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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67                                证券简称：周大生                      公告编号：2020-018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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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3090518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周大生 股票代码 00286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小林 周晓达 

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布心路 3033 号水

贝壹号 A 座 23 层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布心路3033号水贝

壹号 A 座 23 层 

电话 0755-61866669-8818 0755-61866669-8818 

电子信箱 szchowtaiseng@126.com szchowtaiseng@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从事“周大生”品牌珠宝首饰的设计、推广和连锁经营，是国内最具规模的珠宝品牌运营商之一。“周大生”是全国中

高端主流市场钻石珠宝领先品牌，主要产品包括钻石镶嵌首饰、素金首饰。  

公司坚持战略聚焦，专注于品牌运营、渠道管理、产品研发和供应链整合，不断提升品牌形象和影响力，围绕既定经营

计划目标，各项经营管理工作稳步推进，在营运管理上深耕细作，坚实品牌基础，强化“渠道、产品、供应链管理”等核心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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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能力，着力打造“深度融合、高效协同”的营运生态体系，经营业绩继续保持稳步增长。 

报告期，周大生珠宝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公司在稳固既有市场的同时，继续加大对薄弱市场的拓展力度，在稳步扩大

市场份额的同时更加强调拓店质量，报告期内净增终端门店636家，截止报告期末，终端门店数量达到4011家，其中加盟门

店3733家，自营门店278家。 

2、公司主要产品 

周大生基于自己的商业模式和品牌定位，将继续坚持以钻石为主力产品，比利时“LOVE100”星座极光百面切工钻石为

核心产品，黄金为人气产品，铂金、K金、翡翠、珍珠、彩宝为配套产品，不断丰富和完善产品线。 

周大生洞察市场需求，探寻时尚潮流，融合风格美学，独家研创了“情景风格珠宝”。专业呈现优雅、浪漫、迷人、摩登、

自然五大产品风格，精准定位活力女孩、怡然佳人、知性丽人、魅力精英、星光女神五大消费人群，有效聚焦表达情感、表

现自我两大需求方向，倾心研发N个系列组合。 

周大生“情景风格珠宝”，更精准定位消费人群，更深度解析情感共鸣与场景需求，使风格美学下的产品更具有打动人心

的生命力，向追求美丽人生的消费者奉献独特的珠宝首饰精品。 

报告期公司继续加大产品研发力量，不断丰富完善产品线，满足市场多样化消费需求，无论是主力钻石产品的“都市独

白”、“Shinning girl”、“百魅”、“幸福时刻”等系列，还是核心产品LOVE 100 星座极光高端钻石的“时光”、“缪思女神”系列，

以及艺术IP的“梵高”系列，都获得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和喜爱。 

 

现有产品体系架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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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3.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的原材料主要为成品钻石、黄金和铂金金料等。公司设立供应链管理中心，负责钻石成品和金料的采购事宜，

具体采购模式因采购品种而异。 

3.2、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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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产品的生产外包予专业的珠宝首饰生产厂商，充分发挥其专业性和规模效应。针对国内珠宝首饰加工企业的现状

和特点，建立了一套有效的供应商管理机制，实现了委外生产厂商的生产体系与公司业务发展的良性互动。 

3.3、指定供应商模式 

公司加盟渠道的素金首饰产品供货一般通过指定供应商完成，产品仅限于公司指定品类和指定标准。指定供应商和加盟

商自行结算货款，所选购产品品均需经过公司内检和国家/地方检测机构检测合格后使用“周大生”品牌销售，公司根据黄金/

铂金、黄金摆件、绒沙金摆件、K金、钯金、黄金镶嵌、银饰、翡翠、和田玉、珍珠等产品种类的重量、成本或件数的一定

比例收取产品品牌使用费。 

3.4、销售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采取加盟、自营和电商相结合的销售模式。自营店和加盟店所负责的销售区域相互区分，自营店的经营

区域主要为直辖市、部分省会城市等中大型城市的主城区，其他区域主要由加盟商经营。 

自营主要是指公司商场联营/专卖店/电商平台向顾客销售产品。公司对产品和经营拥有控制权和所有权，享有店面产生

的利润，同时承担店面发生的所有费用和开支。 

加盟是指公司与加盟商签订《品牌特许经营合同》，授权加盟商在规定的区域，按照统一的业务和管理制度开设加盟店，

加盟商拥有对加盟店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4、公司所处行业 

公司所处行业为珠宝首饰零售业，自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珠宝

首饰消费在满足保值需求外，亦是人们追求时尚、彰显个性和身份地位的需要。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钻石加工基

