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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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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5 月 8 日，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
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45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
对《问询函》中涉及事项补充说明如下：
1.年报披露，公司存货期末账面价值 96.54 亿元，占期末总资产的比例达到
73.92%，同比增长 39.60%，主要系采购翡翠存货增加所致。请公司补充披露：
（1）报告期内翡翠原石的市场供应等行业情况，并结合“中高档翡翠原材料产出
日益减少”等行业情况说明公司翡翠原石存货大幅增加的合理性；（2）报告期内
公司采购的翡翠原石数量及金额；（3）报告期末公司的翡翠原石存货数量、采购
成本、账面价值及采购年份；（4）报告期内翡翠原石前 5 名供应商的名称和采购
额，以及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5）报告期内翡翠原石前 5 名销售客户名称和
销售额，以及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作为以翡翠类珠宝产品为主业的上市公司，处于行业的龙头企业，在
翡翠经营方面具有相当的话语权，为了确保在行业的地位，公司一直以来十分注重
翡翠原石的采购及储备，特别是翡翠又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随着缅北翡翠矿床开采
的逐步枯竭，一些中高端的翡翠稀缺性越发突出。虽然近几年来翡翠的炒作热度有
所降温亦即趋于相对理性消费，但整体的翡翠交易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温和上涨的趋
势。据了解，在我国最大翡翠交易集散地之一佛山平洲玉器街，这里每个月要进行
一至二次的公盘交易，全年共进行公盘交易大约在 15-20 次，2017 年每次的公盘交
易额基本保持在 8-12 亿的规模，在前几年交易的高峰期每次可超过 20 亿以上的交
易额；公司基于翡翠行业交易规模的需求，为确保公司的持续经营及战略储备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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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必要的；另外从翡翠原产地缅甸的每年公盘交易中，可看出翡翠交易的规模及
稀缺，如下表近年来缅甸公盘中翡翠原石数量如下：
2012 年
数量
16,745
（块）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6 月 2016 年 11 月 2017 年 8 月 2017 年 12 月
10,300

7,454

8,943

6,062

5,988

6,561

6,685

从上表可看出，在 12 年缅甸公盘交易达到一定的高峰，随之略有下降，近两年又
开始逐步上涨并趋于稳定，据了解，随着翡翠原石资源的减少开采难度越来越大，缅甸
政府亦逐步加强原石出口管制，在公盘中翡翠原石交易数量上亦进行规模上的控制，如
缅甸政府 2016 年宣布，将不会发行任何新的玉矿开采许可证，也不会更新任何过期的
许可证。翡翠可开采资源日益减少，高品质翡翠日益稀缺。2017 年底缅甸政府宣布
2018 年的翡翠公盘保证金缴纳比例从 5%上升到 10%，进一步的控制了翡翠毛料的供
应。基于上述翡翠市场的规模及原产地管控使得原石采购难度加大等原因，公司始终看
好中高端翡翠原石中长期上涨的趋势保持不变；另外公司未来几年的规划中通过在全国
各大区域内建 5-10 个大型旗舰店以确保尽快扩大规模及行业影响力等，为保障持续经营
能力行业话语权地位，公司在报告期加大翡翠原石的采购和战略性储备是合理的也是必
需的。
（2）报告期内公司采购原石 338 块，采购金额 2,594,251,749.11 元。
（3）报告期末公司的翡翠原石存货数量、采购成本、账面价值及采购年份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采购年份

数量（块）

账面价值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319
104
42
40
32
3
142
6
41
60
18
2

2,497,899,749.11
709,660,047.88
137,918,716.22
229,381,957.23
84,307,382.76
31,894,000.00
630,469,164.03
43,546,700.00
9,419,490.93
153,397,500.00
29,670,500.00
52,500.00
2

合计：

809

4,557,617,708.16

（4）报告期内翡翠原石前 5 名供应商的名称和采购额，以及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情况如下表：
名次

