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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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鲍俊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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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161,339,498.26 4,525,654,111.93 -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505,830,575.79 2,478,970,365.38 1.0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01,508,083.37 -45.67% 859,871,452.01 -4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1,385,029.25 -10.37% 26,929,564.28 -4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6,914,525.13 1.78% 30,702,559.93 -36.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9,423,650.00 -51.06% -51,567,690.29 -136.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0% 0.06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0% 0.06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6% 0.01% 1.0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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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5,77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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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7,56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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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95,480.6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9,2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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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772,995.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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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8,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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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 64,243,174 48,640,469 
质押 61,860,000 

冻结 64,243,174 

李勇 境内自然人 8.38% 38,066,490 38,066,490 质押 35,700,000 

陈茂森 境内自然人 5.95% 27,017,893 27,017,893 质押 23,300,000 

狄爱玲 境内自然人 5.85% 26,555,408 19,916,556 
质押 26,488,500 

冻结 26,555,408 

苏永明 境内自然人 5.25% 23,858,000 17,893,500 
质押 23,850,000 

冻结 23,858,000 

龙岩市永盛发展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1% 12,300,000 0   

成都市浪漫克拉

钻石设计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9% 12,229,128 12,229,128 质押 6,000,000 

王均霞 境内自然人 2.12% 9,623,072 9,623,072 质押 9,623,072 

龙岩市汇金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6% 8,884,941    

陈曙光 境内自然人 1.65% 7,504,970 7,50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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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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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日明 15,602,705 人民币普通股 15,602,705 

龙岩市永盛发展有限公司 1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00,000 

龙岩市汇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8,884,941 人民币普通股 8,884,941 

苏清香 6,997,742 人民币普通股 6,997,742 

狄爱玲 6,638,852 人民币普通股 6,638,852 

苏永明 5,964,500 人民币普通股 5,964,500 

苏衍茂 3,5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90,000 

范奕勋 2,270,963 人民币普通股 2,270,963 

李蔚 1,779,533 人民币普通股 1,779,533 

张微 1,629,088 人民币普通股 1,629,08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中：苏日明、狄爱玲、苏永明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114,656,582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5.25%；李勇、王均霞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47,689,562 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10.50%；汇金集团、永盛发展、陈茂森、浪漫克拉、陈曙光为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有 67,936,932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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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科目 

项目 2020-9-30 2019-12-31 变动比例 原因 

货币资金 15,661,051.79  133,374,582.52  -88.26% 
主要系票据保证金和贷款保证金大幅

下降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5,000,000.00  15,000,000.00  -66.67% 主要系1000万结构性存款到期 

其他应收款 35,955,387.34  14,096,202.50  155.07% 
主要系公司子公司蜀茂钻石增加一笔

2000万左右的其他应收款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93,057,269.71  28,956,015.31  566.73% 

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大盘珠宝在报告

期内失控，将对大盘珠宝的投资划分到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科目 

长期待摊费用 6,400,255.25  12,434,999.85  -48.53% 由于大盘珠宝不纳入合并导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2,703,253.34  18,198,407.08  -85.15% 
主要由黄金租赁业务产生，黄金租赁业

务大幅减少 

预收款项  56,817,870.93  -100.00% 
新收入准则的实施，导致预收款计入合

同负债科目 

长期应付款  33,208,500.00  -100.00% 

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大盘珠宝在报告

期内失控，长期应付大盘珠宝的款项冲

减对其的投资 

其他综合收益 40,141.49  109,495.36  -63.34% 系汇率变动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810,468.78  149,908,829.37  -99.46% 

2020年4月初公司持股51%的大盘珠宝

失控，不纳入合并，因此少数股东权益

大幅下降 

2、利润表科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原因 

营业收入 859,871,452.01  1,607,425,322.27  -46.51% 

公司上半年收入受疫情影响较大；去年同期

收入包含4.7亿合金业务，该业务在2019年审

计时已将该业务调整为按净额法确认收入，

2020年该具有委托加工业务性质的合金业务

均按净额法确认收入。 

营业成本 614,709,833.25  1,291,963,464.24  -52.42% 
成本下降比例略高于收入，主要系素金饰品

毛利率有所上升 

税金及附加 4,045,633.93  6,673,887.17  -39.38% 收入下降导致 

销售费用 56,031,294.44  80,154,582.88  -30.10% 主要系销售费用中的工资及福利费大幅下降 

管理费用 52,604,948.43  79,375,539.20  -33.73% 去年同期发生2000万左右的中介费 

财务费用 61,736,082.93  34,207,787.09  80.47% 公司资金紧张，融资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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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 7,802,519.21  14,793,297.02  -47.26% 
去年同期公司子公司千年珠宝政府补助金额

