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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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凡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薛洪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薛洪岩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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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4,445,801.91 4,959,852,426.94 -4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442,800.25 121,880,289.96 -6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0,259,920.29 119,348,917.40 -66.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25,978,013.74 433,474,473.31 -544.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5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5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2% 2.57%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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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74,750,745.35 14,014,780,664.92 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643,858,760.26 4,600,103,397.56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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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681.23 主要系处置资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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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9,247.73 

主要系捷夫珠宝、金艺珠宝、臻

宝通的财政奖励。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86,374.47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7,845.54  

减：所得税影响额 642,946.6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4,040.08  

合计 2,182,87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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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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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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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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碧空龙翔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90% 149,383,805 0 

质押 140,500,000 

冻结 149,383,805 

钟葱 境内自然人 12.89% 107,572,815 80,679,611 
质押 100,301,578 

冻结 107,572,815 

陈宝芳 境内自然人 5.00% 41,758,638 41,758,638 质押 41,758,638 

哈尔滨菲利杜豪

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5% 40,458,276 30,406,531 质押 37,000,000 

黄奕彬 境内自然人 4.03% 33,611,491 28,009,576 
质押 25,611,491 

冻结 3,300,000 

陈宝康 境内自然人 4.02% 33,570,000 25,177,500 
质押 33,569,997 

冻结 33,57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云信智

兴 2017－2057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2.21% 18,421,052 0   

张广顺 境内自然人 1.72% 14,344,167 8,606,501   

华融期货－芜湖

华融天泽盈信二

期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其他 1.58% 13,157,894 0   

陈宝祥 境内自然人 1.30% 10,867,600 0 质押 10,86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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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碧空龙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9,383,805 人民币普通股 149,38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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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葱 26,893,204 人民币普通股 26,893,204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智兴

2017－2057 号单一资金信托 
18,421,052 人民币普通股 18,421,052 

华融期货－芜湖华融天泽盈信二期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3,157,894 人民币普通股 13,157,894 

陈宝祥 10,86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67,600 

哈尔滨菲利杜豪贸易有限公司 10,051,745 人民币普通股 10,051,745 

新余市道宁投资有限公司 9,102,096 人民币普通股 9,102,096 

诺德基金－兴业银行－诺德千金 221

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8,771,929 人民币普通股 8,771,929 

泰达宏利基金－平安银行－泰达宏

利价值成长定向增发699号资产管理

计划 

8,771,929 人民币普通股 8,771,929 

陈宝康 8,392,500 人民币普通股 8,392,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陈宝康、陈宝祥、陈宝芳系兄弟关系，陈宝芳系绍兴越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执

行董事、经理及法定代表人，且陈宝芳、陈宝康合计拥有绍兴越王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100%的股权，陈宝芳、陈宝康、陈宝祥、绍兴越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构成

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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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主要财务指标同比变动说明                                                                        

单位：元 

报表指标 本期累计 上期累计 增长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259,920.29 119,348,917.40 -79,088,997.11 -66.27%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同比下降及本期合

并范围较上年同期减少3家子公司，使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5 -0.10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5 -0.10  -66.67% 

2、 主要会计报表项目同比变动说明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期末 年初余额 增长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787,588,639.45 1,207,888,873.64 -420,300,234.19 -34.80% 主要为本期支付货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58,847,622.30 24,225,941.43 34,621,680.87 142.91%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卡尼小贷贷款

应收利息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 

 

 

7,500,000.00 

 

 

-7,5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要

求，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

至“交易性金融资产”及“其他权

益工具投资”列示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9,400,000.00 

 

 

 

0.00 

 

 

 

9,4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要

求，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股权投资调整至“其他权

益工具投资”列示及本期支付投资

款所致。 

短期借款 5,510,615,621.58 3,628,442,321.58 1,882,173,300.00 51.87% 主要系本期新增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60,000,000.00 656,570,000.00 -596,570,000.00 -90.86% 主要系本期部分票据到期影响。 

应付账款 584,526,205.04 1,419,333,672.19 -834,807,467.15 -58.82% 主要系本期支付货款所致。 

其他应付款 298,077,514.77 499,137,301.27 -201,059,786.50 -40.28% 主要系本期归还部分款项所致。 

长期借款 600,000,000.00 205,000,000.00 395,000,000.00 192.68% 主要系本期借款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147,629,551.78 238,084,931.48 -90,455,379.70 -37.99% 主要系本期归还已到期的融资租

