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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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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无 

声明 

公司全部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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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036,800,000.00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元（含税），送红股 0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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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搜于特 股票代码 00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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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岗岩 李鸿 

办公地址 东莞市道滘镇昌平第二工业区 东莞市道滘镇昌平第二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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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栋 第一栋 

传真 0769-81333508 0769-81333508 

电话 0769-81333505 0769-81333505 

电子信箱 lgy@celucasn.com syt@celucasn.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公司主要从事“潮流前线”品牌休闲服饰的设计和销售业务，并陆续推出面向

不同细分人群的10个潮流子品牌，通过集合10个潮流子品牌在“潮流前线”专卖店销售，打

造大型集合店。公司品牌的消费者定位为16—35周岁的年轻人，价格定位为平价的时尚，市

场定位为国内三、四线市场。公司以直营与特许加盟相结合的模式在全国建立销售渠道，在

国内三、四线市场建立了领先的竞争优势。报告期，公司一方面推出10个潮流子品牌，实现

公司品牌发展升级，适应了消费市场“小众化、个性化、差异化”的发展趋势,得到消费者的

广泛认可； 另一方面公司通过强化内部管理、提升产品设计水平、优化销售渠道、扶持加盟

商发展、完善“快时尚”模式等措施，带动公司品牌服饰销售业绩大幅度增长。 

报告期，公司深刻洞察到，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时尚生活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时尚生活产业蕴含着巨大的转型需求与发展机

遇。为此公司制定了《关于向以供应链管理、品牌管理及互联网金融为核心的时尚生活产业

增值服务领域发展的战略规划纲要》，着手实施公司发展的战略转型。公司将在巩固提升现

有品牌服饰业务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公司在时尚产业深耕多年所积累的资源和所做的投资布

局，以供应链管理、品牌管理及互联网金融业务为核心，大力向时尚生活产业的各项增值服

务领域发展，为产业链各个环节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增值服务，将公司打造成为具备领先

优势的时尚生活产业综合服务提供商。报告期，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公司着手设立各业务

板块运营子公司、招聘专业人才、建立管理架构、制定规章制度，大力开拓各项业务，取得

初步成效。 

供应链管理方面，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运作平台，

在全国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地区投资设立多家控股子公司，汇聚本区域的供应链资源和市场

资源，利用公司多年来在设计研发、集中采购、生产管理以及仓储配送等方面的经验和优势，

为时尚产业品牌商、制造商等客户提供高效、低成本的供应链服务，在全国构建一个覆盖范

围广大、供应能力强大的时尚产业供应链服务体系。报告期，公司已在湖北省荆门市、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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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广州市、江苏省苏州市、广东省东莞市设立了4家供应链管理控股子公司开展相关业务。 

在品牌管理方面，公司以全资子公司东莞市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为运作平台，在全国服饰

消费市场发达地区投资设立多家控股型项目子公司，汇聚本区域具有丰富市场资源和营销能

力的合作伙伴，利用公司多年来在店铺管理、商品陈列、品牌推广、人员培训以及O2O营销等

品牌管理方面的经验和优势，为时尚生活产业的品牌企业开展品牌代理经销业务，在全国构

建一个高效、完善的时尚产业品牌运营管理服务体系。报告期，公司已在江西省南昌市、广

东省东莞市设立了2家品牌管理控股子公司开展相关业务。 

在商业保理方面，成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搜银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作为运作平台，围绕

时尚生活产业开展商业保理业务，为时尚生活产业的上下游企业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管

理及催收、信用风险控制等综合金融服务，进一步强化公司与产业链上众多企业的联系，构

建合作共赢的产融关系，推动公司实现战略转型，促进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公司还围绕时尚生活产业积极扩大对外投资，构建公司时尚生活产业生态圈。报告期，

