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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31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2019-077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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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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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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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萃华珠宝 股票代码 00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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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裕春 于波 

办公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 29 号 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 29号 

电话 024-24868333 024-24868333 

电子信箱 chgf_zqb@163.com chgf_zqb@163.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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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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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091,926,863.92 1,273,327,392.87 1,273,327,392.87 -1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9,628,294.03 39,142,903.87 39,142,903.87 -17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8,397,900.48 39,116,904.28 39,116,904.28 -172.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44,900,443.66 5,171,038.83 5,171,038.83 2,702.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6 0.15 -18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6 0.15 -18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0% 3.27% 3.27%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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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9,583,217.98 3,052,358,063.14 3,052,358,063.14 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163,057,274.15 1,200,219,568.18 1,200,219,568.18 -3.1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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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翠艺
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53% 46,000,000 0 质押 26,800,000 

郭英杰 境内自然人 6.42% 9,680,000 7,260,000   

马俊豪 境内自然人 6.40% 9,646,634 7,234,975   

周应龙 境内自然人 4.05% 6,098,268 0   

郭琼雁 境内自然人 3.84% 5,785,994 0   

李玉昆 境内自然人 3.53% 5,318,990 3,989,242   

郭裕春 境内自然人 2.39% 3,600,000 3,000,000 质押 1,110,00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7% 1,915,500 0   

徐东英 境内自然人 0.50% 750,000 0   

郭兰伟 境内自然人 0.47% 703,78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深圳翠艺、郭英杰、郭琼雁、郭裕春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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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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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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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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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珠宝相关业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及行业情况说明 

1、主要业务、产品及经营模式 

公司是主要从事珠宝饰品设计、加工、批发和零售的“中华老字号”企业，拥有“前店后厂”的优势，同时具有专业的

设计团队。产品以黄金饰品为主，兼营铂金饰品、镶嵌饰品等珠宝饰品，一方面以直营店为核心，发展连锁加盟网络、打造

品牌形象、拓展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坚持优势产品自主设计、自主生产，为销售网络提供产品和服务支持。 

萃华珠宝根植于数千年中华文化精髓，承袭皇室珠宝传统工艺，以“缔造经典•引领时尚”的品牌特性成为当今中国珠

宝潮流风向标，是近代中国珠宝史的经典标志之一。截止到目前，公司共有直营店28家，加盟店437家。公司主要采用直营

与加盟结合的经营模式，同时在网络平台京东、天猫、唯品会开展线上销售业务。 

依托“传承+创新+跨界+共赢”理念，长期以来与全球顶尖艺术家进行交流合作，汇集国内外顶级设计师、工艺大师，

并传承花丝镶嵌、古法金、錾刻等非遗匠艺，致力于以独具匠心的原创设计与非遗传统手工艺术，创造东方神韵的艺术珠宝。 

2、所属行业发展状况、市场地位及竞争优势 

我国目前珠宝行业现状： 

（1）产业集群效应显著；（2）品牌集中度较低；（3）产品品类较为丰富；（4）自营模式和加盟模式并存；（5）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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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牌竞争格局逐渐形成。 

中国珠宝市场正处于以渠道与价格竞争为主的市场整合阶段，很多前瞻的品牌正在加强品牌化整合，由于消费结构升级、

刚性婚庆市场需求巨大、奢侈品市场崛起等原因，中国珠宝市场近年来增长迅速。我国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日益壮大，消费增

长需求成为珠宝消费市场主要推动力。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发生转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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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消费者对珠宝首饰的差异化需求开始显现。 

 萃华珠宝具备了历史文化传承的核心优势，同时具备稳定、经验丰富的经营管理团队，一直在与时俱进的提升经营管

理效率。面对市场激烈的竞争，我们将不断引进新技术、高端人才、提升市场的敏锐性。作为一家百年珠宝品牌的上市公司，

我们兼具着历史的使命感，这更督促我们要将百年品牌发扬传承下去。 

 

（二）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情况说明 

 

1、销售模式 

 

目前，公司采用直营与加盟批发的主要销售模式 

（1）直营：主要是指通过直营店/商场联营店及电商平台向顾客直接销售产品，目前公司主要通过沈阳萃华、深圳萃华、北

京萃华开设直营店面进行销售。 

（2）批发: 加盟商与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合同》后，加盟商获得公司授权并从事“萃华金店”连锁店的运营，由加盟商作

为店铺出资人，在某一具体地点购置或租赁场地进行经营活动。在法律上加盟商及加盟店与公司不存在所有权关系. 

