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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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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母公司）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 37,786,981.95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3,778,698.20 元，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29,700,000.00 元,加上年初

未分配利润 34,922,678.43 元，累计未分配的利润为 39,230,962.18 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为-62,648,056.82 元，资产负债率为 76.89%，未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的条件，同时

结合公司行业特点、发展现状及留存未分配利润用途，公司拟定 2017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

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方金钰 600086 多佳股份、ST多佳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雅清 赵笛 

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贝丽北路水贝工业

区2栋东方金钰珠宝大厦3楼 

深圳市罗湖区贝丽北路水贝工

业区2栋东方金钰珠宝大厦3楼 

电话 0755-25266298 0755-25266298 

电子信箱 leaf_600086@sina.com zhaodi@60008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珠宝首饰产品的设计、采购和销售，主要经营产品包括翡翠原石、翡翠成品、

黄金金条、黄金（镶嵌）饰品等。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经营模式 

    公司以翡翠、黄金金条及首饰批发业务为主，主要采取自营模式及联营模式进行产品销售， 辅

以品牌加盟销售。  

    其中，自营模式：公司采用租赁或者购买方式取得经营场所，公司自营销售模式可细分为批

发模式及零售模式。联营模式：公司与北京珠宝中心联营，在北京珠宝中心商场中设立专柜进行

产品销售。加盟模式：加盟商在公司授权下开设东方金钰加盟店，向公司采购货品，公司根据加



盟协议为加盟商提供人员及经营管理培训等服务。 

    （三）行业情况 

    2017 年，中国经济延续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我国经济增速达到 6.9%，工业产出和零售

额也呈现出上涨趋势。据中宝协初步统计，2017 年我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销售规模已达 5500 亿

元，市场经过前几年的调整出现触底回升，实现温和增长，呈高品质及文化内涵发展态势。 

   消费结构方面，富裕阶层的崛起，人口结构的变迁驱动消费需求多元化、个性化，珠宝品类消

费逐步改变黄金、钻石独占市场的局面，转向宝玉石等多元化发展，K 金、钻石镶嵌、宝玉石类

等更具个性与特色的珠宝产品呈上升趋势，促成消费升级。据研究，黄金首饰占珠宝首饰消费总

量的 58%，钻石 15%，宝玉石占 15%左右且呈上升趋势。从细分市场看，婚庆市场、刚需市场稳

定，个性需求、随机性消费打开增量市场。从渠道看，一线城市珠宝消费高端化、品质化、多元

化，三、四线市场黄金仍占主角，电商珠宝消费、新零售等新理念，个性化、时尚化、定制呈崛

起之势。 

    2017 年，黄金价格企稳和有色金属价格的回升，经黄金珠宝行业上、中、下游共同努力，继

续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金价仍处低位的不利局面，进一步实现稳中求进的目标。2017 年全国黄金

消费量将连续 5 年保持世界第一位。据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全国黄金实际

消费量 1089.07 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9.41%。其中：黄金首饰 696.50 吨，同比增长 10.35%；

金条 276.39 吨，同比增长 7.28%；金币 26 吨，同比下降 16.64%；工业及其他消费量为 90.18 吨，

增长 19.63%。黄金首饰、金条销售和工业用金量继续保持增长趋势，仅金币销售量出现了下跌。 

2017 年，随着国内高端消费的持续复苏及二三线城市消费需求的崛起，国内黄金首饰销售继续回

暖。同时，受房地产、证券市场等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实物黄金投资产品需求增加。黄金以其“贮

藏财富”和“保值增值”的功能被越来越多的人长期看好，黄金已经成为机构和个人理财策略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2,520,579,897.90 9,354,979,329.74 33.84 9,571,036,838.90 

