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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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677,640,238.92 1,097,425,280.14 1,097,425,280.14 -3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0,560,022.20 193,936,714.53 193,936,714.53 -4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8,851,117.98 184,622,675.83 184,622,675.83 -51.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7,151,310.03 -328,730,975.10 -328,730,975.10 79.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41 0.27 -48.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41 0.27 -48.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1% 4.80% 4.80%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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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5,179,914.49 5,922,031,695.89 5,922,031,695.89 -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818,617,662.51 4,710,267,379.60 4,710,267,379.60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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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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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3,6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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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6,824,0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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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263,536.3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450,368.2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502,584.65  

减：所得税影响额 3,518,068.49  

合计 11,708,90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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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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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490,000 

北极光投资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7.76% 56,75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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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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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7,741,765 0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安信价

值回报三年持有

期混合型证券投

其他 1.00% 7,313,4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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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基金 

周大生珠宝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00% 7,272,650 0   

广发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社保基

金四二零组合 

其他 0.93% 6,822,732 0   

全国社保基金五

零三组合 
其他 0.68% 4,999,68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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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 4,7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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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53,051 人民币普通股 56,75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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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1,765 人民币普通股 7,741,76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信价

值回报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7,313,445 人民币普通股 7,313,445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 
7,272,650 人民币普通股 7,272,650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

金四二零组合 
6,822,732 人民币普通股 6,822,732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4,999,688 人民币普通股 4,999,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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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2,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22,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573,266 人民币普通股 3,573,26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3,350,072 人民币普通股 3,350,072 

交通银行－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3,094,020 人民币普通股 3,094,0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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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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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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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子。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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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所在的珠宝首饰行业受新冠疫情影响明显，疫情防控使得公司门店销售、市场发展、供应链等

主要经营活动相应停滞或延后，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外部形势，公司管理层积极应对、快速响应，带领全体员

工协力做好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工作。一季度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6.78亿元，较同期下降38.25%，其中线下

业务受新冠疫情影响下滑较为明显，报告期公司更加重视直播电商等数字化营销新业态，互联网销售1-3月份实

现营业收入1.9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4.32%，线上业务快速增长。 

2、报告期门店变动情况： 

受新冠疫情及市场环境变化因素影响，报告期公司市场拓展及开店筹备工作节奏有所放缓，报告期末终端

门店数量4002家，较报告期初减少9家，1-3月累计新增门店49家，新增门店数量较上年同期下降60.48%，主要

由于报告期部分新开店计划受新冠疫情防控影响延后所致。公司对终端门店更加强调运营门店质量，着力培育

“优胜劣汰”的良性营运生态，1-3月累计撤减门店58家，撤店率为1.43%，较上年同期撤店率略有上升。 

                                                                                        单位：家 

项目 2020年1-3月 同期（2019年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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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45 2 3735 119 31 88 3161 

自营店 2 13 -11 267 5 11 -6 296 

门店合计 49 58 -9 4002 124 42 82 3457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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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873,624,397.65   1,293,500,947.27  -32.46% 主要由于报告期受新冠疫

情影响营业收入下降以及

报告期购买委托理财产品

所致。 

应收账款    108,622,869.95      74,366,357.07  46.06% 主要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

公司自营业务部分联营专

柜所在商场销售结算延迟，

在报告期末尚未完成货款

结算所致。 

预付账款     17,174,360.48      26,023,132.80  -34.00% 主要由于上年度末预付春

节档期广告宣传费在本报

告期内完成结算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27,700,989.37     149,793,771.87  185.53% 主要由于报告期购买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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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226,237,710.14     151,128,720.73  49.70% 报告期增加黄金租赁业务

额度所致。 

应付票据      5,560,813.07      35,544,597.89  -84.36% 主要为向钻石采购供应商

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报告期

内到期兑付所致。 

应付账款    166,527,647.37     323,266,546.00  -48.49% 主要为报告期内采购规模

下降，应付钻石采购、检测

机构费用应付款项随之减

少所致。 

预收账款     67,257,784.41     114,529,616.14  -41.27% 主要由于执行新收入准则，

将未交付商品订单预收款

项调整至合同负债核算所

致。 

合同负债     10,715,061.90                -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施

