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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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苏日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城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鲍俊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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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38,365,247.51 362,195,274.82 2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486,629.75 11,668,212.08 -18.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828,065.12 10,884,689.09 -18.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825,885.52 -128,688,856.95 -15.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53 -15.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53 -15.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1% 0.78% -0.1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609,357,395.10 2,595,654,821.73 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54,560,764.47 1,445,228,766.54 0.6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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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8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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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98.66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148,117.1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1,188,503.4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193.41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9,652.6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14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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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658,564.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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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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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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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日明 境内自然人 23.89% 78,978,900 77,955,000 质押 74,880,000 

苏永明 境内自然人 10.21% 33,757,800 33,751,800 质押 30,400,000 

狄爱玲 境内自然人 9.19% 30,366,908 30,348,908 质押 25,300,000 

深圳市创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3% 13,307,460 0   

朱新武 境内自然人 3.22% 10,638,000 8,000,000 质押 8,000,000 

苏清香 境内自然人 2.12% 6,997,742 6,997,742 质押 4,500,000 

苏啟皓 境内自然人 1.77% 5,840,100 4,380,075 质押 5,839,999 

苏衍茂 境内自然人 1.43% 4,723,201 0 质押 4,700,000 

苗志国 境内自然人 1.12% 3,706,500 2,779,875 质押 3,300,000 

李蔚 境内自然人 1.08% 3,559,066 3,559,066 质押 2,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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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307,460 人民币普通股 13,307,460 

苏衍茂 4,723,201 人民币普通股 4,723,201 

朱新武 2,6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38,000 

许君正 2,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50,000 

郑恒毅 1,94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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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民 1,655,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55,700 

苏啟皓 1,460,025 人民币普通股 1,460,025 

苏日明 1,023,9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3,900 

赵紫明 1,018,424 人民币普通股 1,018,424 

盛祺（天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苏日明、狄爱玲、苏永明、苏清香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150,101,350 股，占公司总

股份数的 45.4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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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分析 

货币资金 
         

356,219,165.47  

              

576,360,167.36  
-38.20%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支付长期

投资款、归还银行短期借款 

预付款项 15,425,019.72            8,290,246.24                   86.06% 
投资宿迁丰扬金鼎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预付第一期投资款 

其他应收款 
           

10,426,788.60  

                  

3,882,211.96  
168.58% 主要为大盘珠宝合并报表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43,157,410.01  

                

90,484,156.61  
58.21% 本期购买了 5000万的理财产品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14,078,181.27  

                  

5,950,000.00  
136.61% 本期投资深圳爱华红润一号投资中心 

递延所得税资

产 

             

1,616,701.32  

                  

5,055,305.07  
-68.02% 

合并层面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对递延

所得税资产的影响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93,523,817.29  

                

51,333,333.33  
82.19% 本期增加黄金租赁 

应付票据 
         

116,600,000.00  

                

35,000,000.00  
233.14% 本期增加票据融资 

预收款项 
           

43,821,291.78  

                

25,490,132.43  
71.91% 本期预收的钻石合作平台保证金 

其他综合收益 
              

-335,968.11  

                    

-181,336.29  
-85.27% 香港外币报表折算为人民币所致 

损益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分析 

管理费用 
           

17,884,203.34  

                

12,274,756.82  
45.70% 

本期合并范围增加杭州子公司、大盘非

全资子公司 

财务费用 
             

8,075,106.52  

                  

2,980,101.06  
170.97% 

短期借款比上年同期增加，同时增加大

盘珠宝合并报表所致 

其他收益 
             

5,239,831.87  

                

17,523,446.98  
-70.10% 本期上海子公司报关量减少 

营业外收入 
                  

72,545.81  

                  

1,044,697.33  
-93.06% 本期政府补助减少 

现金流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分析 

所得税费用 
             

7,347,340.58  

                  

3,018,960.47  
143.37% 

合并层面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对所得

税费用的影响以及非同一控制下合并

资产评估增值对所得税费用的影响导

致。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37,825,885.52  

             

