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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200168                           证券简称：*ST 舜喆 B                           公告编号：2021-036 

广东舜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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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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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鸿海 董事 公务 陈东伟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审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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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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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舜喆 B 股票代码 20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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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鸿成（代）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一本电子商务大厦
503 

 

传真 0755-82251182  

电话 0755-82250045  

电子信箱 JHG@200168.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宏观经济与行业发展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1981 亿元，比上年下降 3.9%。按消费类型分，金银珠宝类 2020 年

1-12 月的同比名义增长为-4.7%。 

中国黄金协会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黄金实际消费量 820.98 吨，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下降 18.13%。其中：黄

金首饰 490.58 吨，同比下降 27.45%；金条及金币 246.59 吨，同比增长 9.21%；工业及其他用金 83.81 吨，同比下降 16.81%。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全国迅速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黄金首饰、金条等生产加工和零售均受到较大影响，一季度

黄金消费量同比下降 48.20%，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态势好转和经济持续稳定恢复，黄金消费量稳步回升。特别是部分黄金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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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企业在线上打开新市场，销售成绩亮眼，但由于线上销售基数较低，仍旧无法弥补店铺销量的下滑。金价的巨幅波动和宽

松的货币政策引发了民间投资者对黄金的关注，尤其下半年金条及金币消费量较上一年同期增长 50.91%，进而扭转了全年

金条及金币消费趋势。 

（二）公司行业地位及竞争优势 

公司主营为黄金珠宝，由全资子公司中金一品负责运营。中金一品在品牌、人员资金等方面相对薄弱，行业地位相对较低，

在宏观经济疲弱，特别是奢侈品消费乏力，同业竞争加剧的局面下，受到竞争的冲击十分明显，也无明显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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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2,093,926.25 19,065,432.67 -36.57% 96,715,84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388,872.87 1,996,242.74 -2,724.37% -13,392,59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60,376.59 -12,006,826.15 -69.51% -13,770,099.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54,815.70 5,555,997.23 181.76% -85,829,630.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44 0.0063 -2,709.52% -0.04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44 0.0063 -2,709.52% -0.04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9% 0.59% -16.98% -3.87%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461,628,690.73 514,650,229.26 -10.30% 544,902,59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4,083,105.54 345,098,328.40 -14.78% 339,099,0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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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9,934.19 766,657.73 285,714.27 8,401,62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29,831.32 -2,455,027.94 -1,671,328.95 -52,700,78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26,317.30 -2,479,901.01 -1,538,200.43 1,875,600.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57,939.67 -31,995.88 146,693.06 -617,8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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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报告期内第四季度出售子公司上海云朋全部股权，上海云朋不在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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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7,930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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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东总数 优先股股东

总数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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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非流通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升恒昌惠富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99% 117,855,000 117,855,000 

质押 117,855,000 

冻结 117,855,000 

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68% 34,020,000 34,020,000 

质押 34,020,000 

冻结 34,020,00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
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6.66% 21,224,015    

安信国际证券(香港)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6.39% 20,354,244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5.39% 17,170,259    

深圳联华惠仁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1% 12,150,000 12,150,000 

质押 12,150,000 

冻结 12,150,000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t Client 

境外法人 2.94% 9,382,284    

中国光大证券（香港）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3% 4,226,600    

陈剑星 境内自然人 0.63% 2,011,746    

刘永和 境内自然人 0.40% 1,276,3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深圳升恒昌惠富实业有限公司、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联华惠仁实业

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关系，其他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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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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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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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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09.39 万元，与上年同期 1,906.54 万元下降-36.57%；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5,238.89 万元，比上

年同期 199.62 万元，减少-2,724.37%。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为中金一品的黄金珠宝销售，中金一品的业务模式为单一的展厅零售，无直营门店、无加盟门店销售。报

告期内主营业务营业收入 1051.78 万元，营业成本 722.30 万元，毛利率 29.23%。报告期内中金一品由于以去库存为目标，

故报告期内中金一品未进行委托加工，也未签署采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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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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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主要是因经济疲弱，行业竞争激烈和公司产品单一等因素叠加导致销

售收入下降所致。归属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较前一报告期重大变动主要是公司用于抵押担保的房产被债权人查封并

被法院裁定承担连带责任，公司计提预计负债所致。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股票价格在 2021 年 3 月 15 日至 2021 年 4 月 12 日期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

于 1 元，触及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4.2.1 条第（四）项规定的股票终止上市情形。公司股票已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根据规定作出终止上市决定的，不设退市整理期，公司股票于十五个

交易日内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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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于7月19日公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境内上市的企业，要求自2020年1月1日起

执行新收入准则，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要求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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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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第四季度，公司出售子公司上海云朋全部股权。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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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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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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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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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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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退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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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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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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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