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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姓名

赵兴龙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宋孝刚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吴耀华

公司负责人赵兴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孝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耀华
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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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5,112,033,049.92
4,933,474,363.71
840,326,536.30
735,558,332.30
2.39
2.09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190,057,731.73
-0.5395
报告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上年度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104,768,204.00
0.2974
0.2757
0.2974
13.30
12.33

104,768,204.00
0.2974
0.2757
0.2974
13.30
12.33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3.62
14.24
14.35
比上年同期增减(%)
-193.74
-193.7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76.26
76.26
33.97
76.26
增加 3.47 个百分点
增加 0.34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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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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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金额
14,190,400.00
-4,003,002.61
-2,546,849.35
7,640,548.04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148,447,964
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7,630,000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
10,521,780
券投资基金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策略
8,796,403
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
8,714,525
券投资基金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领先
8,499,663

35,298
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3

600086

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南方盛元红利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鄂州市建设投资公司
钟振岩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
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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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2,074,612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1,962,60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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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期末金额

上年末金额

增减百分比%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8,290,241.21

61,544,716.15

-54.03

支出大于收入

应收账款

125,009,096.70

7,167,544.72

1,644.10

本期有很小部分赊销

预付款项

349,274,899.76

213,560,806.22

63.55

主要系本期预付购货款及预付徐州专
营店项目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92,330,950.07

13,323,366.37

593.00

本期往来款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6,334,543.93

460,995.67

1,274.10

装修费用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550,000,000.00

220,000,000.00

150.00

借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91,743,339.31

33,133,632.09

176.89

主要系上年度及本期所得税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515,829,973.32

327,936,938.58

57.30

本期客户间资金往来增加所致

损益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百分比%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176,006,046.03 916,631,009.25

246.49

黄金饰品和翡翠毛料销售增长

营业成本

2,981,669,814.02 782,324,740.07

281.13

主要系收入增加导致成本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12,083.53

472,346.64

-97.44

交纳的流转税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6,083,550.90

2,404,491.74

153.01

主要系新增云南兴龙珠宝腾冲分公司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3,809,451.28

0.0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4,190,400.00

-17,431,440.00

投资收益

13,983,414.11

0.00

营业外支出

4,003,002.61

209.20

1,913,381.17 主要系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32,207,611.86

20,673,880.68

55.79

利润总额增加导致应税所得额增加

净利润

104,768,204.00

59,439,633.01

76.26

系收入、成本、费用综合变动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181.41

黄金租借业务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黄金业务投资收益

增减百分比%

变动原因

-193.74

主要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增长额高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的增长额所致

-216,869,479.17 -173.98

主要系本期取得短期借款 3.3 亿元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0,057,731.73 202,748,139.3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439,771.06

主要系本期计提黄金跌价准备所致

3.2 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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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近期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公司经审慎研究，于 2013 年 3 月 22 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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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增发申请文件的请示，主动要求撤回增发申请文件。2013 年 4 月 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
（[2013]78 号），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
实施程序规定》（证监会令[2009]第 66 号）第二十条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终止对该行
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2013 年 4 月 2 日，公司七届七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了新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 19.54
元/股，发行数量为 46，059，365 股，公司大股东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拟认购本公司本次拟
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票。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9 亿元，其中 6 亿元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剩余
3 亿元将用于补充业务发展所需流动资金。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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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2013 年 4 月份以来国际黄金价格波动较大，公司暂时无法对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
累计净利润做出预测。
3.5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公司未进行现金分红。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兴龙
2013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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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3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8,290,241.21

61,544,716.15

应收账款

125,009,096.70

7,167,544.72

预付款项

349,274,899.76

213,560,806.22

92,330,950.07

13,323,366.37

4,087,957,609.67

4,224,272,176.87

4,682,862,797.41

4,519,868,610.33

46,250,000.00

45,250,000.00

固定资产

20,219,967.18

20,181,997.36

在建工程

1,073,200.00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1,261,025.86

1,270,389.01

长期待摊费用

6,334,543.93

460,995.67

递延所得税资产

30,052,988.98

22,463,844.78

其他非流动资产

323,978,526.56

323,978,526.56

429,170,252.51

413,605,753.38

5,112,033,049.92

4,933,474,363.71

550,000,000.00

220,000,000.00

313,619,600.00

327,810,000.00

应付账款

151,687,895.68

206,591,125.61

预收款项

1,615,948,747.87

1,907,643,268.87

应付职工薪酬

10,079,160.06

10,474,562.58

应交税费

91,743,339.31

33,133,632.09

应付利息

2,790,000.00

4,318,706.30

应付股利

7,797.38

7,797.38

515,829,973.32

327,936,938.58

3,251,706,513.62

3,037,916,031.41

1,020,000,000.00

1,160,000,000.00

1,020,000,000.00

1,160,000,000.00

4,271,706,513.62

4,197,916,031.41

实收资本（或股本）

352,281,672.00

352,281,672.00

资本公积

167,335,749.92

167,335,749.92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其他应付款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减：库存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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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6,371,312.79