地、世界上最大的珠宝首饰消费市场和世界第一大黄金消费国，是重要的珠宝首饰生产和消费国家。  

近年来，得益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国内居民消费升级不断推进，可选消费品需求崛起，

以珠宝首饰等为代表的中高端消费品市场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我国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日益壮大，与此同时，三、四线城市

的消费增长需求已成为我国消费市场的主要推动力。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也在发生转变，更加注重产品品质、个性化设计及服

务体验，并以完善自身内在素质和外在形象为目标，包括设计风格、款式、工艺也日益被消费者看重，消费升级以及消费主

力人群的切换，为“周大生”等具有“品牌、渠道、产品”等核心竞争优势的珠宝首饰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5、行业基本竞争格局 

国内市场现有的珠宝首饰企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品牌知名度较高和地域覆盖率较为广阔，如品牌市场占有率较高

的周大福、老凤祥、周大生等珠宝首饰市场领先企业；二是知名度高，但地域覆盖度低，如Cartier、Tiffany等品牌；第三类：

知名度较低或渠道覆盖面较为局限的品牌。 

经过多年在行业内的深耕细作，公司凭借品牌、渠道、产品、供应链整合、标准化运营等优势，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不

断提升。根据中宝协出具的证明，“周大生”珠宝品牌市场竞争力突出，已成为中国境内珠宝首饰市场最具竞争力的品牌之一。

同时，根据水贝•中国珠宝指数网发表的《2015年中国珠宝行业发展概况》，境内珠宝首饰市场品牌占有率前三名的品牌合

计市场份额为18.60%，分别为周大福、老凤祥、周大生。从近几年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编制的《中国500最

具价值品牌》排行榜来看， “周大生”品牌价值连续九年排名珠宝品牌类前三，2019年周大生品牌价值达500.18亿元。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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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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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原因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5,439,289,153.

42 

4,869,944,473.

54 

4,869,944,473.

54 
11.69% 

3,805,445,292.

87 

3,805,445,292.

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91,420,924.96 806,116,447.13 806,116,447.13 22.99% 592,074,754.22 592,074,75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13,785,000.79 751,511,650.47 751,511,650.47 21.59% 567,042,733.39 567,042,733.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97,785,171.93 366,578,710.63 366,578,710.63 117.63% 354,858,191.32 354,858,191.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7 1.68 1.12 22.32% 1.31 1.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7 1.68 1.12 22.32% 1.31 1.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91% 22.18% 22.18% 
提高 0.73 个百

分点 
21.60% 21.60%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5,922,031,695.

89 
5,887,338,070.

90 
5,887,338,070.

90 
0.59% 

4,380,937,214.
05 

4,380,937,214.
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710,267,379.

60 

3,941,358,933.

32 

3,941,358,933.

32 
19.51% 

3,381,636,895.

34 

3,381,636,895.

3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97,425,280.14 1,292,184,744.34 1,420,591,385.96 1,629,087,74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3,936,714.53 281,181,595.18 252,258,597.81 264,044,01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4,622,675.83 257,983,571.26 246,152,342.90 225,026,410.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8,730,975.10 519,530,612.55 338,672,786.30 268,312,748.1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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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5,88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5,16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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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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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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790,000 

北极光投资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8.79% 64,23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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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大生珠宝股

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 

其他 1.22% 8,928,4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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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7% 5,62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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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7% 5,615,348 0   

交通银行－华

夏蓝筹核心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0.73% 5,364,570 0   

兴业证券－兴

业－兴业证券

金麒麟 5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60% 4,381,022 0   

广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四二零

组合 

其他 0.60% 4,362,43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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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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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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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在国内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以及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的外部经济环境下，珠宝首饰行业销售增长压力加大，