公司完成了中国最大的电商服饰品牌“茵曼”、“初语”、中国排名第一的零售在线教育培

训平台“中研瀚海”、中国最大跨境电商平台之一的“拉拉米”、中国高校咖啡连锁第一品

牌“时间胶囊”和中国排名前列的时尚大码女装电商品牌“纤莉秀”的投资。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1,982,773,363.08 1,305,817,719.21 51.84% 1,737,745,42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93,974,843.40 123,178,940.35 57.47% 274,193,73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82,904,824.88 106,140,417.18 72.32% 259,780,769.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9,602,445.39 -44,116,609.48 552.44% -32,811,443.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2 58.33%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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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2 58.33% 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9% 5.78% 2.91% 13.58%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3,669,856,869.36 2,948,425,321.74 24.47% 2,630,671,71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307,471,463.95 2,165,899,052.75 6.54% 2,107,520,112.4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95,953,235.61 468,172,973.48 469,711,445.20 648,935,70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2,838,289.26 56,258,035.41 39,302,254.35 45,576,26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7,466,384.16 54,662,229.65 36,584,904.80 44,191,306.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7,948,212.53 13,713,372.01 88,498,305.42 39,442,555.4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

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9,76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7,003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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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鸿 
境内自

然人 
50.34% 521,892,611 391,419,457 质押 227,500,000 

广东兴原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22.28% 230,970,294 0 质押 93,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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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马少贤 
境内自

然人 
2.50% 25,920,000 19,440,000   

陕西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陕

国投.福星 1

号结构化证

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09% 11,287,129 0   

鹏华资产-

浦发银行-

鹏华资产方

圆 3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7% 10,070,020 0   

鹏华资产-

浦发银行-

鹏华资产方

圆 6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87% 8,976,900 0   

陕西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陕

国投.福星 2

号结构化证

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79% 8,241,636 0   

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68% 7,003,389 0   

鹏华资产-

浦发银行-

鹏华资产方

圆 5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61% 6,352,439 0   

凌凤远 
境内自

然人 
0.53% 5,512,05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马鸿先生与马少贤女士为兄妹关系，广东兴原投资有

限公司为马鸿先生与妻子黄晓旋女士共同设立。除以上关联关系外，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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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持股 5%以上股东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 48,000,000 股；股东凌凤远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5,511,157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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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国内服装市场消费低迷、增长缓慢，国内各大服饰品牌企业都在谋求转型升级之

路，并购、整合、跨界成为年度服饰行业最热门话题。2015年度，公司一方面推出10个潮流

子品牌，实施公司品牌发展的更新换代；另一方面通过强化内部管理、提升产品设计水平、

优化销售渠道、扶持加盟商发展、完善“快时尚”模式等措施，带动公司品牌服饰销售业绩

大幅度增长；同时也在谋求转型升级，制定了公司新的发展战略规划。根据公司新的发展战

略规划，公司着手设立负责运营供应链管理、品牌管理和商业保理各业务板块的子公司，招

聘专业人才、建立管理架构、制定规章制度，大力开拓各项业务，取得初步成效。报告期业

务进展如下：            

（1）全面落实公司品牌转型升级计划。公司根据年轻消费新生代对品牌小众化、个性化、

差异化的消费发展趋势，推出10个潮流子品牌。2015年秋冬装开始，通过产品设计、品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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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店面形象、货品陈列、广告推广等措施将10个潮流子品牌的工作落到实处，全面提升了

公司的品牌形象，让公司品牌焕发新活力，受到广大年轻消费者的认可。 

（2）公司内部管理和终端店铺管理取得新成效。报告期，公司一方面强化内部管理，苦

练内功，通过内部强化供应链管理、全方位培训、提升产品设计水平，成效渐显；公司还通

过关停差劣店铺、扶持优质店铺，优化销售渠道，通过向加盟商支持道具、货架、装修等措

施，鼓励、扶持加盟商更新原有店铺形象，积极开拓优质新店铺，促使终端销售业绩快速提

升。 

（3）对外投资取得新进展。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继续扩大对外投资。2015年公司

先后完成了中国最大的电商服饰品牌“茵曼”、“初语”、中国排名第一的零售在线教育培

训平台“中研瀚海”、中国最大跨境电商平台之一的“拉拉米”、中国高校咖啡连锁第一品

牌“时间胶囊”和中国排名前列的时尚大码女装电商品牌“纤莉秀”的投资，扩大和优化公

司时尚生活产业生态圈，为公司未来持续快速发展注入新动力。 

（4）制定公司新的发展战略规划，公司转型升级取得初步成效。公司深刻认识到，随着

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时尚生活产业链蕴含着巨大的转型需

求与发展机遇。为此公司长时间的多方面调研，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规划，并着手实施。公

