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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

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搜于特”、“公

司”或“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长江保荐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

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长江保荐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长江保

荐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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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59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发行规模为不超过 7 

亿元（含 7 亿元）的公司债券。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

债券发行规模为 3.50 亿元。 

二、债券名称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发行及上市时，本期债券简称为“15 搜特债”，代码为“112275”。 

四、发行主体 

本期债券的发行主体为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

份有限公司）。 

五、发行规模 

人民币 3.5 亿元。 

六、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七、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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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利率上调选择权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存续期后 

2 年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 0 至 100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一个基点为 

0.01%。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

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

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九、回售条款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

权选择在第 3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债券按面值回售给发

行人。第 3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证券

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十、债券利率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95%，在债券存续期限前 3 年保持不变；如发行人

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存续期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

存续期前 3 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2 年固定不变；如发

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

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十一、债券形式 

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

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 

十二、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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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

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

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十三、起息日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5 年 8 月 24 日。 

十四、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8 月 24 日，若投资者行使

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18 年的每年 8 月 24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

期间不另计息。 

十五、到期日 

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0 年 8 月 24 日。 

十六、兑付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0 年 8 月 24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8 月 24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十七、计息期限 

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5 年 8 月 24 日起至 2020 年 8 月 23 日止，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计息期限自 2015 年 8 月 24 日起至 2018 年 8 月 

23 日止，未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5 年 8 月 24 日起至 2020 年 8 

月 23 日止。 

十八、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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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信用等级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经下简称“鹏元资信”）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为 AA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级。经 2017 年 4 月 20 日

鹏元资信出具的鹏信评【2017】跟踪第【26】号 01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2017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公司的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十、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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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6年度经营和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前身为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 5 日的东莞市搜于特服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搜于特有限”） 。 2006 年 11 月，搜于特有限以截至 2006 年 9 月 30 

日经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的净资产 5,631,893.61 元为基准，

其中 550 万元按 1： 1 折为股份公司的股本，其余 131,893.61 元计入资本公

积，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搜于特有限的股东作为发起人，按原有比例分别持有

股份，搜于特有限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人员都由变更后的股份公司继承。 

2006 年 11 月 28 日发行人在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取得

注册号为 4419002344549 的营业执照（换发新版的营业执照后，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91441900782974319E），注册资本为 550 万元。经多次增资扩股，公司

于 2009 年 7 月 23 日注册资本变更为 6,000.00 万元。 

2010 年  10 月  19 日，搜于特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436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000 万股，每

股面值 1.00 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75 元。该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8,000 

万股，注册资本增至 8,000 万元。 

2016 年 1 月，公司名称由“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搜

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多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546,252,698 元。 

二、公司 2016 年总体经营情况 

2016 年中国纺织服装市场在新旧动力转换过程中缓慢前行。公司坚定不移

地推进实施战略转型升级的发展规划，在稳定“潮流前线”品牌服饰业务的同时，

着力向供应链管理、品牌管理、商业保理等各项业务拓展，取得新的巨大突破。

尤其是供应链管理业务快速增长，带动公司业绩大幅度提升，成为公司主要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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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利润来源。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 632,406.3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18.93%，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170.6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6.47%。主要

是以下原因： 

1、报告期内，根据公司新的发展战略，公司设立多家供应链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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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供应链管理公司共实现营业收

入 432,381.67 万元，占全年营业总收入 68.37%，实现净利润 16,972.63 万元，占

公司净利润 46.92%，带动公司业绩快速增长。 

2、公司自 2015 年度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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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不断的鼓励、扶持加

盟商进行形象更新，开设面积大、形象好的集合店，报告期内，品牌服装业务平

稳发展。 

3、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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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发行人 2016 年度财务情况 

2016 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增长

（%） 

资产总计 7,194,703,655.00 3,669,856,869.36 96.05% 

负债合计 1,971,686,709.77 1,345,097,883.55 46.5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合计 

5,112,769,057.13 2,307,471,463.95 121.57% 

少数股东权益 110,247,888.10 17,287,521.86 537.73%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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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同比增长

（%） 

营业总收入 6,324,063,199.43 1,982,910,289.63 218.93% 

营业利润 532,187,345.52 268,732,186.17 98.04% 

利润总额 537,111,446.22 274,636,335.58 95.57% 

净利润 396,940,952.65 197,343,289.43 101.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361,705,986.41 193,974,843.40 86.47%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同比增长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12,243,752.85 199,602,445.39 -406.7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56,262,475.09 -731,964,653.28 -71.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410,316,704.05 415,587,883.35 479.9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541,810,476.11 -116,774,324.54 56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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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59 号文批准，发行人于 2015 

年 8 月 24 日至 26 日公开发行了第二期 350 万张公司债券“15 搜特债”，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5,000 万元。扣除保荐费、承销费及受托管理费等费用后的

净募集资金 34,545 万元已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

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天

健验[2015]第 3-106 号《验资报告》。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27.60 万元，

该余额为利息收入，其余资金已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发行人均按照募集说明书中

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约定使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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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6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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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期债券利息的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8 月 24 日，若投资者行使

