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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完整产业链，具备持续成长空间 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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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¾

公司借壳上市是转机。公司成立于 1994 年，现为集黄金首饰开发设计、
生产加工、批发零售于一体的国内著名珠宝企业，2011 年 8 月，公司前
身 ST 光明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恢复上市，金叶珠宝被控股股东九五投资作
为资产注入，开启了公司的新纪元。

¾

黄金加工走在行业前列。凭借前瞻的视野，先进的生产设备、严谨的工
艺流程和引领时尚的设计理念，公司的工艺研发已经走在行业前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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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组建了多个设计团队，聘请了多名台湾知名专业设计师，致力于开发
精品化、时尚化、系列化产品，公司通过开发花丝等新的生产工艺以及
引进全息工艺等创新性工艺，完成新产品开发 4776 款，向国家知识产权
局申请新增专利 209 个。公司首次系统的以花造型为设计款式进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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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珠宝销售辐射全国，电商合作开拓新渠道。目前，公司产品覆盖全国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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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向全国 1000 多家珠宝商供货，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大中华营销网络。
成交金额

金叶珠宝

上证指数

公司利用近些年网购的兴起的势头，分别与京东商城、天猫等电子商务
平台展开合作，并在天猫商城组建金叶品牌旗舰店，积极发展公司电子

相关研究

商务业务；6 月中旬，金叶珠宝自建的（重庆）电子商务网购平台正式
上线。

¾ 设立子公司完善产业链。为完善上市公司黄金珠宝上游产业链，公司成
立了金叶珠宝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该子公司将专注于贵金属特别是金矿
的投资，配合上市公司实现黄金全产业链的目标，将参与黄金矿产资源
的开发和整合，完善黄金上游产业链、增加黄金矿业资源储备，向大中
型黄金矿山企业的目标努力。

¾ 盈利预测和投资建议。我们预计 2013、2014 年 EPS 分别为 0.45、0.56
元。首次给予公司“增持”评级。
主要经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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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发展历程：借壳上市是转机
（一）金叶珠宝发展大事记
2011 年 8 月 18 日，公司前身 ST 光明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恢复上市，金叶珠宝被控股
股东九五投资作为资产注入，控股股东还承诺采取定向增发、资产收购等形式将净资产不
低于人民币 20 亿元的黄金矿产或与黄金产业链相关的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2011 年 11 月 4 日为了建立和完善“金叶”品牌的终端销售体系，强化对零售终端的
管理和控制，公司斥资 2 亿元设立深圳金叶珠宝销售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将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增资至 2.5 亿元，充实其
运营资金，本次增资将进一步降低东莞金叶资产负债率，增强企业竞争力；
2011 年 12 月 16 日 金叶珠宝黄金文化产业园开园。金叶珠宝的黄金产业园有完整的
研发中心和三万平方米的生产车间数千人的生产队伍，生产设备、技术研发都在国内同行
业中处于领先。
2012 年 9 月 9 日金叶珠宝继往开来，不断拓展市场。在第 7 届亚洲品牌盛典在香港
隆重举行，金叶珠宝荣获亚洲最具影响力十大品牌和中国品牌创新冠军的殊荣。
2012 年公司还在重庆成立了生产加工基地重庆金叶珠宝加工销售有限公司，同时在
汇聚众多珠宝品牌、珠宝产业中心深圳水贝新设了 1,500 多平方米的黄金珠宝批发展销中
心。
图 1：发展大事记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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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机：借壳上市
金叶珠宝通过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借壳成为上市公司。光明家具
于 2009 年 11 月进入破产重整程序，2011 年 1 月，公司已完成破产重整工作。在深圳九
五投资有限公司即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的全面参与下，公司制定了“资产对
价+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改方案，并承诺采取定向增发、资产收购形式或法律法规允许
的其他方式将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20 亿元的黄金矿产或与黄金产业链相关的优质资产以
公允价格注入上市公司。
股改方案：九五投资向 S*ST 光明赠与人民币 3.8 亿元现金和价值人民币 3.09 亿元的
金叶珠宝 100%的股权用于代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支付股改对价。九五投资赠与的 3.8 亿元
现金构成公司可用于转增股本的资本公积，解决了非流通股股东对九五投资代付股改对价
补偿的股份来源，3.09 亿的金叶珠宝股权资产解决了上市公司生存、发展、主业的问题，
并使上市公司恢复了持续经营能力。

