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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9 年 4 月 15 日，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及

子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拟向金融机构等申请融资，由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及由

子公司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并对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预计自公司 2018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公司对子公司总担

保额度不超过 80 亿元人民币，子公司对公司总担保额度不超过 40 亿元人民币。主要情

况如下： 

1、公司为子公司担保：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子公司 被担保金额 

1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不超过 55 亿元 

2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搜于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不超过 12 亿元 

3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聚构商贸有限公司 不超过 5 亿元 

4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不超过 2 亿元 

5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集亚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不超过 1 亿元 

6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瑞仑特纺织有限公司 不超过 2 亿元 

7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聚亚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不超过 1 亿元 

8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潮流前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不超过 2 亿元 

2、子公司为公司担保：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公司 被担保金额 

1 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不超过 20 亿元 

2 东莞市搜于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不超过 20 亿元 



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 2019 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签署相关合同，并授权董

事长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总担保额度内对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进行适度调剂。具体担保

敞口金额及期限以实际签署的相关担保协议为准。上述担保不提供反担保。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决策权限，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东莞市道滘镇大岭丫村新鸿昌路 1 号 2 栋 701 室 

法定代表人：伍骏 

成立时间：2015 年 8 月 21 日 

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商务信息咨询；销售、网上销售: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皮革制品、羽绒制品、纺织布料、棉纱、初级农产品、箱包、

玩具、装饰品、工艺品、电子设备、纸制品、日用品、钟表、眼镜、化妆品、电子产品、

家用电器、文具、体育用品、衣架、陈列架、模特儿道具、灯具、音响设备、印染染料、

化工助剂、染料中间体(以上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外)；互联网零售；贸易经纪

和品牌代理；仓储服务；产品开发、设计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7,867.00 74.93% 

东莞市搜于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42,789.00 25.07%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37,730.66 306,704.07  

净资产 109,548.10 166,133.35  

利润表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480,344.89 249,193.30  

利润总额 82,633.37 9,149.29  

净利润 46,194.33 7,689.09  

2、东莞市搜于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东莞市道滘镇大岭丫村新鸿昌路 1 号 2 栋 601 室 

法定代表人：林朝强 

成立时间：2015 年 8 月 21 日 

注册资本：52,167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品牌代理；仓储服务；供应链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商务信息咨

询；销售、网上销售: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皮革制品、羽绒制品、纺织布料、箱包、

玩具、装饰品、工艺品、电子设备、纸制品、日用消费品、钟表眼镜、化妆品、电子产

品、家用电器、文具体育用品、衣架、陈列道具、模特儿道具、灯具、音响设备、互联

网零售；纺织品产品开发、设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2,167.00 100.00%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21,958.43 158,816.03 

净资产 42,918.24 58,610.13 

利润表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219,113.66 213,561.73 

利润总额 16,614.55 8,779.97 

净利润 11,956.48 6,613.89 

3、江西聚构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枫林西大街 917 号世纪新宸大厦 2 号

楼 16 层 1605 室 



法定代表人：罗润生 

成立时间：2015 年 12 月 10 日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皮革制品、羽绒制品、纺织布料、箱包、玩具、

装饰品、工艺品、电子设备、纸制品、日用消费品、钟表眼镜、化妆品、电子产品、家

用电器、文具体育用品、衣架、陈列道具、模特儿道具、灯具、音响设备的批发及零售；

网上贸易代理；仓储(危险品除外)服务；供应链管理；纺织品产品研发、设计服务；展

览、展示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东莞市搜于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10,200 51.00% 

南昌润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400 42.00% 

南昌岳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 5.00% 

南昌永泽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 2.00%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3,337.14 39,858.28 

净资产 18,662.23 23,149.92 

利润表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72,334.79 144,799.38 

利润总额 10,031.37 6,054.42 

净利润 7,494.90 4,487.69 

4、苏州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钮肖东 

成立日期：2015 年 09 月 28 日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吴江区震泽镇新乐村 2、5 组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商务信息咨询；销售、网上销售：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皮革制品、羽绒及制品、纺织布料、棉纱、食用农产品、农副

产品、箱包、玩具、装饰品、工艺品、电子设备、纸制品、日用品、钟表眼镜、化妆品、

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文具体育用品、衣架、陈列架、模特道具、灯具、音响设备、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纺机配件；纺织材料、碳纤维材料的研发和销售（以上均

不含危险化学品）；纳米技术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佣金

代理（不含拍卖）；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人力装卸搬运

服务；纺织品、纺织原料、服饰、羽绒产品开发、设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6,750 67.50% 

苏州悦旭实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250 32.50%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7,469.84 25,065.18 

净资产 13,472.86 16,949.55 

利润表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49,129.96 173,147.86 

利润总额 4,458.61 4,732.36 

净利润 3,130.09 3,476.69 

5、广州集亚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广州市增城新塘镇荔新十二路 96 号 20 幢 109、111、113 号 