营业收入 9,276,629,100.58 6,591,548,347.01 40.74 8,660,600,78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1,185,999.85 250,815,225.11 -7.83 300,286,98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7,431,082.45 254,923,436.43 -50.01 302,106,74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07,437,841.88 3,005,951,842.03 6.70 2,753,323,033.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0,883,994.52 -1,089,365,284.75 -63.48 -1,680,379,864.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12 0.1858 -7.86 0.22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12 0.1858 -7.86 0.22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4 8.71 减少1.27个百分点 12.7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204,023,709.49 1,864,978,954.24 2,854,229,627.49 2,353,396,80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133,112,129.55 66,432,376.37 51,152,721.70 -19,511,227.77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33,867,527.01 66,133,816.83 52,109,704.23 -124,679,965.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63,453,418.01 -1,051,520,637.64 -51,748,872.01 285,838,933.1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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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8,52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8,068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云南兴龙实业有限

公司 

22,137,000 428,985,942 31.78 0 质押 424,057,3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瑞丽金泽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0 293,154,984 21.72 293,154,984 冻结 293,154,98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0 34,169,700 2.53 0 未知  国有法人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

－西部信托·君景 6

号证券投资事务管

理类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26,990,000 2.00 0 未知  其他 

韩耀宇  21,300,000 1.5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辉煌”178号

单一资金信托 

 17,446,200 1.29 0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16,930,293 1.25 0 未知  国有法人 

郭宏伟 0 15,000,000 1.11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长安信

托－长安投资629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14,027,000 1.04 0 未知  其他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大地 14 号单

一资金信托 

 13,296,246 0.98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兴龙实业、瑞丽金泽均为实际控制人赵宁控制的公司。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

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

式 

交易场

所 

东方金钰股份

有 限 公 司

17 金钰债  143040.SH  2017 年 3

月 16 日  

2022 年 3

月 17 日  

7.5 7.00 按年付息，到

期一次还本，

上海证券

交易所  



2017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

券  

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

付。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17 金钰债已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完成首次付息。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1 月 11 日，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

展望为“稳定”，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 2017 年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2017 年 5 月 31 日，联合

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了公司本次公司债券 2017 年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维持公司公开发行的“17金钰债”债券信用等级为 AA。该评级公司

将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每年对公司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跟踪评级。该评级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出

具本次债券 2018 年跟踪评级报告，届时公司将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进行披露。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7 年 2016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74.20 67.62 9.73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206 0.1180 2.21 

利息保障倍数 1.4652 1.8752 -21.87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2.77 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40.74%，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减少

2.45 个百分点。其中：黄金金条及饰品销售收入 72.46 亿元，毛利率为 2.28%，较上年同期减少

4.49 个百分点，主要系为进一步扩大销售，给予长期合作信用较好的客户和新开拓大客户部分销

售让利。珠宝玉石首饰销售收入 19.48 亿元，毛利率 38.36%，较上年同期减少 6.89 个百分点，主

要系销售翡翠类产品结构发生变化，翡翠成品销量比去年大幅上升，在拓展新客户的同时，加深

对原有客户的合作，翡翠成品销售收入 13.62 亿元，同比上升 2.25 倍。翡翠原石销售收入 5.86 亿

元，毛利率为 66.67%，较上年同期增加 11.57 个百分点，主要系由于翡翠原石采取个别定价法，

个体品质差异较大，本期销售翡翠原石成本低于上年，因此差异较明显。随着未来翡翠资源稀缺

性的凸显，公司翡翠原石销售将保持较高的盈利能力。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

和终止经营》，要求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要求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与

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

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

上单独列表“其他收益”项目，反映应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企业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

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新政府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新

政府补助准则进行调整，会计期间的财务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执行上述新准则后对当期及前期列报的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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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18 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云南兴龙珠宝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北京东方金钰珠宝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深圳市东方金钰珠宝实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佛山市南海区平洲东方金钰珠宝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深圳东方金钰网络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中瑞金融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孙公司名称     

深圳市东方金钰金饰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1.00 51.00 

云南东方金钰珠宝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腾冲东方金钰珠宝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瑞丽东方金钰珠宝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盈江东方金钰珠宝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江苏东方金钰珠宝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西藏东方金钰珠宝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惠州市东方金钰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瑞丽市姐告宏宁珠宝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中云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深圳市东方金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瑞丽市若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00 51.00 
 
1.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

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深圳市东方金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发起设立 

瑞丽市若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发起设立 

佛山市南海区平洲东方金钰珠宝有限公司 发起设立 

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