36,371,312.79

284,337,801.59

179,569,597.59

840,326,536.30

735,558,332.30

840,326,536.30

735,558,332.30

5,112,033,049.92

4,933,474,363.7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公司法定代表人: 赵兴龙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孝刚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耀华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3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09,957.30

19,586.73

1,309,347.22

4,612,439.72

1,519,304.52

4,632,026.45

450,334,349.95

450,334,349.95

17,493.38

18,516.53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450,351,843.33

450,352,866.48

451,871,147.85

454,984,892.93

应付职工薪酬

727,202.73

716,466.96

应交税费

431,246.40

310,695.69

7,797.38

7,797.38

254,212,254.00

256,578,800.07

255,378,500.51

257,613,760.10

255,378,500.51

257,613,760.10

实收资本（或股本）

352,281,672.00

352,281,672.00

资本公积

102,358,610.78

102,358,610.78

36,371,312.79

36,371,312.79

-294,518,948.23

-293,640,462.74

196,492,647.34

197,371,132.83

451,871,147.85

454,984,892.93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公司法定代表人: 赵兴龙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孝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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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机构负责人:吴耀华

4.2
合并利润表
2013 年 1—3 月
编制单位: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上期金额

3,176,006,046.03

916,631,009.25

3,176,006,046.03

916,631,009.25

3,063,201,041.67

819,085,846.36

2,981,669,814.02

782,324,740.07

12,083.53

472,346.64

销售费用

6,083,550.90

2,404,491.74

管理费用

3,566,446.66

4,543,469.31

财务费用

28,059,695.28

29,340,798.60

资产减值损失

43,809,451.28

其中：营业收入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其中：营业成本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4,190,400.00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3,983,414.11

-17,431,440.0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40,978,818.47

80,113,722.89

4,003,002.61

209.20

136,975,815.86

80,113,513.69

32,207,611.86

20,673,880.6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04,768,204.00

59,439,633.0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4,768,204.00

59,439,633.01

（一）基本每股收益

0.2974

0.1687

（二）稀释每股收益

0.2974

0.1687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少数股东损益
六、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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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综合收益
八、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04,768,204.00

59,439,633.01

104,768,204.00

59,439,633.01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 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 赵兴龙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孝刚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耀华

母公司利润表
2013 年 1—3 月
编制单位: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878,305.35

1,657,651.28

财务费用

180.14

-226.43

-878,485.49

-1,657,424.85

-878,485.49

-1,657,424.85

-878,485.49

-1,657,424.85

-878,485.49

-1,657,424.85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
七、综合收益总额
公司法定代表人: 赵兴龙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孝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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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机构负责人:吴耀华

4.3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3 年 1—3 月
编制单位: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100,666,146.21

1,114,972,688.95

550,376,775.86

125,826,795.87

3,651,042,922.07

1,240,799,484.82

3,688,272,257.95

844,011,882.34

5,991,413.86

2,331,446.23

810,068.04

5,342,944.20

146,026,913.95

186,365,072.70

3,841,100,653.80

1,038,051,345.47

-190,057,731.73

202,748,139.35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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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7,054.27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607,054.2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07,054.2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30,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3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40,000,000.00

182,774,900.00

29,560,228.94

34,094,579.17

169,560,228.94

216,869,479.17

160,439,771.06

-216,869,479.17

-33,225,014.94

-14,121,339.82

61,515,256.15

21,371,082.23

28,290,241.21

7,249,742.41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公司法定代表人: 赵兴龙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孝刚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耀华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13 年 1—3 月
编制单位: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50,195.39

94,835.94

950,195.39

94,835.94

759,634.82

642,988.5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63,647.0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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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

2,077,897.41

759,824.82

2,784,533.02

190,370.57

-2,689,697.08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公司法定代表人: 赵兴龙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孝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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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70.57

-2,689,697.08

19,586.73

2,906,095.12

209,957.30

216,398.04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耀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