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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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186,427.64 438,365,247.51 -2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012,267.95 9,486,629.75 5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063,232.44 8,828,065.12 47.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487,204.86 -37,825,885.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8% 0.61%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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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3,881,885.37 2,609,919,708.48 7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46,457,671.86 1,605,510,874.17 8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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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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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7,1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385.99  

减：所得税影响额 649,678.50  

合计 1,949,035.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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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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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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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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34,175 质押 76,120,000 

苏永明 境内自然人 9.61% 31,758,000 23,818,500 质押 31,750,000 

狄爱玲 境内自然人 9.19% 30,366,908 26,537,408 质押 30,300,000 

朱新武 境内自然人 3.22% 10,638,000 7,978,500 质押 10,630,000 

#单金超 境内自然人 2.43% 8,049,600 0 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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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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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啟皓 境内自然人 1.38% 4,557,100 3,417,825 质押 2,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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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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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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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日明 19,744,725 人民币普通股 19,744,725 

#单金超 8,049,600 人民币普通股 8,049,600 

苏永明 7,939,500 人民币普通股 7,939,500 

苏衍茂 4,723,201 人民币普通股 4,723,201 

狄爱玲 3,829,500 人民币普通股 3,829,500 

朱新武 2,659,500 人民币普通股 2,659,500 

#郑恒毅 1,94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48,000 

黄水庆 1,834,2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4,200 

陈植佳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苏日明、狄爱玲、苏永明、苏清香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148,101,55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4.8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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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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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合并范围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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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相关事项 

公司于2018年1月12日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2号）。基于对公司未来发

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同，增强广大投资者信心，切实维护投资者权益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一苏日明先生特使用自有资金增持公司的股票。 

本次增持计划苏日明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票1,020,9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31%。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苏日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8,978,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89%。 

2、关于变更董事长及聘任总经理的相关事项 

公司原董事长狄爱玲女士因工作岗位调整，申请不再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及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狄爱玲女士

辞去前述职务后仍担任公司董事。公司于2019年1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公司董事会选举苏日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同意

聘任苏日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均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3、关于拟变更公司住所事项 

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同意公司住所由“深

圳市罗湖区东晓路1005号北楼二、三楼”变更为“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龙腾南路14号珠江大厦4F”。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鉴于公司近日工作计划安排等原因，决定暂不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前述事项。截止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事项正在

进行中，尚未完成。 

4、关于公司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权益变动的相关事项 

2019年2月27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苏日明、狄爱玲夫妇及其一致行动人苏永明先生，股东朱新武先生、

苏啟皓先生及苗志国先生的通知，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合计持有的公司36,0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10.89%）转让给汇金集团及永盛发展。鉴于永盛发展为汇金集团全资子公司且为一致行动人，故本次转让完成后，其

将合计持有公司10.89%股份。 

截至目前，该事项已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上市公司股份转让申请确认书》，但尚未办理股份登记过户事宜。公

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有关的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5、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有条件通过的进展相关事项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千年珠宝100%股权及蜀茂钻石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于2018年12

月5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有条件通过。 

2018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公司

决定取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关于募集配套资金的安排，并同意根据交易对方茗鼎投资、鼎祥投资及钟百波的承诺延长其取

得上市公司股份后的锁定时间。 

2019年1月2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向李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99号）。 

2019年3月14日，千年珠宝及蜀茂钻石100%股权的过户手续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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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根据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与授权、交易各方就本次交易签署的协议，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重组后续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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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

完毕的相关事项 
2019 年 01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于 2019 年 01 月 17 日披露的公司《关于

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

的公告》 

关于变更董事长及聘任总经理的相关事

项 
2019 年 01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于 2019 年 01 月 22 日披露的公司《关于

变更董事长、聘任总经理的公告》 

关于拟变更公司住所事项 2019 年 01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于 2019 年 01 月 31 日披露的公司《关于

拟变更公司住所的公告》 

关于公司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

权益变动的相关事项 
2019 年 02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于 2019 年 02 月 28 日披露的公司《关于

公司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权益

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

重组委审核有条件通过的进展相关事项 

2019 年 01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于 2019 年 01 月 23 日披露的公司《关于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

告》 

2019 年 03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于 2019 年 03 月 16 日披露的公司《关于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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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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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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