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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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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学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正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宾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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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929,611.59 238,287,056.57 4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486,534.16 26,989,772.02 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7,379,878.63 13,648,471.54 27.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474,412.11 -23,683,929.17 -164.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22 4.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22 4.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5% 4.41%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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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0,661,662.29 1,158,629,228.48 9.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69,320,854.95 640,834,320.79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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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86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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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7,920.63

减：所得税影响额 903,403.64

合计 11,106,655.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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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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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盐津铺子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02% 48,381,503 48,381,503

湖南昊平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38% 16,587,944 16,587,944

张学武 境内自然人 9.85% 12,210,570 12,210,570

张学文 境内自然人 5.20% 6,450,867 6,450,867

湖南盐津铺子

同创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7% 4,300,578 4,300,578

陈小清 境内自然人 0.99% 1,228,8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九组合

其他 0.62% 767,500

张羽亮 境内自然人 0.44% 549,000

黎祥伍 境内自然人 0.34% 420,500

张玉芬 境内自然人 0.31% 38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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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清 1,228,800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767,500 人民币普通股

张羽亮 549,000 人民币普通股

黎祥伍 420,500 人民币普通股

张玉芬 382,300 人民币普通股

彭岳云 3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双凤 323,800 人民币普通股

珠海横琴长乐汇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汇享1号私募基金

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张汉中 305,033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舜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舜

智竹节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01,4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也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

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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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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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3月31

日

2018年12月31

日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58,464,

229.36

88,962,308.64 78.13% 主要系期末应收款项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5,048,446.91 10,761,068.48 39.84% 主要系预付的代言费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35,859,763.93 15,566,176.03

130.37

%

主要系新厂房在建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5,772,695.69 6,775,658.66

427.96

%

主要系本期预付的设备款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245,000,

000.00

185,100,

000.00

32.36% 主要系本期流动资金短期需求增加所致

预收账款 79,964,674.67 43,128,782.43 85.41% 主要系年返、月返等预收款项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1,718,871.69 32,470,564.74

-33.

11%

主要系期末应付职工薪酬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52,953,205.56 39,321,950.06 34.67% 主要系其他应付款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变动幅

度

营业收入

342,929,

611.59

238,287,

056.57

43.91% 主要系市场拓展业务发展所致

营业成本

208,802,

501.72

128,431,

590.23

62.58%

主要系公司新品培育性亏损和部分原材料价

格上涨所致

税金及附加 3,720,140.49 2,513,138.13 48.03% 主要系本期增值税增加导致附加税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92,102,677.73 68,110,265.85 35.23%

主要系按照新规划的营销战略布局，加大市场

拓展和市场投入力度所致

财务费用 2,197,701.34 757,921.45 189.96% 主要系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变动幅

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2,474,412.11

-23,683,

929.17

-194.

89%

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1,870,

917.14

-20,195,

311.70

206.36

%

主要系定期存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7,584,048.70 98,224,595.84

-41.

38%

主要系偿还债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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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资产处置的公告》事项概述：

1、为了盘活公司存量资产、提高资产运营效率、优化资产结构、降低管理成本，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将公司位于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浏阳经开区” ）老厂区的办

公楼及厂房（以下简称“租赁物” ）出租并在租赁期满后出售前述租赁物给湖南佳元禄食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佳元禄食品公司” ）。 另外，佳元禄食品公司同时租赁公司新厂区成品仓库（以下称“成品

仓库” ）4952.55平方米。

2、董事会审议情况及审批程序

2019年1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资产处置的议案》。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属公司董事会审批范围，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对方与本公司

无关联关系，未构成关联交易。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资产处置的公告 2019年01月15日 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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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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张学武先生召集，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5日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的形式送

达至各位董事，董事会会议通知中包括会议的相关材料，同时列明了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内容和方

式。

2、 本次董事会于2019年4月26日下午15:00在长沙市雨花区沙湾路运达中央广场写字楼A座32楼

公司会议室召开，采取现场投票和通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7人，实际出席董事人数7人（其中：以通讯方式表决1人，无委托出席情