赁款所致。 

递延收益 13,854,646.89 10,166,966.85 3,687,680.04 36.27%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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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综合收益 -1,070,870.82 -2,383,433.27 1,312,562.45 55.07% 主要系子公司现金流套期及外币

报表折算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年累计数 上年同期累计数 增长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914,445,801.91 

 

 

4,959,852,426.94 

 

 

-2,045,406,625.03 

 

 

-41.24%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较上年同

期减少3家子公司以及受宏观经

济和金融去杠杆持续运行影响，

销售收入同比减少。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50,000.00 634,312.47 -584,312.47 -92.12%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卡尼小贷非

贷款类业务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2,625,679,743.72 4,520,374,809.31 -1,894,695,065.59 -41.91%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同比减少

所致。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828,750.00 

 

1,614,537.94 

 

-785,787.94 

 

-48.67%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卡尼小贷开

展业务发生的手续费减少所致。 

 

税金及附加 

 

12,682,954.68 

 

21,351,552.77 

 

-8,668,598.09 

 

-40.60%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减少，计提

的税金及附加同比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52,985,715.77 93,971,215.92 -40,985,500.15 -43.61% 
主要系公司广告费支出同比减

少所致。 

研发费用 1,616,607.80 9,776,242.69 -8,159,634.89 -83.46%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较上年同

期减少子公司广东乐源，研发投

入同比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5,018,654.03 -6,705,044.74 41,723,698.77 622.27% 主要系本期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9,957,500.00 0.00 9,957,500.00 100.00% 
主要系子公司卡尼小贷计提贷

款减值准备所致。 

 

其他收益 

 

10,807,097.73 

 

 21,561,953.74  

 

-10,754,856.01 

 

-49.88%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日常活动

相关的政府补助同比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58,487.55 -235,178.89 293,666.44 124.87% 
主要系本期理财收益同比增加

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0.00 1,305,941.29 -1,305,941.29 -100.00% 
主要系公司本期未发生黄金租

赁业务。 

资产处置收益 -149,585.93  13,243.05  -162,828.98 -1229.54%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处置资产损

失所致。 

营业外支出 1,088,083.96  159,653.98  928,429.98 581.53% 
主要系本期部分未摊销完毕的

长期待摊费用转入所致。 

所得税费用 15,044,820.09  49,258,773.37  -34,213,953.28 -69.46% 主要系利润总额同比减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1,914,649.79 -1,269,423.99 3,184,073.78 250.83% 

主要系子公司现金流套期及外

币报表折算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年累计数 上年同期累计数 增长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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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25,978,013.74 

 

433,474,473.31 

 

-2,359,452,487.05 

 

-544.31%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下降影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719,666.63 

 

-43,180,728.03 

 

32,461,061.40 

 

75.17% 

主要系本期公司支付股权款同

比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70,594,958.14 

 

-621,450,894.25 

 

2,192,045,852.39 

 

352.73% 

主要系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同比减少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78,084.19 

 

-769,465.08 

 

591,380.89 

 

76.86% 

 

主要受汇率变动影响。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366,280,806.42 -231,926,614.05 -134,354,192.37 -57.93% 主要系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同比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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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 

公司于2019年1月5日、2019年3月19日分别披露了《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

东持有公司股份冻结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01、2019-015），公司第一大股东

上海碧空龙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股东钟葱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截至本

报告出具日，上述股份冻结状态尚未完全解除。 

2、关于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函 

公司于2018年10月8日、2018年10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方案

的议案》等议案。2019年3月27日，公司发布《关于2019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无异议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8），公司申请确认发行面值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

的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深交所无异议。 

3、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事项 

公司于 2018年1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逐

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19年1月3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本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发布的《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公告》。截至

本报告出具日，该事项已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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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019 年 02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关于公司 2018 年

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9 年 03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关于筹划非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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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票的提示性公告》 

选举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2019 年 03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关于选举公司职工

代表监事的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海碧空龙翔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钟葱给予公开谴责处分 
2019 年 04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关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对上海碧空龙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钟葱给予公开

谴责处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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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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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