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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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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零售》、《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21

年第二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现将公司2021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

据披露如下： 

一、 报告期内门店变动情况 

（一）2021年第二季度，公司增加的直营店面情况如下： 

区域 经营业态 
直营门店 

门店数量（个） 建筑面积（平米） 

华北地区（营销） 零售 2 212 

华东地区（江苏） 零售 1 86 

合计  3 298 

注：上表开店期间为2021年第二季度。 

 

（二）2021年第二季度，公司增加的加盟店面情况如下： 

区域 经营业态 
加盟门店 

门店数量（个） 建筑面积（平米） 

东北地区 零售 20 2123 

华北地区 零售 62 4576 

华东地区 零售 69 7022.46 

华南地区 零售 55 4738.6 

华中地区 零售 48 4930 



西北地区 零售 75 8881 

西南地区 零售 39 4342 

合计  368 36613.06 

注：上表开店期间为2021年第二季度。 

 

（三）2021年第二季度，公司关闭的直营店面情况如下：  

区域 经营业态 
直营门店 

门店数量（个） 建筑面积（平米） 

华北地区（营销） 零售 1 200 

西南地区（昆明） 零售 1 79 

合计  2 279 

注：上表关店期间为2021年第二季度。 

 

（四）2021年第二季度，公司关闭的加盟店面情况如下：  

区域 经营业态 
加盟门店 

门店数量（个） 建筑面积（平米） 

东北地区 零售 6 1054 

华北地区 零售 11 895 

华东地区 零售 11 701 

华南地区 零售 19 1704 

华中地区 零售 1 150 

西北地区 零售 24 2266 

西南地区 零售 9 1914 

合计  81 8684 

注：上表关店期间为2021年第二季度。 

 

二、 报告期公司拟增门店情况 

（一）报告期内，公司拟增加的直营店面情况如下： 

区域 经营业态 直营门店 



门店数量

（个） 
门店来源 建筑面积（平米） 预计开业时间 

华北地区 零售 4 租赁 376 
2021年第三季

度 

华东地区 零售 2 租赁 150 
2021年第三季

度 

华南地区 零售 1 租赁 43 
2021年第三季

度 

西南地区 零售 3 租赁 299 
2021年第三季

度 

合计  10  868  

 

（二）报告期内，公司拟增加的加盟店面情况如下： 

区域 经营业态 

加盟门店 

门店数量（个） 门店来源 建筑面积（平米） 预计开业时间 

东北地区 零售 10  520 2021年第三季度 

华北地区 零售 30  2270 2021年第三季度 

华东地区 零售 35  3085 2021年第三季度 

华南地区 零售 7  630 2021年第三季度 

华中地区 零售 23  2140 2021年第三季度 

西北地区 零售 34  3185 2021年第三季度 

西南地区 零售 22  1320 2021年第三季度 

合计  161  13150  

注：上表开店期间为2021年第二季度。 

 

三、2021 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一）按经营行业分类的情况 

营业收入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元） 毛利率（%） 
营业收入同

比增减（%） 
毛利率同比变动 

黄金珠宝 
13,208,465,587.35 3.04  48.54  

减少 2.09个百

分点 

服务费收入 46,573,820.23 -  -7.53  - 

合计 13,255,039,407.58   48.23   

（二）按地区分类的情况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元）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同比增减

（%） 

毛利率同比变动 

东北地区 288,097,559.19 5.98 -28.69 增加 0.26个百分点 

华北地区 3,567,605,320.17 3.44 14.67 减少 2.50个百分点 

华东地区 5,430,356,581.47 2.48 90.79 减少 2.91个百分点 

华南地区 1,692,454,589.45 3.34 83.78 减少 0.96个百分点 

华中地区 966,044,262.76 4.65 60.72 减少 1.64个百分点 

西北地区 586,270,630.08 5.87 9.83 减少 0.22个百分点 

西南地区 724,210,464.47 5.30 37.89 减少 1.46个百分点 

合计 13,255,039,407.58  48.23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为公司内部统计数据，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

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