况）。

4、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张学武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本次董事会。

5、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的议案》

会议决议：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及其摘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的《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独

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以下无正文）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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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黄新开先生召集，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5日通过电话、专人送达的形

式送达至各位监事，监事会会议通知中包括会议的相关材料，同时列明了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内容和

方式。

2、 本次监事会于2019年4月26日下午16：30在长沙市雨花区沙湾路运达中央广场写字楼A座32楼

公司小会议室召开，采取现场投票和通讯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3、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人数3人，实际出席监事人数3人（其中：以通讯方式表决1人，无委托出席情

况）。

4、本次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黄新开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的议案》；

会议决议：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及其摘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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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胡子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龙桂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龚宇丽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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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1,010,953.08 2,334,169,030.57 -2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5,711,313.50 267,122,194.18 -3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64,808,183.24 266,082,726.86 -38.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7,763,768.86 43,885,446.61 -436.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89 0.1899 -37.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89 0.1899 -37.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5% 4.02%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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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79,992,234.50 15,281,214,993.18 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831,532,589.61 6,681,044,996.43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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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2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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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614.3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584,644.8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55,937.3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883,275.7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4,236.5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8,294.16

合计 903,130.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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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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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75%

442,600,

140

0

贺立平 境内自然人 2.48% 34,543,228 0 质押 34,543,200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2.27% 31,609,062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26% 31,512,600 0

李斌 境内自然人 2.05% 28,619,0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9% 17,985,887 0

钟康鹏 境内自然人 0.94% 13,143,093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5% 10,463,780 0

李军 境内自然人 0.71% 9,878,784 0

李拥军 境内自然人 0.55% 7,700,093 0 质押 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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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42,600,140 人民币普通股

442,600,

140

贺立平 34,543,228 人民币普通股 34,543,228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31,609,062 人民币普通股 31,609,06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1,512,600 人民币普通股 31,512,600

李斌 28,619,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619,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985,887 人民币普通股 17,985,887

钟康鹏 13,143,093 人民币普通股 13,143,09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463,780 人民币普通股 10,463,780

李军 9,878,784 人民币普通股 9,878,784

李拥军 7,700,093 人民币普通股 7,700,09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友阿股份的控股股东，湖南友

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为友阿股份实

施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而开设的证券账户，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李斌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股28,578,000股；公司股东钟康鹏通过国都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13,143,093股；公司股东李

军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股9,483,884股； 公司股东李拥军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7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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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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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账款较年初增加8,495.74万元，增长65.39%，主要系公司本期预付的海外自采商品款增加所

致。

2、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5,797.05万元，下降87.84%，主要系应付职工绩效奖金期初余额本期发

放所致。

3、库存股较年初减少8,239.69万元，减少100.00%，主要系本期本公司回购的股份已完成注销冲减

股本和资本公积所致。

4、其他综合收益较年初增加1,009.17万元，增长47.73%，主要系按权益法核算的长沙银行其他综合

收益增加所致。

5、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246.41万元，下降47.58%，主要系控股子公司友阿小额贷款公司本期利

息收入减少所致。

6、利息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45.79万元，下降53.87%，主要系控股子公司友阿小额贷款公司本期借

款减少利息费用下降所致。

7、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60万元，增长320%，主要系全资子公司友阿融资担保公司

本期计提的保险赔偿准备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8、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855.63万元，下降30.47%，主要系公司本期销售收入下降附加税费同

比下降所致。

9、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2,127.27万元，增长142.88%，主要系公司本期借款利息支出增加、且开

发项目完工停止资本化所致。

10、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210.00万元，下降84.00%，主要系控股子公司友阿小额贷款公司

本期计提贷款损失准备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11、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57.47万元，下降44.85%，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同比减少

所致。

12、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152.05万元，增长195.43%，主要系公司本期公益性捐赠同比增加所

致。

13、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4,757.38万元，下降49.91%，主要系公司去年同期五一广场地下购

物中心项目确认收入计提所得税费用所致。

1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10,141.09万元，下降37.96%，主要系公司本期营

业收入下降27.55%，其中：房地产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3.77亿元（其中去年同期五一广场地下购物中心