采购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元)

与本公司关系

1
李干退
228,600,000.00
非关联关系
2
上海大师玉雕有限公司
214,440,000.00
非关联关系
3
吴海龙
192,060,000.00
非关联关系
4
腾冲叠翠丹霞珠宝有限公司
180,000,000.00
非关联关系
5
瑞丽市尚伊珠宝有限公司
175,000,000.00
非关联关系
合计
-990,100,000.00
-（5）报告期内翡翠原石前 5 名销售客户名称和销售额，以及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情况如下表：
名次 销售客户名称
1
上海张铁军翡翠股份有限公司
2
普日腊
3
保生
4
凤咩
5
武汉丹琦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会计师回复意见：

销售金额(元)
198,943,577.65
159,821,000.00
80,100,000.00
50,400,000.00
26,153,846.26
515,418,423.91

与本公司关系
非关联关系
非关联关系
非关联关系
非关联关系
非关联关系
--

1、我们对存货采购与销售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
（1）对东方金钰公司存货销售与采购的内部控制的设计与执行进行了评估和测
试；
（2）对东方金钰公司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的设计与执行进行了评估和测试；
（3）对东方金钰公司的存货实施了监盘程序，检查库存商品的数量及状况，并重
点对长库龄库存商品进行了检查；
（4）抽取部分产品比较其在该表中记载的状态和库龄与通过监盘获知的情况是否
相符；
（5）获取领域内外部独立专家对东方金钰公司珠宝玉石资产于会计期末的估值报
告，评估外部估值师的专业能力、胜任能力及其使用的评估方法的合理性；
（6）对销售与采购执行了相关的函证及细节测试，并对重点客户进行了访谈。
2、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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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公司对上述问题的补充披露准确无误。

2.年报披露，公司负债期末余额 92.90 亿元，2017 年公司财务费用 6.79 亿
元，超过翡翠原石的销售收入 5.86 亿元。自 2013 年以来公司经营活动现金累计净
流量为-52.09 亿元，其中近 3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6.80 亿元、10.89 亿元和-17.81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是否存在翡翠原石销售后又购
回等循环交易情形；（2）结合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持续净流出的情况，说明公司
翡翠原石的经营模式是否具备长期可持续性；（3）公司通过负债持续增加存货的
必要性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对每块翡翠原石购销均保持严格管控程序，包括购销流水、在原石上
作记号、拍照留档记录等，对原石的采购及销售均做好收发存记录和翡翠原石的编
号及重量，具有相当完善的内控制度，不存在翡翠原石销售后又购回等循环交易情
形。
（2）公司正在积极推进“1+10+N”渠道发展战略，通过建设大型旗舰店等做大
翡翠产业链规模及行业影响力，在前几年的经营中考虑到翡翠资源的不断减少、采
购难度加大的趋势，为做大规模作准备，积极加大翡翠原石的采购作储备，因此在
前几年的经营中由于加大了翡翠原石的采购储备，导致公司近几年的经营性现金流
持续净流出，但通过目前行业的发展趋势看，由于翡翠矿产资源的不断减少及缅甸
政府对翡翠出口交易的管控趋严导致采购难度加大等，公司前期准备充足的翡翠原
石储备为公司的规模发展及可持续性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因此公司前期的翡翠原石
的经营模式是具备长期可持续性的。
（3）公司作为翡翠珠宝行业的龙头企业，始终持续看好翡翠珠宝行业，虽然近
几年翡翠珠宝略有降温，但整个交易始终保持相当大的规模交易量，另外由于翡翠
矿产资源的不断减少及原产地缅甸政府对翡翠出口交易的管控趋严导致采购难度加
大等原因，公司意识到加强翡翠原石的采购储备是持续发展经营的有效保证，因此
近几年来特别是 2017 年加大了翡翠原石的采购力度，确保充足的库存量，从目前的
发展趋势来看，公司前期持续增加翡翠原石的库存是非常必要的。虽然前期通过大
量负债增加存货对公司的财务状况造成一定的资金流紧张情况，但由于中高端翡翠
原石价格上涨较快亦通过质押等融资方式为公司解决持续发展的现金流，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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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准备充足的库存翡翠原石为公司的规模经营及持续发展奠定基础，随着公司的规
模化发展，销售力度加大，现金流的逐步回流，预计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逐步趋
好。
会计师回复意见：
（1）经核查大额的存货采购及销售收发存记录和翡翠原石的编号及重量，对前
5 大的供应商和销售客户的购销记录进行检查，并对大额销售和采购客户进行了访
谈，未发现翡翠原石销售后又购回等循环交易情形。
（2）目前公司购买这些存货储备导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持续净流出，公司经营
运转依赖于借款等负债的持续增加，未来公司需要加大销售力度，确保未来经营现
金流达到平衡，在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和未来战略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将存货的规模
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3）鉴于股权融资渠道的复杂性及周期长等原因，公司选择了通过增加负债来
采购存货，使得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有所提升，财务费用增加较快，同时经营现金流
持续为负数。未来公司需要加大销售力度，以降低资产负债率，同时改善经营现金
流。

