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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宗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华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许金卓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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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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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787,384,582.75 5,887,338,070.90 5,887,338,070.90 -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431,703,607.24 3,941,358,933.32 3,941,358,933.32 12.4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

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420,591,

385.96 

1,417,494,

170.40 

1,417,494,

170.40 
0.22% 

3,810,201,

410.44 

3,541,485,

401.57 

3,541,485,

401.57 
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52,258,59

7.81 

241,806,73

1.86 

241,806,73

1.86 
4.32% 

727,376,90

7.52 

594,723,34

7.11 

594,723,3

47.11 
2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46,152,34

2.90 

230,597,99

8.34 

230,597,99

8.34 
6.75% 

688,758,58

9.99 

565,571,28

8.18 

565,571,2

88.18 
21.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38,672,78

6.30 

150,200,11

9.03 

150,200,11

9.03 
125.48% 

529,472,42

3.75 

388,911,83

0.46 

388,911,8

30.46 
36.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50 0.34 2.94% 1.01 1.23 0.82 23.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50 0.34 2.94% 1.01 1.23 0.83 21.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7% 6.75% 6.75% 
下降 0.88

个百分点 
17.17% 16.38% 16.38% 

提高 0.79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8,99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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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9,353,834.66 

总部企业贡献奖等政府补助项

目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114,342.7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759,547.55 
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投资收

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570,411.42  

合计 38,618,317.5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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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3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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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周氏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55% 406,012,500 406,012,500 质押 134,790,000 

北极光投资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9.42% 68,843,905 0   

深圳市金大元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9% 52,555,428 52,555,428   

深圳市泰有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6% 13,592,400 13,592,400   

周大生珠宝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22% 8,928,450 0   

中国银行－嘉实

成长收益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03% 7,5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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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方阿

尔法精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1% 5,909,398 0   

交通银行－华夏

蓝筹核心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0.73% 5,365,721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嘉

实新消费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7% 4,912,582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安

信价值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9% 4,302,098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北极光投资有限公司 68,843,905 人民币普通股 68,843,905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 
8,928,450 人民币普通股 8,928,450 

中国银行－嘉实成长收益型证券

投资基金 
7,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阿

尔法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5,909,398 人民币普通股 5,909,398 

交通银行－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5,365,721 人民币普通股 5,365,72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新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912,582 人民币普通股 4,912,58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

信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302,098 人民币普通股 4,302,098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010,233 人民币普通股 4,010,233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3,567,748 人民币普通股 3,567,748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一组合 3,451,081 人民币普通股 3,451,08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宗文先生和周华珍女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周氏投资 100%的股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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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时周宗文先生持有公司股东金大元 80%的股权，周华珍女士为泰有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公司控股股东周氏投资、股东金大元和泰有投资均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周飞鸣

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东金大元 20%的股权，周飞鸣是实际控制人周宗文先生及周华珍女士

之子。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

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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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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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报告期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受累于全球贸易摩擦升温等外部经济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消费者信心持续回落，珠宝首饰行业

零售市场景气度进一步趋冷，面对更加严峻的外部市场环境，公司聚焦自身战略目标，深入挖掘内生动力，“深

度融合、高效协同”的营运生态体系渐趋形成，市场拓展、产品研发、终端营销、营运管理等各项经营工作稳步

开展，在不利的市场环境中努力实现既定计划目标。  

1、门店情况  

报告期，市场拓展稳步开展，市场份额持续提升，本年1-9月份新开门店618家，净增门店412家，报告期末

门店数量达到3787家，其中加盟门店3498家，自营门店289家。  

                                                                                        单位：家 

项目  2019年1-9月  同期（2018年1-9月）  

增加  减少  净增减  期末数量  增加  减少  净增减  期末数量  

加盟店  599 174 425 3498 564 114 450 2898 

自营店  19 32 -13 289 37 21 16 292 

门店合计  618 206 412 3787 601 135 466 3190 

2、营业收入  

2019年1-9月份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8.1亿元，较上年同期比较增长7.59%，其中自营线下、自营线上、加

盟业务分别实现营业收入8.79亿元、3.44亿元、24.2亿元，分别占公司报告期营业收入的23.07%、9.02%、63.51%；

受经济因素及消费市场环境影响，珠宝首饰行业面临较大销售增长压力，自营线下、加盟业务1-9月份实现营业

收入略有增长，三季度增速回落。互联网（自营线上）业务营业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年初至报告期末累计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40.82%。  

分业务模式的营业收入情况：  

单位：万元  

业务模式分类  2019年1-9月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自营（线下）      87,886.45  23.07%    86,222.46  24.35% 1.93% 

互联网（线上）      34,361.68  9.02%    24,400.86  6.89% 40.82% 

加盟业务     241,988.25  63.51%   232,633.36  65.69% 4.02% 

供应链服务       4,578.04  1.20%     3,360.59  0.95% 36.23% 

小贷金融       1,857.53  0.49%       112.28  0.03% 1554.37% 

其他业务      10,348.19  2.72%     7,418.99  2.09% 39.48% 

营业收入合计     381,020.14  100.00%   354,148.54  100.00% 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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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1,310,727.01   300,000.00  336.91% 报告期收到联营商场客户商业

承兑汇票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97,967,884.90   631,165,542.65  -52.79% 主要由于报告期理财产品到期

赎回以及以及待抵扣进项税金

减少所致。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702,377,882.00  -100.00% 报告期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将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至“其

他权益工具投资”列示。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732,031,839.86    报告期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将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至“其