二、稳步做实做强，打造黄金全产业链
（一）构造完整黄金产业链条
公司发展战略是专注于黄金产业，逐步形成黄金矿山建设投资、黄金首饰生产加工、
珠宝首饰品牌零售三大业务板块，将公司打造为集黄金探、采、选、冶及黄金珠宝设计、
生产、批发、零售的全产业链的大型黄金珠宝企业集团。
公司经过 2011 年第一次重组已实现了向黄金产业的重大业务转型，在国内黄金领域
已经是前三名。但在整个的黄金产业链条中，公司仅仅占据了黄金饰品加工这一个环节。
作为黄金产业链条中的一个中间环节，黄金饰品加工受到上、下游相关业务领域的发展制
约。
从黄金珠宝首饰的采购、设计、生产和销售各环节来看，设计开发、营销网络和售后
服务在产业链中的价值不断提升，渠道拓展能力、商业模式创新能力、产品结构多元化水
平、整体规模效益等已经成为黄金珠宝企业的主要核心竞争力。所以，公司就得建立自己
完整的产业链条，分享黄金产业的发展成果。目前公司专注于黄金产业，并逐步形成黄金
矿山建设投资、黄金精炼、黄金饰品加工、珠宝首饰品牌零售三大业务板块。

（二）黄金加工走在行业前列
公司 2005 年获得中国相关部门颁发的"全国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企业"，并认定为"
中国著名品牌"，并在业内率先通过 ISO9001：2000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可和 ISO14000
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企业。
凭借前瞻的视野，先进的生产设备、严谨的工艺流程和引领时尚的设计理念，公司的
工艺研发已经走在行业前列。东莞金叶珠宝有限公司的产品定制服务涵盖了世界黄金协
会、中国黄金协会等行业管理机构，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数十家国内珠
宝知名品牌；客户遍布国内、港澳及东南亚地区，直接向全国一千多家珠宝商供货，形成
了纵横交错的大中华营销网络。
公司组建了多个设计团队，聘请了多名台湾知名专业设计师，致力于开发精品化、时
尚化、系列化产品，公司通过开发花丝等新的生产工艺以及引进全息工艺等创新性工艺，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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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新产品开发 4776 款，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新增专利 209 个，其中获得实用新型专
利 5 个、外观设计专利 164 个，已取得授权的 专利 40 个，公司生产加工、研发设计能力
进一步巩固和强化。 报告期内，公司在深圳市水贝珠宝产业园新设立深圳市金叶珠宝有
限公司，利用水贝作为全国黄金珠宝交易中心的产业集聚优势，积极拓展业务，公司设立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新增批发客户 430 多家，其中有稳定批发商 210 家。
近年，公司独立研发万足纯金，全部采用 Au99999 为原料，从源头使其成色得到保
证，制作中无须使用焊料，使成品成色完全达到饰品原料的成色，经国家首饰治疗监督检
验中心的权威检验，黄金成色全部达到或超过 99.99%。此产品一经问世便掀起了不小的
消费热潮，市场反应强烈。2009 年，公司首推时尚绚丽的概念，将 18k 金的车花制作等
工艺运用到 24k 黄金上，摆脱了 24k 传统工艺上的局限，打开了黄金市场上又一个空白。
公司首次系统的以花造型为设计款式进行整合的一套新型黄金首饰产品系列，命名为
“百花纯金精品”。此次将会以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花卉来诠释“百花纯金精品”的概念，
引领黄金消费新趋势，将百花纯金精品概念推广至全国。
图 2：婚礼系列