行新收入准则，在2020年1

月1日将预收商品订单款项

调整至“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16,477,596.97      68,576,875.28  -75.97% 主要由于上年度末预提年

终奖金在报告期内发放所

致。 

其他流动负债      1,392,957.99                -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施

行新收入准则，将预收的商

品订单款项调整至“合同负

债”，对应的“待转销项税”

重分类为“其他流动负债”。 

利润表项目 2020年1-3月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677,640,238.92   1,097,425,280.14  -38.25% 报告期公司所在珠宝首饰

行业受新冠疫情影响较为

明显，营业收入下降幅度较

大。 

营业成本    383,902,526.04     687,485,664.77  -44.16% 主要由于报告期营业收入

同比下降所致。 

研发费用      3,356,458.93       2,276,274.51  47.45% 主要由于报告期支付设计

费用同比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3,288,085.89      -1,862,976.20  -76.50% 主要由于报告期银行存款

利息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391,708.18         750,760.52  -418.57% 受新冠疫情影响，报告期计

提的应收账款预期信用减

值损失同比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4,356,534.39     -22,603,866.09  1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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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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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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回所致。 

其他收益     11,150,464.65      37,636,497.51  -70.37% 主要由于报告期公司采购

规模减少，自境外钻石采购

形成的增值税返还同比下

降所致。 

投资收益      1,183,667.83        -545,579.11  316.96% 主要由于上年同期黄金租

赁业务到期归还形成的投

资损失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564,439.54       3,838,608.92  -244.96% 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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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价格变动形成的交易性

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所

致。 

营业外收入      1,528,035.50         830,144.91  84.07% 主要由于报告期违约金收

入同比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5,207,263.10          10,528.95  49356.62% 报告期为应对新冠疫情，履

行社会责任，公司捐助发起

成立周大生天使公益基金。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1-3月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667,594,595.66   1,138,917,645.59  -41.38% 公司所在珠宝首饰行业受

新冠疫情影响较为明显，报

告期营业收入下降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1,799,157.62      30,438,004.65  -9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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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479,366,920.76   1,183,763,918.14  -59.50% 报告期公司经营业务受新

冠疫情影响明显，采购规模

同比下降所致。 

发放贷款和垫款净增

加额 

     1,420,000.00      29,126,823.60  -95.12% 受新冠疫情影响，报告期新

增贷款需求减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00,000,000.00     770,000,000.00  -61.04% 由于去年同期赎回投资理

财产品较多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1,592,739.73       4,217,191.78  -62.23% 主要由于报告期委托理财

产品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

下降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27,184,540.35      53,145,174.49  -48.85% 本报告期主要为公司深圳

慧峰廷珠宝产业厂区建设

工程投入，变动幅度较大主

要由于上年同期支付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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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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投入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27,390,640.00  -100.00% 公司上年同期实施了第一

期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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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上年同期收到银行流动资

金借款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       300,000,000.00  -100.00% 上年同期归还银行流动资

金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1,227,926.67       6,781,636.22  -81.89% 主要由于报告支付银行借

款利息较上年同期减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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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下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宝通天下与天津风

创新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有限合伙人天津红杉资本投资基

金中心（有限合伙）及普通合伙人杨涛

签订了《关于天津风创新能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财产份额转

让协议》，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403,580,000 元。通过交易，公司及宝通

天下持有风创新能 100%财产份额和所

有权益，并间接持有恒信玺利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16.6%的股份。目前已完成该出

资份额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及付款等手

续。 

2018 年 09 月 20 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受让天津风创新能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的公告》

等相关公告详见巨潮咨询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10 月 17 日 

《关于受让天津风创新能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的进展

公告》等相关公告详见巨潮咨询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3 月 07 日 

《关于受让天津风创新能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的进展

公告》等相关公告详见巨潮咨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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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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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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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10,000 0 

合计 6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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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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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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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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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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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01 月 1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2020 年 1

月 15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1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2020 年 1

月 1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2 月 03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2020 年 2

月 3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2 月 17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2020 年 2

月 17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3 月 02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2020 年 3

月 2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3 月 03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2020 年 3

月 3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3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2020 年 3

月 24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3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2020 年 3

月 25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3 月 26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2020 年 3

月 2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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