3.年报披露，公司 2017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和扣非净利润接近，第四季度净利
润为-1,951 万元，扣非净利润为 1.25 亿元，全年非经常性收益合计为 1.04 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2017 年度第四季度非经常性损益的主要项目和金额；（2）
说明第四季度非经常性损益数据与非经常性损益项目部分披露不一致的原因。请会
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2017 年度第四季度非经常性损益的主要项目和金额如下：
项目

金额（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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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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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159.7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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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3,5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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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元）

的投资收益
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097.82

5．所得税影响额

-1,952,147.51

合计

5,856,442.52

（2）第四季度非经常性损益数据与非经常性损益项目部分披露不一致的原因：
公司在披露第三季度报告时将黄金 T+D 和黄金租赁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投资
收益作为正常经营性收益，而在年报披露由于年审计会计师要求将其作为非经常性
损益核算，因此存在此差异。
会计师回复意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第十九条规定，企业至少应当在编
制中期或年度财务报告时对套期有效性进行评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
保值》第十八条规定，套期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企业应当认定其为高度有效：
（一）在套期开始及以后期间，该套期预期会高度有效地抵销套期指定期间被套期
风险引起的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二）该套期的实际抵销结果在 80%至
125%的范围内。我们在对全年套期有效性进行评价后，认为黄金租赁和黄金 T+D
交易业务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投资收益远大于黄金存货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并不能有效抵消被套期风险，因此不能按照套期保值会计进行处理，对应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投资收益应该归到非经常性损益。

4.年报披露，公司 2017 年度黄金金条及饰品销售收入 72.46 亿元，同比增长
30.35%，毛利率为 2.28%，同比减少 4.49 个百分点，主要系为进一步扩大销售，给
予长期合作信用较好的客户和新开拓大客户部分销售让利。上年年报披露，公司
2016 年度黄金金条及饰品销售收入 55.59 亿元，毛利率为 6.76%，同比上升 4.70
个百分点。毛利率下降导致公司黄金金条及饰品业务销售收入增长 30.35%，销售毛
利下降 56%。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黄金金条及饰品业务销售收入、毛利率同
行业比较情况，说明与同行业趋势是否一致及原因；（2）结合黄金金条及饰品业
务的经营模式和行业特点，说明为促进销售收入增长导致销售毛利下降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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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黄金金条及饰品业务前 5 名销售客户名称和销售额，以及与公司的关联
关系情况。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2017 年公司黄金金条及饰品销售收入和毛利率与同行业的比较如下：
2017 年
公司
销售金额（元）