项目确认经营权转让收入2.99亿元，本期无此项收入）。

1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9,164.92万元，下降436.70%，主要系公司本期

营业收入下降现金流入减少，同时公司加大海外自采商品的预付款项所致。

16、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7,606.77万元，下降64.84%，主要系公司本期支

付了8,000万元的岳阳商业房产购买款所致。

1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4,848.08万元，增长166.86%，主要系公司本期

增加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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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2018年02月1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和2018年2月28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回购股份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5元/股条件下，以自有

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回购的股份将予以注销，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

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详见公司2018年2月12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

预案公告》（ 公告编号：2018-003）。 2018年3月16日，公司披露了《回购报告书》、《湖南启元律师

事务所关于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法律意见书》。 2018年3月19

日，公司实施了首次回购，详见公司2018年2月28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18-011）。

本报告期，公司累计回购股份5,059,600股。 截至本次回购期限终止日（2019年2月27日），公司累

计回购股份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22,432,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8%，购买股份最高成

交价为5.186元/股，购买股份最低成交价为3.400元/股，总成交金额为10,006.20万元（含交易费用），详

见公司2018年2月28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及股份变动公告》（ 公告编

号：2019-005）。公司于2019年3月6日办理完成了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详见公司2018年3月8日刊载于

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6）。 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本次

回购股份事项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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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年03月06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rs.p5w.net/c/002277.shtml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胡子敬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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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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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425,280.14 937,671,598.22 1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3,936,714.53 160,533,858.58 2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84,622,675.83 149,902,431.47 23.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8,730,975.10 -81,212,828.83 -304.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34 20.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34 20.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0% 4.64% 提高0.1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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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9,489,403.68 5,887,338,070.90 -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167,765,823.08 3,941,358,933.32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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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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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8,492.86

报告期收到产业转型升级等

政府补助款项。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27,209.1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435,319.18 委托理财投资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41,453.53

合计 9,314,038.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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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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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675,000 270,675,000 质押 90,350,000

北极光投资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47% 60,757,133 0

深圳市金大元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19% 35,036,952 35,036,952

深圳市泰有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6% 9,061,600 9,061,600

中国银行－嘉

实成长收益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9% 6,302,442 0

周大生珠宝股

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

其他 1.22% 5,952,300 0

交通银行－华

夏蓝筹核心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0.84% 4,08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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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4% 3,101,599 0

太平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

其他 0.60% 2,921,330 0

中 国 建 设 银

行－华夏红利

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9% 2,864,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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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57,133 人民币普通股 60,757,133

中国银行－嘉实成长收益型证券

投资基金

6,302,442 人民币普通股 6,302,442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

5,952,300 人民币普通股 5,952,300

交通银行－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4,084,181 人民币普通股 4,08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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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1,599 人民币普通股 3,101,599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921,330 人民币普通股 2,921,330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2,864,189 人民币普通股 2,864,18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2,707,031 人民币普通股 2,707,03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新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478,488 人民币普通股 2,478,48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2,392,999 人民币普通股 2,39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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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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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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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报告期末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70,307,578.81 83,264,793.93 104.54%

主要由于公司自营业务联营

专柜的春节期间销售在3月

结算较为集中， 部分商场在

报告期末尚未完成货款结

算， 自营业务应收账款较年

初增幅较大所致。

预付账款 14,309,707.52 22,414,145.96 -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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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702,377,882.00 -100.00%

报告期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将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调整

至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列

示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733,132,290.79

报告期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将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调整

至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列

示

在建工程 75,904,898.00 51,108,537.46 48.52%

由于报告期公司深圳慧峰廷

珠宝产业厂区项目以及水贝

壹号办公场地装修工程建设

投入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46,044,581.94 18,420,289.36 149.97%

主要由于公司研发设计中心

及深圳营销服务中心场地装

修工程验收交付转入长期待

摊费用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15,517.24 2,177,359.77 -90.10%

主要由于上一报告期预付的

工程项目款转入长期待摊费

用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61,209,482.76 -

本期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将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调整至 “交易性金融负债”