同时，消费升级持续带来广阔的市场空间，行业品牌集中度提升，头部企业的品牌价值以及市场空间进一步拓

展。 

报告期，面对充满挑战的市场环境和行业竞争态势，公司上下戮力同心，砥砺笃行，坚持战略聚焦，坚实

品牌基础，围绕既定目标，各项经营管理工作稳步推进，强化“渠道、产品、供应链管理”等核心竞争能力，着

力打造“深度融合、高效协同”的营运生态体系，营运管理上深耕细作，在稳固既有市场的同时，继续加大对薄

弱市场的拓展力度，在稳步扩大市场份额的同时更加强调拓店质量，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加强“情景风格珠宝”

产品模型的推广工作，更加重视直播电商等数字化营销模式业务，报告期公司核心竞争能力持续提升，经营业

绩继续保持稳步增长。 

（一）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59.22亿元，较报告期初增长0.59%，负债总额11.79元，较报告期初下降38.57%，归

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总额47.1亿元，较报告期初增长19.51%，报告期末资产负债率为19.9%，流动比率为3.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为22.91%，较上年同期提高0.73个百分点，盈利能力持续稳定，财务状况整体良好。 

报告期末流动资产41.62亿元，占资产总额的70.27%，主要为货币资金以及存货等，其中货币资金12.94亿元，

占报告期末流动资产的31.08%，存货25.97亿元，占报告期末流动资产的62.41%。 

报告期末非流动资产17.6亿元，占资产总额的29.73%，主要为发放贷款及垫款、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

流动金融资产、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及长期待摊费用等，其中发放贷款及垫款2.65亿元，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4.54亿元，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2.97亿元，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2.04亿元，无形资产4.35亿元，长期待

摊费用6,651.82万元。 

报告期末公司负债总额为11.79亿元，主要为黄金租赁形成的交易性金融负债、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预收

账款、应交税金及其他应付款项等，其中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期末余额3.59亿元，较期初减少43.71%，主要由

于报告期4季度采购钻石规模下降所致；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3.16亿元，主要为客户履约保证金以及第一期员工

股权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等；报告期末预收账款余额1.15亿元，主要为收到的加盟客户订单订金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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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报告期末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47.1亿元，其中股本总额7.31亿元、资本公积16.5亿元、法定盈余公积余

额3.7亿元，报告期末未分配利润20.38亿元，其中母公司未分配利润16.6亿元。 

2019年1月3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923,500股，授予日为2019年1月3日，

授予价格为每股 14.24 元，授予股份于2019年1月31日发行上市，本次发行后注册资本增加为487,303,000.00元。 

2019年6月27日，公司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的议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87,303,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6.50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转增后公司注册资本增加为730,954,500.00元；同时，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首次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49,312股进行回购注

销，回购价格为8.68元/股，并于2019年9月6日完成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730,905,188.00

元。 

（二）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目标，努力化解外部环境不利因素，大力优化市场布局，渠道拓展持续发

力，营运能力进一步加强，渠道管理精细化深入开展，“深度融合、高效协同”的营运生态体系正在形成，产品

研发持续提升，“LOVE100星座极光”、“百魅、百姿”情景风格珠宝等系列产品配货模型更加完善，互联网业务

快速发展，在充满挑战的复杂市场环境中实现了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 

2019年度累计实现营业收入54.39亿元，较上年同期比较增长11.69%，其中：加盟业务营业收入36.21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1.52%；自营线下业务营业收入10.95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83%；自营线上（互联网）业务

营业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5.0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3.22%；宝通供应链服务业务营

业收入6,253.9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2.25%；宝通小贷金融业务全面展开，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2,549.98万元。

以产品类别划分，报告期素金类产品营业收入15.85亿元，镶嵌类产品营业收入29.99亿元，分别占整体营业收入

的29.14%、55.14%，素金类产品收入占比较上年同期有所提高，镶嵌类产品收入占比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2019年1-12月累计实现营业毛利19.5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01亿元，增幅18.21%，其中：自营线下业

务销售毛利3.69亿元、自营线上（互联网）业务销售毛利1.38亿元、加盟业务毛利12.47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

毛利额增长9.4%、41.65%、13.9%，宝通供应链服务、小贷金融及其他业务毛利合计2.03亿元。随着收入结构变

化及金价在报告期持续上升，整体毛利水平较上年同期有所提升，报告期整体毛利率为35.98%，较上年同期提

高1.98个百分点。 

报告期期间费用总额7.2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09%，其中管理、研发及销售费用总额7.21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6,657.72万元，同比增长10.2%，主要由于员工薪酬、广告宣传、租赁费用、装修费用等同比增长所致。 