-128,688,856.95  
70.61% 本期加大收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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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0,548,854.20  

               

-29,294,434.22  
-243.24% 

本期新增投资“深圳爱华红润一号投资

中心”、“宿迁丰扬金鼎资产管理合伙

企业”项目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1,320,033.97  

               

-20,239,308.37  
-301.79% 本期短期借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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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事项 

   公司于2018年1月11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苏日明先生的告知，其于2018年1月11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

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合计增持了405,2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12%。苏日明先生承诺：在增持完成后的六个月内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等违规操作。 

2、关于投资设立并购基金并对外投资相关事项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起设立天津爱迪尔金鼎珠宝消费产业资产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制）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与北京方圆金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产业并购基金，基金总募集

规模初定为6亿元人民币。首期基金苏州爱迪尔金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于2016年5月10日设立完毕并已完成投资，二期基

金西藏爱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于2016年11月17日设立完毕并已完成投资，三期基金宿迁丰扬金鼎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于2017年12月6日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于2018年2月与万博特珠宝、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潘辉淮及其配偶王

文丽、股东潘辉平签订了《投资协议》。宿迁丰扬金鼎拟以现金增资方式投资深圳市万博特珠宝有限公司，投资金额为人民

币3000万元，投资完成后宿迁丰扬金鼎将持有万博特珠宝18.75%的股权。 

3、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相关事项 

     公司因筹划资产购买事项，公司股票自2017年9月4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2017年9月4日和2017年9月11日发布了《重大

事项停牌公告》和《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2017年9月15日，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公司正在筹划的资产购买事项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自2017年9月1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每5个交易日在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2017年12月4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

组问询函【2017】第68号）。公司及各中介机构就《问询函》的相关问题逐项进行认真核查、落实和回复,并于2017年12月

18日披露了《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回复》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

订稿）》等相关公告。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7年12月18日（星期一）开市起复牌。 

     截至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工作

仍在进行中，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披露《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他相关公告，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履行有关的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4、关于对外投资收购股权进展及终止交易相关事项 

    公司于2017年5月2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收购股权的议案》，同意公

司现金方式购买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城”），北京绿都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都源”）和深

圳市长宁钻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宁钻石”）分别持有的深圳市钻石毛坯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钻所”或“标

的公司”）20.25%股权、2.5%股权和2.5%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合计持有标的公司25.25%的股权。 

     公司已按照相关董事会决议及合同约定于2017年6月陆续向长宁钻石、绿都源及华侨城支付完毕上述交易对价，标的公

司并根据要求向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市金融办申请变更股东事宜。公司于2018年3月27日收悉深钻所以邮件

方式送达的函件，告知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市金融办未批准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基于上述原因，根据合同相关条款约定，公司认为与上述交易对方签署的相关合同无法满足约定的生效条件，且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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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之目的也无法实现，公司于2018年4月2日向上述交易对方发送了希望解除合同、退还已付款项并终止本次交易的函件。 

      公司于2018年4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终止对外投资收购股权的议案》，公司

董事会认为继续推进本次交易存在重大障碍，为保护上市公司及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终止本次交易，并授

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处理后续相关事宜。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事项 2018 年 01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于 2018 年 01 月 12 日披露的公司《关于

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投资设立并购基金并对外投资相关事项 

2018 年 01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于 2018 年 01 月 25 日披露的公司《关于

投资设立并购基金的进展公告》 

2018 年 02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于 2018 年 02 月 12 日披露的公司《关于

公司参与设立并购基金对外投资的公

告 》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相关事项 2018 年 03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于 2018 年 03 月 27 日披露的公司《关于

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对外投资收购股权进展及终止交易相关

事项 

2018 年 03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于 2018 年 03 月 30 日披露的公司《关于

对外投资收购股权的进展公告》 

2018 年 04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于 2018 年 04 月 11 日披露的公司《关于

终止对外投资收购股权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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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5.00% 至 25.00%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2,341.38 至 3,902.31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3,1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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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调整经营思路，强化品牌重要性。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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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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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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