（3）特有风险:随着公司品牌影响力的逐步加大，加盟店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公司针对加盟模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系

统的经营管理体系，并对其日常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提供支持。虽然本公司始终致力于加强对加盟店的管理，但若加盟管理

体系无法适应加盟店数量持续增加的情况，则可能出现部分加盟店管理滞后的情形。 

 

   报告期内，上述销售模式营业收入等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模式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批发业务 85,957 76,406 11.11% 

零售业务 17,434 14,059 19.36% 

合计 103,391 90,465 12.50%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自产、委外加工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公司根据现有直营店和加盟店的销售量及新增店面的铺货量来确定产量的

生产模式。 

（1）自产：工厂根据客户订单以及现有库存情况确定生产。 

（2）委外加工：对于品种多且量少的产品，公司采用委外加工方式委托行业内质量好信誉高的专业厂商进行生产。 

（3）特有风险：公司主要采用自产以及委外加工相结合的生产模式，为了满足客户订单或采购货品的及时性，公司会

增加库存从产品备客户挑选，我们在选择委外加工商及外购成品合作商时有严格的筛选标准，产品公司也会进行质量检测。 

报告期内，上述生产模式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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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生产模式 金额 占比 

自产 63,963.88 55.45% 

委外加工 51,380.84 44.55% 

合计 115,344.72 100.00% 

 

3、采购模式 

 

目前公司主要采用现货交易与租赁业务相结合的采购 

（1）现货交易：以自有资金从上海黄金交易所采购黄金原材料。 

（2）租金业务：在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内向银行租赁黄金，在合同期内再以自有资金从上海黄金交易所采购黄金并将黄金提

货单转交给银行以偿还前期租赁的黄金； 

（3）特有风险：公司主要采用自产以及委外加工相结合的生产模式，为了满足客户订单或采购货品的及时性，公司会增加

库存从产品备客户挑选，我们在选择委外加工商时有严格的筛选标准，产品公司也会进行质量检测。 

报告期内，上述采购模式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采购模式 原材料 采购数量（克） 采购金额 

现货交易 黄金 2,762,201.73 78,301.00 

租金业务 黄金 1,827,000.00 52,117.57 

合计  4,589,201.73 130,418.57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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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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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

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股利”和“应收利息”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将“固定资产清理”归并至“固定资产”项

目；将“工程物资”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将“应付股利”和“应付利息”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将“专项应付

款”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利润表中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出“研发费用”项目，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

目。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合并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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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变更前 变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25,825,302.47  

应收账款  125,825,302.4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7,055,135.56  

应付账款  57,055,135.56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变更前 变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1,910,758.60  

应收账款  111,910,758.6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7,932,103.78  

应付账款  37,932,103.78 

应付票据  50,000,000.00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6月 

变更前 变更后 

管理费用 18,642,323.67 17,935,117.10 

研发费用  707,206.57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

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于2019年1

月1日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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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

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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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3）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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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4,710,000.00  -24,71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4,710,000.00 24,71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650,880,200.00  -650,880,2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650,880,200.00 650,880,200.00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00,000.00  -1,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000,000.00 1,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199,220,000.00  -199,22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199,220,000.00 199,220,000.00 

 

（4）首次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数据的说明 

①于2019年1月1日，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前后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无变化 

②于2019年1月1日，公司无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新金融工具准则账面价值的调节表 

③于2019年1月1日，公司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调整到新金融工具准则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的调节

表 

④于2019年1月1日，公司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期初未分配利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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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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