报告期投资收益总额116.5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5.2%，主要为黄金租赁业务到期归还形成的损益以及上

年同期购买委托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形成的投资收益较高，本报告期委托理财投资收益相对减少所致； 

报告期营业外收入总额3,482.06万元，主要为报告期收到深圳市政府总部企业贡献奖、重点纳税企业管理团

队奖等政府补助等。报告期其他收益7723.7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4.53%，主要由于报告期公司境外钻石采购

规模下降增值税返还同比减少所致。 

受益于公司经营业务稳定发展、毛利水平持续提升、成本费用合理控制、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等因素影响，

公司经营业绩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报告期实现营业利润12.5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53%，实现净利润9.91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99%，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1、报告期分业务模式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报告期分业务模式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单位：万元 

业务模式分类 本报告期（2019年）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自营（线下）    109,515.98  20.13%   112,701.71  23.14% -2.83% 

互联网（线上）     50,102.51  9.21%    34,983.81  7.18% 43.22% 

加盟    362,112.90  66.57%   324,692.13  66.67%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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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服务      6,253.93  1.15%     4,728.86  0.97% 32.25% 

小贷金融      2,549.98  0.47%       498.31  0.10% 411.73% 

其他业务收入     13,393.61  2.46%     9,389.63  1.93% 42.64% 

营业收入合计    543,928.91  100.00%   486,994.45  100.00% 11.69% 

 

2、报告期门店情况 

（1）门店变动情况 

报告期，珠宝首饰行业集中度有所提高，头部品牌集中效应逐步显现，公司在稳固既有市场的同时，继续

加大拓展力度，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2019年度新开门店955家，净增加门店636家，门店总数稳定增长，报告

期末门店总数为4011家，门店数量较报告期初增长18.84%，其中报告期末专卖店数量1833家，占门店总数的

45.7%，专卖店数量占比较上年度末的1492家占比提高了1.49个百分点，商场店数量2178家，占门店总数的54.3%，

专卖店数量占比较上一报告期末有所提高。 

                                                                                        单位：家 

项目 报告期（2019年度） 201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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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 274 660 3733 820 195 625 3073 

自营店 21 45 -24 278 52 26 26 302 

门店合计 955 319 636 4011 872 221 651 3375 

 

  （2）报告期店效分析 

报告期公司自营业务单店营业收入376.3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16%，单店毛利为126.77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6.77%，其中自营单店镶嵌销售收入90.2万元，同比下降18.08%，单店镶嵌销售毛利55.56万元，同比下降

14.64%； 

报告期加盟业务单店公司对其形成的主营业务收入107.55万元，毛利37.04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8.91%、

6.96%，其中单店镶嵌首饰收入79.33万元、毛利18.16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19.98%、15.48%。 

在国内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以及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的外部经济环境下，消费信心不足使得珠宝首饰所在的

可选消费品市场景气度下降，珠宝首饰行业销售增长压力持续加大，此外，受2019年度内黄金价格持续上涨因

素影响，黄金类产品销售相对活跃，镶嵌类首饰销售下降较为明显。 

从收入、毛利单店数据来看，在整体消费不振大环境下，单店收入均有所下降，其中镶嵌首饰下降较为明

显，自营单店毛利有所提升，主要由于单店质量提高以及黄金类产品毛利水平同比提高影响所致。 

 

单店收入及毛利概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报告期（2019年度） 上年同期（2018年度） 增减幅度% 

平均店

数 

单店收入 单店毛利 平均店

数 

单店收入 单店毛利 单店收入 单店毛利 

自营店 291      376.34      126.77  284   396.84     118.73  -5.16% 6.77% 

其中：镶嵌首饰        90.20       55.56    110.10      65.09  -18.08% -14.64% 

加盟店 3367      107.55       37.04  2750   118.07      39.81  -8.91% -6.96% 

其中：镶嵌首饰       79.33       18.16     99.14      21.48  -19.98% -15.48% 

      品牌使用费      11.93       11.93     12.00      12.00  -0.58% -0.58% 

      加盟管理服务费        6.25         6.25      6.24       6.24  0.16% 0.16% 

注：平均店数为报告期月末店数累计平均（∑月末店数/计算月份数） 

 