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18 年的每年 8 月 24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

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5 年 8 月 24 日，公司已于 2016 年 8 月 24 日

偿付第一个计息年度利息。公司将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偿付第二个计息年度

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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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17 年 4 月 20 日，鹏元资信出具了鹏信评【2017】跟踪第【26】号 01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2017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2015 年 8 月 24 日

发行的公司债券的 2017 年度跟踪评级结果为：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该评级结果是考虑到

跟踪期内公司品牌服饰运营业务稳步增长，供应链管理业务迅速扩张，成为公司

收入和利润的重要增长点，公司资本实力大幅提升，整体负债水平较低；同时我

们也关注到国内服装市场需求仍较疲软，公司服装库存规模大幅增长，对营运资

金造成较大的占用，且存在跌价风险，服装加盟商欠款大幅提升，公司部分对外

投资对象处于发展初期，未来投资效益存在不确定性，公司经营现金流表现欠佳，

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公司供应链管理业务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等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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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8 日召开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马鸿、马少贤、廖岗岩、伍骏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相同；选举许成富、周世权、王珈为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同时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和《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住

所的议案》；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1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东莞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6 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了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过《关于选举马鸿为搜于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和过《关于聘任马鸿为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的议案》等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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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无对外重大担保情况：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

名称 

担保额度相

关公告披露

日期 

担保

额度 

实际发生日

期（协议签

署日） 

实际担

保金额 

担保

类型 

担保期 

是否

为关

联方

担保 

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担 

保情况 

担保对象

名称 

担保额度相

关公告披露

日期 

担保

额度 

实际发生日

期（协议签

署日） 

实际担

保金额 

担保

类型 

担保期 

是否

为关

联方

担保 

广州集亚

特供应链

管理有限

公司 

2016 年 12 月

27 日 
7,500 

2017年 1月

3 日 
0 

连带

责任

保证 

债务履

行期届

满两年 

是 

广州伊烁

服饰有限

公司 

2015 年 12 月

23 日 
2,000 

2016年 1月

14 日 
2,000 

连带

责任

保证 

债务履

行期届

满两年 

是 

广州伊烁

服饰有限

公司 

2016 年 12 月

12 日 
2,000 

2017年 2月

14 日 
0 

连带

责任

保证 

债务履

行期届

满两年 

是 

东莞市搜

于特供应

链管理有

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31 日 
5,000 

2017年 1月

7 日 
0 

连带

责任

保证 

债务履

行期届

满两年 

是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

担保额度合计（B1） 

14,500 

报告期内对子

公司担保实际

发生额合计

（B2） 

2,00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

公司担保额度合计（B3） 

16,500 

报告期末对子

公司实际担保

余额合计（B4） 

2,000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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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对象

名称 

担保额度相

关公告披露

日期 

担保

额度 

实际发生日

期（协议签

署日） 

实际担

保金额 

担保

类型 

担保期 

是否

为关

联方

担保 

公司担保总额（即前三大项的合计） 

报告期内审批担保额度

合计（A1+B1+C1） 

14,500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生

额合计（A2+B2+C2） 

2,00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担保

额度合计（A3+B3+C3） 

16,500 
报告期末实际担保余额

合计（A4+B4+C4） 

2,000 

实际担保总额（即 A4+B4+C4）占公司净资产

的比例 

0.39%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余

额（D） 

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

象提供的债务担保余额（E） 

2,00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部分的金额（F） 0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D+E+F） 2,000 

对未到期担保，报告期内已发生担保责任或可

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说明（如有） 不适用 

二、银行授信情况 

报告期内获得的银行授信情况、使用情况以及偿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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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发生。 

四、公司债券相关当事人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

发生变动。 

五、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1、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核准及资金募集情况 

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

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于 2016 年 9 月 2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6]1047 号）。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

票 198,412,698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2.60 元，共计募集资金 2,499,999,994.80

元，坐扣尚未支付的承销和保荐费用 36,0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2,463,999,994.80 元，由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汇

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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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6〕3-144 号）。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2016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49,599.58 万元，2016 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

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396.23 万元，2016 年度收到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

品收益为 3.34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49,599.58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396.23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

品收益为 3.34 万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97,199.99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以及购

买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收益和可抵扣进项税)。 

六、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情况 

公司 2016 年 12 月 10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搜于特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搜于特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该事项经 2017

年 1 月 6 日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发行人履行承诺情况 

发行人严格遵守《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和本期债券条款的约定，履行以下承

诺：向兑付代理人划付债券本息、提供债券持有人名册、办公场所维持、关联交

易限制、资产出售限制、违约事件通知、合规证明、对债券持有人的通知、披露

信息、上市维持、自持债券说明、配合信息提供等。截至公告之日，发行人严格

履行了上述承诺。 

八、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作为“15 搜特债”的受托管理人将本着诚信、

谨慎、有效的原则，以维护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为行事原则；持续关注搜

于特的经营情祝、财务状况及资信状况，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

有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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