法定代表人：夏晓泉 

成立时间：2015 年 9 月 16 日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投资管理服务；互联网商



品销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互联网商品零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

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服装批发；服装辅料批发；头饰批

发；鞋批发；帽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皮革及皮革制品批发；商品信息咨询服

务；仓储咨询服务；新材料技术开发服务；材料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时装设计服务；

工业设计服务；美术图案设计服务；棉花仓储；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

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 

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6,600.00 66.00% 

珠海湖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01.00 21.01% 

珠海湖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55.00 9.55% 

珠海湖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4.00 3.44%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2,581.17 39,236.24  

净资产 22,134.35 26,674.64  

利润表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35,149.67 146,654.13  

利润总额 8,971.54 6,102.57  

净利润 6,704.24 4,540.29  

6、广东瑞仑特纺织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东莞市道滘镇大岭丫村新鸿昌路 1 号 2 栋 705 室 

法定代表人：吴伟龙 

成立时间：2016 年 8 月 16 日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销售:棉纱、化纤纱、粘胶纱、涤纶纱、轻纺原料、棉布、针织布、牛仔

布、纺织布料、服装、鞋帽、针纺织品；供应链管理；仓储服务；纺织品产品开发、设

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200.00 51.00% 

吴伟龙 9,800.00 49.00%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0,224.73 38,652.50  

净资产 19,241.74 25,800.91  

利润表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43,582.50 118,377.83  

利润总额 12,698.89 5,427.21  

净利润 9,524.17 4,069.17  

7、广东聚亚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东莞市道滘镇昌平第二工业区第一栋一楼 009 室 

法定代表人：许森涛 

成立时间：2015 年 12 月 28 日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商务信息咨询；销售、网上销售:服装、

鞋帽、针纺织品、皮革制品、羽绒制品、纺织布料、棉纱、初级农产品、箱包、玩具、

装饰品、工艺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品、文具、体育用品、衣架、陈列架、模特儿道具、

灯具、音响设备；互联网零售；贸易经纪和品牌代理；仓储服务；产品开发、设计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100 51.00% 

夏少华 1,892 18.92% 

周锥兴 1,538 15.38% 

邓惠均 637 6.37% 

舒锦煌 343 3.43% 



阮莎淇 150 1.50% 

洪月初 100 1.00% 

谢珍妹 100 1.00% 

葛俊杰 100 1.00% 

轲怀军 30 0.30% 

许森涛 10 0.10%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839.35 22,333.24 

净资产 8,606.33 13,466.27 

利润表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39,125.96 95,142.11 

利润总额 2,072.09 4,100.11 

净利润 1,523.60 3,074.94 

8、东莞市潮流前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伍骏 

成立日期：2007 年 12 月 21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东莞市道滘镇大岭丫村新鸿昌路 1 号 2 栋 809 室 

经营范围：计算机、纺织品、服装、电子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广告设计与制作，商务信息咨询；销售：服装、鞋、针纺

织品、皮革制品、羽绒制品、箱包、玩具、饰品、工艺品、木制品、电子设备、五金交

电、建筑装潢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纸制品、日用品、钟表、眼镜、化妆品、电子

产品、家用电器、办公用品、文具体育用品；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00.00%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980.38 2,609.96 

净资产 2,356.48 -174.19 

利润表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0,386.16 7,457.98 

利润总额 -78.19 -2,532.98 

净利润 -106.46 -2,530.67 

注：以上各子公司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财务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 

 

三、预计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向金融机构等申请融资时，由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

供担保及由子公司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并对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上述担保相关

协议尚未签订，具体担保期限及担保敞口金额以双方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上述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随

着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不断增长，需通过融资以满足流动资

金需求，由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及由子公司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是正常生产经营

需要。上述担保风险较小并可以控制，且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发展，同意上述担

保额度预计事项，并将上述担保额度预计事项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及风险控制管理制度，严

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2019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事项符合公司实际

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的日常经营及长远业务发展。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能够保障公司业务可持续发展，担保

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对外担保审批决策及内部控制程序也符合监管部门要求。



上述担保不存在不可控的担保风险，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同意本次担保额度预计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前，公司为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并签订相关担保协议总金额为

350,5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18 年经审计净资产 528,819.7 万元人民币的 66.28%。 

预计自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期间，公司对子公司总担保额度不超过 80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 2018 年经审计净资产

528,819.7 万元人民币的 151.28%；子公司对公司总担保额度不超过 40 亿元人民币，占

公司 2018 年经审计净资产 528,819.7 万元人民币的 75.64%。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发生担保余额为 163,074.05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18 年经审

计净资产 528,819.7 万元人民币的 30.84%。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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