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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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本期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将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调整至 “交易性金融负债”

列示。

应付职工薪酬 21,561,647.88 61,668,937.76 -65.04%

主要由于上年度末预提年终

奖金在报告期内发放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3,065,806.59

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新金融工具准则， 将持有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报告期变化由于“其他权

益工具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

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19年1-3月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管理费用 27,806,521.40 16,708,317.94 66.42%

主要由于报告期第一期股权

激励股份支付分摊费用以及

无形资产摊销费用增加所

致。

财务费用 -1,862,976.20 -10,967,978.34 83.01%

主要由于报告期因银行借款

较上年同期增加而支付的银

行借款利息增加以及汇率变

动使得汇兑损益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2,603,866.09 4,194,837.67 438.85%

主要由于随着终端市场及存

货成本变化， 报告期依据存

货可变现净值预计变化情况

按照存货减值会计准则进行

存货减值测试对部分素金类

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

致。

其他收益 37,636,497.51 23,011,667.24 63.55%

主要由于报告期公司钻石采

购形成的增值税返还同比增

加所致。

投资收益 -545,579.11 4,359,697.77 -112.51%

主要为上年同期购买委托理

财产品到期赎回形成的投资

收益较本报告期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838,608.92 -76,923.08 50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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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营业外收入 830,144.91 1,301,605.58 -36.22%

主要由于报告期违约金收入

等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0,528.95 222,720.93 -95.27%

主要由于上年同期因未决诉

讼确认预计负债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年1-3月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30,438,004.65 13,531,667.24 124.94%

报告期自境外采购钻石增长

使得报关环节即征即退增值

同比增长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1,183,763,918.14 896,236,648.22 32.08%

主要由于深圳营销服务中心

项目建设以及春季订货会备

货需要， 报告期支付原料采

购及委外加工费用款项较上

年同期增长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80,550,346.09 60,244,091.86 33.71%

主要由于随着业务增长报告

期广告宣传、 货品检测等销

售费用同比增长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28,730,975.10 -81,212,828.83 -304.78%

主要由于报告期采购支出、

发放贷款款项较上年同期增

长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770,000,000.00 350,000,000.00 120.00%

由于报告期赎回投资理财产

品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53,145,174.49 322,472,316.87 -83.52%

主要由于上年同期支付企业

总部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款

项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7,390,640.00 107,445,965.00 -74.51%

上年同期公司实施了第一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收到激

励对象缴纳的出资款项所

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50,000,000.00 250,000,000.00 -40.00%

报告期银行流动资金借款较

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1,072,017.29 -268,642,508.65 163.68%

主要由于报告期委托理财到

期赎回较上年同期增加所

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00,000,000.00

报告期归还流动资金借款所

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6,781,636.22 890,230.15 661.78%

主要报告支付银行借款利

息、 黄金租赁利息较上年同

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9,390,996.22 356,443,205.35 -136.30%

主要由于报告期归还银行流

动资金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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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门店总数为3457家，其中自营店296家，加盟店3161家。

其他报告期内重要事项详见下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9年1月3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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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一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的

人数为113人，预留授予股份数量为1,

923,500股，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 0.40%。 公司于2019年1月28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完成预留授予1,923,500股股份

的登记手续，2019年1月31日预留授予

的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019年0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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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等相关公告详见巨潮咨询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9年01月29日

《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授予完成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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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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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年01月18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 所 互 动 易（http://irm.

cninfo.com.cn）2019年1月18日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年03月12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 所 互 动 易（http://irm.

cninfo.com.cn）2019年3月12日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年03月19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 所 互 动 易（http://irm.

cninfo.com.cn）2019年3月19日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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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8

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

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了让广大投资者能够进一步了解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

及经营情况，公司将于2019年5月7日（星期二）下午15：00-17：00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

平台举办2018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2018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

可登陆“全景·路演天下”（网址：http://rs.p5w.net）参与本次2018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公司拟出席本次2018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周宗文先生，董事会秘书何小林先

生，财务总监许金卓先生，独立董事杨似三先生，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沈杰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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