507,636.62 

6.应付利息、应付股利计入其他应付款项

目列示 

其他应付款 - - 

7.专项应付款计入长期应付款列示 长期应付款 - - 

8.管理费用列报调整 管理费用 - - 

9.研发费用单独列示 研发费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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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深圳市玛伽克蓝箭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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