图 3：花之舞曲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三）珠宝销售辐射全国，电商合作开拓新渠道
为建立和完善“金叶珠宝”品牌的终端销售体系，强化对零售终端的管理和控制，提
升公司销售额和经营业绩，提高公司“金叶珠宝”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公司设立全资
子公司深圳金叶珠宝销售有限公司作为“金叶珠宝”产品的品牌运营及销售总公司。
为建立完善的销售网络，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实行产品经营、品牌连锁经营双轮驱动，
对品牌销售渠道建设不遗余力，着力构建区域经销、自营、品牌加盟结合的销售渠道体系，
增加自营店销售占比和品牌零售的份额。2012 年，公司新签订湖南、江西和福建等批发
经销商 210 家，新增品牌店 59 家，现有批发经销商 688 家，品牌店 133 家。
目前，公司产品覆盖全国 90%以上的区域，客户遍布国内及东南亚地区，多家自有专
卖店和品牌加盟店，向全国 1000 多家珠宝商供货，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大中华营销网络。
公司还将强化销售网络，提高“金叶”系列品牌珠宝首饰类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并
开启金叶珠宝“5+2”千店计划，争取在 2012 年起的未来 5 年内，分两个阶段（重点突破
阶段和全面铺开阶段）向全国辐射布局达到直营店和加盟店 1000 家以上的规模，将“金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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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系列品牌打造为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珠宝零售终端品牌。
公司“第可”品牌的产品是以色彩石材和多元化金属配搭黄金的精品首饰，定位于时
尚化、高端化的饰品市场。2013 年，公司将通过整合公司现有的渠道、客户等资源公司，
积极促进“第可”品牌的发展，以“第可”品牌为载体，继续与施华洛世奇强强联手，开
发黄金镶施华洛世奇元素水晶的产品，同时开发出黄金镶玉石的新产品。除已有的普通产
品、炫丽金、第可之外，公司还积极推广 3D 硬金产品、花丝系列产品、礼品金系列产品，
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覆盖率。同时深化银行销售渠道的合作，利用银行网点多、覆盖面广
的优势，积极拓展贵金属高端定制业务，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图 4：销售区域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公司利用近些年网购的兴起的势头，分别与京东商城、天猫等电子商务平台展开合作，
并在天猫商城组建金叶品牌旗舰店，积极发展公司电子商务业务；6 月中旬，金叶珠宝自
建的（重庆）电子商务网购平台正式上线，以此为依托，着力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黄金
珠宝首饰交易平台。同时，公司与招商银行、东莞农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银行销售
渠道的合作，利用银行网点布局广、覆盖面全的优势，积极拓展贵金属定制业务及高端市
场业务，形成公司新的销售渠道。

（四）设立子公司完善产业链
为完善上市公司黄金珠宝上游产业链，公司成立了金叶珠宝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该子
公司将专注于贵金属特别是金矿的投资，配合上市公司实现黄金全产业链的目标，将参与
黄金矿产资源的开发和整合，完善黄金上游产业链、增加黄金矿业资源储备，向大中型黄
金矿山企业的目标努力。
2013 年 1 月 25 日，公司拟与中铁资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中铁金叶资源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基金运作，在体外培育成熟再注入上市公司，这样能够有效回避
风险并提高成功率。目前已建立三支基金，国内 2 支、国外 1 支，管理资产市值 40 亿元。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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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分析与发展前景
（一）13 年净利润有所下滑
表 7：钻石、玉石和彩色宝石微笑曲线的比较
单位：元
分行业
批发业
务
来料加
工业务
零售业
务
分产品
黄金类
业务
铂金类
业务
白银类
业务
镶嵌类
饰品
18K 金饰
品
工艺美
术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 利 率
(%)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5,531,452,814.89

5,404,385,671.62

2.3%

144.43%

153.31%

‐3.42%

233,418,610.49

64,701,496.63

72.28%

18%

1.44%

4.53%

657,391,097.50

532,989,097.83

18.92%

1,060.64%

1,173.23%

‐7.17%

6,078,563,115.60

5,820,483,420.69

4.25%

151.86%

169.11%

‐6.13%

19,923,306.36

17,288,234.75

13.23%

‐9.08%

‐4.94%

‐3.77%

26,594,036.11

20,756,663.42

21.95%

126.94%

115.85%

4.01%

232,622,258.87

113,016,103.25

51.42%

372.33%

238.59%

19.19%

1,882,486.54

849,596.67

54.87%

‐85.38%

‐92.82%

46.75%

62,677,319.40

29,682,247.30

52.64%

658.07%

810.57%

‐7.93%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据 2013 年中期报告，公司批发业务收入 303,472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7.48%；来
料加工业务收入 13,15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9.22%；零售业务收入 38,908 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32.47%；受制于国际金价持续下行等不利因素影响，报告期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48 万元，比上年同期降低 18.66%。

（二）朝阳行业发展前景乐观
黄金珠宝行业在我国的发展起步时间较晚，黄金珠宝的竞争格局正在慢慢形成。目前，
国内黄金珠宝高端市场，主要被卡地亚（Cartier）等国际珠宝巨头所垄断，而占据市场主
要份额的中端市场则竞争激烈，各大黄金珠宝公司纷纷加快销售渠道的建设步伐，扩大品
牌影响力，以便迅速占领市场。
黄金珠宝行业是朝阳产业，市场容量和成长空间大，在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和居民收入
稳步提高同时，我国珠宝首饰行业呈现了高速发展的态势，金银珠宝等高弹性的消费品将
成为本轮居民消费结构快速升级的最大受益者，考虑到中国人均珠宝消费相对较低，未来
市场空间仍然广阔。
同时，黄金珠宝整体行业集中度偏低，为珠宝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收购兼并国内同行
业企业提供了机会。未来黄金珠宝行业空间和潜力仍然很大，并且具有完整产业链的企业
将在洗牌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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