毛利率 毛利率同比
毛利率 毛 利 率 同 比
销售金额（元）
（%） 增减（%）
（%） 增减（%）

东方金钰 7,246,176,489.25 2.28
老凤祥

2016 年

5,896,751,303.40 -0.85

萃华珠宝 2,485,959,739.91 5.93

-4.49

5,559,486,852.24 6.76

4.70

-1.09

5,191,182,084.20 0.24

-1.51

-3.93

2,111,032,050.71 9.86

5.48

8,618,161,386.05 11.53

4.38

刚泰控股 6,068,190,178.87 10.12 -1.41

公司黄金类收入主要来自于黄金金条的批发销售，公司采购黄金原料之后通过委
托加工形成金条再对外销售。老凤祥的黄金产品收入主要来自于黄金的加工与销售，
萃华珠宝黄金类收入主要来自于黄金金条及饰品的零售，刚泰控股黄金类收入主要来
自于黄金饰品的零售。零售的毛利率相对更高，进行黄金加工的毛利率相对较低，公
司与同行业的毛利率差别主要来自于业务类型和产品的差别，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2）市场上黄金金条及饰品的毛利较低，公司主要从事黄金金条及饰品的批发
业务，毛利相对零售业务更低。报告期内黄金产品销售前五大从以前年度的以个人客
户为主转向了以公司客户为主，为了积极拓展这些新的大公司客户，公司需要在销售
毛利上进行让利，故公司在销售收入增加的情况下毛利出现了下降，符合正常的商业
逻辑。
（3）公司黄金金条及饰品业务前 5 名销售客户名称和销售额如下：
名次

销售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元)

与本公司关系

1
2
3
4
5
合计

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冀中中冀黄金销售（天津）有限公
北京国际珠宝交易中心
司
柳楚喜
深圳市渲爱珠宝有限公司
--

2,222,772,460.91
940,393,213.02
656,075,465.90
513,153,846.14
314,136,751.98
4,646,531,737.95

非关联关系
非关联关系
关联关系
非关联关系
非关联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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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北京国际珠宝交易中心的销售额来自于联营收入，公司通过租赁北京国际
珠宝交易中心的柜台，对外销售黄金金条等产品，按照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支付北京
国际珠宝交易中心返点费（柜台租赁费）。2017 年 1-12 月通过北京国际珠宝交易中
心销售黄金产品取得不含税收入 656,075,465.90 元，根据双方约定的费率向北京国际
珠宝交易中心支付销售返点费用 1,657,251.61 元。公司已履行了相关的关联交易审批
程序，2017 年需要支付的返点费用在批准的额度之内。
会计师回复意见：
1、我们对黄金销售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
（1）评估管理层对收入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并测试了关键控制执行的
有效性；
（2）通过分析性复核检查产品销售收入趋势是否属于行业正常态势。检查与应
收账款、税金、存货、销售费用等数据间关系合理性，将销售毛利率、应收账款周转
率、存货周转率等关键财务指标与可比期间数据、预算数或同行业其他企业数据进行
比较；
（3）分析选取客户样本，通过网络和工商信息等对其身份背景进行核查，并对
部分客户进行了访谈；
（4）检查重要客户合同、对账单、结算凭证等，并结合应收账款实施函证程
序；
2、核查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对上述问题的补充披露准确无误。

5.年报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若公司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存货中的翡翠原石未来发生实质性减值，将针对出现减值的翡翠原石按照可变现净
值低于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账面净值的差额给予现金补偿。请公司补充披露：
（1）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存货中的翡翠原石数量及账面净值；（2）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述翡翠原石存货的剩余数量及账面净值。
回复：
（1）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存货中的翡翠原石数量为 425 块，账面净值
1,702,250,889.8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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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述 翡 翠原石剩余 343 块 ，账面净值
1,194,810,819.08 元。2014 年 6 月 30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共销售 82 块，
销售毛利率为 64.52%，剩余的原石经过云南省珠宝协会的专家的评估，未发生实质
性减值。
公司已根据回复涉及事项对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补充修订，修订后的公
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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