3、报告期线上销售情况 

    报告期公司互联网（线上销售）营业收入5.01亿元，占报告期营业收入的9.21%，较上年同期增长43.22%，

2019年度累计销售数量为74.09万件，其中镶嵌类首饰销量6.56万件，同比增长98.07%，镶嵌产品销售收入6,503.54

万元，报告期素金类首饰销售52.63万件，同比增长28.82%，素金产品销售收入4.17亿元，以镶嵌类销售增长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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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显，线上销售主要集中在天猫旗舰店渠道，占整体互联网销售的90.08%，其他渠道主要为中闽在线、苏宁

易购等。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素金首饰 1,584,934,072.52 321,732,927.47 20.30% 39.43% 42.08% 0.38% 

镶嵌首饰 2,999,097,790.73 805,214,880.25 26.85% -2.71% 0.63% 0.8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

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合称“新金融工

具准则”），公司于2019年4月2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批准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对于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追溯调

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公司不进行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

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2019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合并） 

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 

2018年12月31

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影响 

2019年1 月1 

日 

2018年12月31

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调

整影响 

2019年1 月1 

日 

其他应收款 16,589,341.11 -1,730,231.56 14,859,109.55 18,873,774.97 -1,072,499.37 17,801,275.6
0 

其中：应收利息 1,730,231.56 -1,730,231.56  1,072,499.37 -1,072,49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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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资产 631,165,542.65 1,072,499.37 632,238,042.02 596,417,220.43 1,072,499.37 597,489,719.

80 

发放贷款和垫款 176,561,813.02 657,732.19 177,219,545.21    

可供出售金融资 702,377,882.00 -702,377,882.00  284,377,882.00 -284,377,882.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19,210,058.89 419,210,058.89  1,210,058.89 1,210,058.89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77,046,689.08 277,046,689.08  277,046,689.08 277,046,689.

08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326,055.28 1,530,283.51 26,856,338.79 20,711,355.11 1,530,283.51 22,241,638.6

2 

短期借款 600,000,000.00 844,020.83 600,844,020.83 600,000,000.00 844,020.83 600,844,020.
8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73,603,448.30 -73,603,448.30 - 73,603,448.30 -73,603,448.30 - 

交易性金融负债  73,666,272.49 73,666,272.49  73,666,272.49 73,666,272.4
9 

其他应付款 279,199,257.65 -906,845.02 278,292,412.63 275,650,694.97 -906,845.02 274,743,849.

95 

其中：应付利息 906,845.02 -906,845.02  906,845.02 -906,845.02  

其他综合收益  -592,455.83 -592,455.83  -592,455.83 -592,455.83 

盈余公积 283,538,162.80 -399,839.47 283,138,323.33 283,269,408.59 -399,839.47 282,869,569.
12 

未分配利润 1,453,570,813.0
8 

-3,598,555.22 1,449,972,257.8
6 

1,201,575,977.
31 

-3,598,555.22 1,197,977,42
2.09 

（2）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公司

对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列报项目进行了修订：将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将资产负债表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在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

项下新增“专项储备”项目，同时相应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专项储备”项目；将利润表原“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

较数据根据本通知进行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列报项目 账面价值 

（合并） 

账面价值 

（母公司） 

列报项目 账面价值 

（合并） 

账面价值 

（母公司）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3,264,793.93 93,441,589.39 应收票据 300,000.00 300,000.00 

应收账款 82,964,793.93 93,141,589.3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37,488,755.22 670,520,877.94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637,488,755.22 670,520,877.94 

资产减值损失 40,514,680.48 33,149,605.60 资产减值损失 -40,514,680.48 -33,149,605.60 

（3）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

根据要求，本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

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

司报告期财务报表没有影响。 

（4）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根

据要求，本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没

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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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在报告期内新设5家子公司，自设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范围。具体如下： 

子公司名称 设立日期 本报告期是否纳入合并范围 

周大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8日 是 

四川周大生珠宝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30日 是 

深圳周和庄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2日 是 

周大生珠宝（福建）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0日 是 

周大生珠宝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7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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