高于今年同期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4,645,001.01  -100.00% 
按新的会计准则， 已将应收款资产减值损失

计入信用减值损失科目 

3、现流表科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567,690.29  140,086,525.81  -136.81% 
主要系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下降金

额大于采购商品支出下降的金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21,596.42  -6,184,112.04  -198.99% 去年同期支付大额大盘股权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71,081.61  -162,786,887.07  -105.70% 去年同期发生大额还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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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终止非公开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公司分别于2020年6月30日、2020年7月31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及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公开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终止实施2016年12月非公开募投项目，将剩余募集资金38,131.46万元（含利息收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

出当日金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同时授权经营层或其他指定的代理人办理本次募集资金专户注销等

后续事宜。 

2020年9月18日，公司办理了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手续。公司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建设路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银行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自动终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已全部完成注销。 

2、关于对深圳市大盘珠宝首饰有限责任公司失去有效控制事项 

公司已对大盘珠宝失去有效控制，2020年4月起不再纳入合并报表。公司已聘请专业律师起诉大盘珠

宝原股东苏衍茂、深圳市嘉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顺水、杜光、毛建涛、梁映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大盘珠宝首饰有限责任公司失去有效控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9

号） 

3、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事项 

公司于2020年8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的议案》，并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注册设立事宜。 

2020年9月4日，该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迪加珠宝有限公司已完成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4、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引入投资者增资事项 

2020年10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公司

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的议案》，公司现持有江苏千年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年珠宝”）100%股权，千

年珠宝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442.5万元。鉴于千年珠宝经营和发展需要，拟以增资方式引入投资者南京

江北捷源瑞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捷源瑞至投资”），公司放弃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缴

出资权，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自行办理与本次增资有关的后续事项。本次增资完成后，千年珠宝仍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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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和经营范围不变。 

经协商，本次增资按照90,000万元作为千年珠宝的投前估值。捷源瑞至投资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5,000万元，占增资后股权比例为5.26%。其中413.21万元计入注册资本，4,586.79万元计入千年珠宝资本公

积。 

截至目前，本次增资方已完成尽调工作并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增资事项尚需获得工商行政管理

等部门的批准及办理股票质押担保等手续。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2020年度业绩承诺预计无法完成的风险 

公司于2019年完成对千年珠宝100%股权、蜀茂钻石100%股权的收购，根据公司分别与千年珠宝、蜀

茂钻石交易各方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千年珠宝、蜀茂钻石2017年-2019年均完成业绩承诺。但2020

年1月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消费需求骤降，珠宝行业上下游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停工停产或

推迟复工，导致上游供给不及时与下游行业需求后延，产品供需失衡，销售持续走低的局面，对珠宝行业

终端销售带来不利冲击。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千年珠宝、蜀茂钻石在落实各项防疫措施的前提下，灵活应变

稳健经营，优化管理增收节支，对各个部门实施有针对性的考核措施，争取效益最大化。但根据截至本报

告期内的经营业绩情况，千年珠宝、蜀茂钻石仍存在可能不能完成2020年度业绩承诺的风险。 

待2020年最终经营数据确定后，如千年珠宝、蜀茂钻石的业绩承诺确定无法完成。公司将根据《证监

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标的资产受疫情影响相关问题答记者问》等新政策，会同独立财

务顾问、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与千年珠宝、蜀茂钻石交易对方确定具体的调整方案，并严格依照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等法定审议程序，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延长标的资

产业绩承诺期或适当调整承诺内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终止非公开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4 号） 
2020 年 07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完成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18 号） 
2020 年 09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大盘珠宝首饰有限责任公司

失去有效控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9 号） 
2020 年 08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13 号） 
2020 年 08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117 号） 
2020 年 09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引入投资者增资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119 号） 
2020 年 09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公司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122 号） 
2020 年 10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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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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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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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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分别于2020年6月30日、2020年7月31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及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公开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终止实施2016年12月非公开募投项目，将剩余募集资金38,131.46万元（含利息收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

出当日金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同时授权经营层或其他指定的代理人办理本次募集资金专户注销等

后续事宜。 

2020年9月18日，公司办理了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手续。公司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建设路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银行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自动终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已全部完成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年7月2日、2020年9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终止非公开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74号）、《关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完成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8号）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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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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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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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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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