司一方面制定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筹措资金；另一方面，着手设立负责运营供应链管理、

品牌管理和商业保理各业务板块的子公司，招聘专业人才、建立管理架构、制定规章制度，

大力开拓各项业务，取得初步成效。 

（5）总部建设一期土建工程封顶竣工，开始园林绿化和内部装修工作。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服装 1,681,737,661.73 987,606,809.30 41.27% 34.57% 28.33% 2.85% 

材料 294,802,926.39 267,765,651.48 9.17% 495.79% 502.99%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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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

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198,291.0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1.85%，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397.4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7.47%。主要是以下原因： 

（1）公司通过2014年度主动调整，去终端店铺库存,减轻终端店铺压力。在2015年度，公

司通过提升产品设计水平，加强店铺员工全方位培训，关停差劣店铺，鼓励、扶持加盟商新

开加盟店并对老店进行扩大改造或对优质店铺进行形象更新，以及更换新的品牌代言人等措

施，带动终端销售业绩快速增长。 

（2）报告期，公司推出10个潮流子品牌，实现公司品牌的升级，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差

异化的需求，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另外公司的“快时尚”模式经过不断探索磨合，已逐

步完善，也带动了终端销售业绩的增长。 

（3）报告期，根据公司新的发展战略，公司新设多家供应链管理、品牌管理公司，为众

多商家、客户提供高效、低成本的集中采购、仓储、配送、店铺管理、商品陈列、营销推广

等增值服务， 2015年11月份起4家陆续营业，实现营业收入20,574.76万元，占全年营业收入

10.38%，带动公司销售业绩增长。 

（4）报告期，公司加强内部管理，控制相关费用，使费用增长幅度小于营业收入的增长

幅度。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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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既有的坏账准备计提的会计估计主要针对于批发零售等业务的应收款项。2015年6

月，公司设立了深圳市前海搜银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其主营业务为时尚产业供应链金融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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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理等相关业务。上述新增的商业保理业务与公司的既有业务不同，为了更加客观公正的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确定上述新增商业保理业务的

应收保理款坏账准备计提的会计估计。 

新增商业保理业务产生的应收保理款坏账准备计提方法如下：  

项目名称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正常类 1.00% 1.00% 

关注类 5.00% 5.00% 

次级类 25.00% 25.00% 

可疑类 50.00% 50.00% 

损失类 100.00% 100.00% 

本次新增商业保理业务产生的应收保理款坏账准备计提的会计估计变更后，已开展的商

业保理业务产生的应收保理款按上述比例计提坏账准备，除上述新增商业保理业务外的应收

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及比例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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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合并范围增加 

                                                               单位：元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持股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 

东莞市愉成服装有限

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5.6.23 51% 2,550,000.00 57.95 

深圳市前海搜银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5.6.25 100% 23,000,000.00 100.00 

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5.8.21 100% 80,000,000.00 100.00 

东莞市搜于特品牌管

理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5.8.21 100%  100.00 

湖北浚通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新设间接控股子公司 2015.9.2 51% 3,060,000.00 51.00 

广州集亚特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新设间接控股子公司 2015.9.16 51% 5,610,000.00 62.75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10 

苏州聚通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新设间接控股子公司 2015.9.28 51% 5,610,000.00 51.00 

江西聚构商贸有限公

司 
新设间接控股子公司 2015.12.10 51%  100.00 

广东集美购品牌管理

有限公司 
新设间接控股子公司 2015.12.15 51%  100.00 

广东聚亚特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新设间接控股子公司 2015.12.28 51%  100.00 

 

（2） 合并范围减少 

单位：元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  

方式 
持股比例 

股权处置

时点 

处置日   

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

净利润 

潮州市潮特服装贸易有限公司 注销子公司 100% 2015.8.20 772,870.53 395,589.61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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