他权益工具投资”列示。  

在建工程   126,592,659.54   51,108,537.46  147.69% 由于报告期公司深圳慧峰廷珠

宝产业厂区项目以及水贝壹号

办公场地装修工程建设投入增

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62,151,901.59   18,420,289.36  237.41% 主要由于公司总部办公场地、

研发设计中心及深圳营销服务

中心场地装修工程验收交付转

入长期待摊费用所致。  

短期借款  100,000,000.00   600,000,000.00  -83.33% 报告期归还银行流动资金借款

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243,886,725.67    本期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将“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调整至“交

易性金融负债”列示，以及报告

期黄金租赁额度增加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73,603,448.30  -100.00% 本期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将“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调整至“交

易性金融负债”列示。  

应付票据   25,937,748.54    主要为报告期内向钻石采购供

应商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应付账款   353,550,355.28   637,488,755.22  -44.54% 主要为报告期内支付钻石采

购、检测机构费用应付款项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17,627,680.53   61,668,937.76  -71.42% 主要由于上年度末预提年终奖

金在报告期内发放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7,697,032.84    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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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准则，将持有的非交

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报告期

变化由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未分配利润  1,864,252,001.85   1,453,570,813.08  28.25% 主要由于年初至报告期末净利

润增长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19年1-9月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9,978,162.57   21,153,690.93  -52.83% 主要由于报告期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变化形成的美元负债汇兑

损失同比减少以及银行存款利

息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7,799,147.80    执行新金融准则，原资产减值

损失项目调整到本项目列报，

报告期计提的应收账款预期信

用减值损失及发放贷款损失准

备同比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4,458,407.22   -42,750,640.92  89.57% 主要由于随着终端市场及存货

成本变化，报告期依据存货可

变现净值、账面成本变化情况

进行存货减值测试，黄金类存

货可变现净值随着报告期金价

上涨而上升，部分素金类存货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792,892.27  15,720,230.87  -105.04% 主要为黄金租赁业务到期归还

形成的亏损以及上年同期购买

委托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形成的

投资收益较高，本报告期委托

理财投资收益相对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178,724.00   1,006,056.57  -614.75% 由于报告期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黄金租赁业

务随黄金市场价格变动形成的

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营业外收入  27,735,093.57    10,157,664.50  173.05% 主要由于报告期收到深圳市政

府总部企业贡献奖、重点纳税

企业管理团队奖等政府补助所

致。  

营业外支出    52,538.01  -1,567,006.24  103.35% 主要由于上年同期冲减以前期

间的因未决诉讼确认预计负债

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年1-9月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  21,304,512.43   1,156,476.99  1742.19% 报告期宝通小贷开展业务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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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金的现金  发放贷款利息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42,686,015.82  72,794,759.74  -41.36% 报告期自境外采购钻石同比下

降使得报关环节即征即退增值

同比减少所致。  

发放贷款和垫款净增

加额  

26,474,312.65   39,900,202.19  -33.65% 小贷业务发放贷款在报告期本

金收回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29,472,423.75  388,911,830.46  36.14% 主要由于报告期销售活动收到

的现金同比增长、采购活动支

付的现金同比变化幅度相对较

小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704,500,000.00  1,733,225,999.00  -59.35% 主要由于上年同期支付收购风

创新能投资款以及购买理财产

品较多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16,729,613.57   10,300,645.15  62.41% 主要由于报告期收到远致富海

3号投资企业分红以及购买委

托理财产品投资收益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142,823,474.93  355,142,487.63  -59.78% 变动幅度较大主要由于上年同

期支付企业总部项目用地土地

使用权款项所致，本报告期主

要为公司深圳慧峰廷珠宝产业

厂区建设工程、水贝壹号办研

发设计中心、深圳营销服务中

心以及总部公场地装修工程建

设投入。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9,406,138.64  -1,157,977,841.48  117.22% 主要由于上年同期投资活动支

付的现金较多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6,962,611.84   107,445,965.00  -74.91% 公司上年同期、本报告期分别

实施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首次

及其预留部分股权激励计划，

收到激励对象缴纳的出资款项

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50,000,000.00  700,000,000.00  -78.57% 报告期银行流动资金借款较上

年同期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50,000,000.00  100,000,000.00  550.00% 报告期归还流动资金借款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04,903,713.19  401,796,380.67  -300.33% 主要由于报告期减少银行流动

资金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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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2019年 6

月 27 日召开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87,303,000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6.5 元（含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

增 5 股。公司已于 2019 年 7 月 9 日为股

权登记日完成了权益分派。 

2019 年 07 月 03 日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详见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7 月 31 日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详见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6 月 5 日和 2019 年 7 月 

18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

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 

对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权益的回购价格及首次授予总量进行调 

整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对首次授予

的部分限制性股票 49,312 股进行回购

注销，回购价格为 8.68 元/股。截至 2019

年 9 月 7 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回购

注销手续，并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 

2019 年 06 月 06 日 

《关于对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权益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议

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第三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详见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7 月 11 日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的债权人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7 月 19 日 

《关于对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权益的回购价格及首次授予总量

进行调整的公告》、《第三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详见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9 月 07 日 

《关于首次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完成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9 月 28 日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详见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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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5,000 15,000 0 

券商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88,000 0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15,000 0 0 

合计 118,000 15,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8 月 2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2019 年 8

月 26 日投资者活动关系记录表 

2019 年 09 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2019 年 9

月 5 日投资者活动关系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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