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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马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文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骆和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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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192,854,551.76 5,211,546,901.11 -3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6,805,762.90 157,893,887.56 -3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85,487,198.43 145,850,330.62 -41.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435,334.69 -334,969,183.07 103.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5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 2.78% -0.7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0,213,290,065.35 10,166,290,989.88 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71,995,913.65 5,288,197,008.36 1.5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450,633.90 
转让子公司股权

取得的投资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7,267,411.84 政府补助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910,381.66 
银行理财产品取

得的投资收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718,878.89 
银行结构性存款

取得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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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3,542.73 
其他营业外收支

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4,986,128.1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96,156.36  

合计 21,318,564.4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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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1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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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8% 1,047,670,188 901,721,616 质押 960,070,000 

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51% 541,567,657 0 质押 412,749,986 

黄建平 境内自然人 5.00% 154,625,300 0   

深圳前海瑞盛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0% 154,625,300 0   

秦川 境内自然人 3.39% 104,761,914  质押 104,761,914 

马少贤 境内自然人 2.18% 67,392,000 67,392,00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自有资金 
其他 1.91% 58,955,107    

九泰基金－浦发银行－

九泰基金－恒胜新动力

分级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41% 43,72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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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粤科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28% 39,682,538    

红土创新基金－江苏银

行－红土创新红土紫金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8% 30,158,73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 541,567,657 人民币普通股 541,567,657 

黄建平 154,625,300 人民币普通股 154,625,300 

深圳前海瑞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4,625,300 人民币普通股 154,625,300 

马鸿 145,948,572 人民币普通股 145,948,572 

秦川 104,761,914 人民币普通股 104,761,914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58,955,107 人民币普通股 58,955,107 

九泰基金－浦发银行－九泰基金－恒胜新动

力分级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43,720,491 人民币普通股 43,720,491 

广东粤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39,682,538 人民币普通股 39,682,538 

红土创新基金－江苏银行－红土创新红土紫

金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30,158,730 人民币普通股 30,158,730 

陈文彬 20,166,967 人民币普通股 20,166,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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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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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32,764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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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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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164,888,799.60   883,017,199.52  31.92% 
收到的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本金增加所

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  93,000,000.00  -100.00% 银行结构性存款到期赎回本金所致。 

预付款项 948,118,635.87   1,621,777,557.17  -41.54% 
供应链管理业务有所下降预付款减少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373,909,434.12   543,014,995.97  -31.14% 购买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无形资产     242,820,415.32  126,377,457.40  92.14% 购置的土地使用权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24,148.00        475,358.00  -31.81% 预付设备款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预收款项    137,991,129.63    212,225,529.68  -34.98% 上年预收的货款在本期已发货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4,643,595.62   23,734,073.15  -38.30% 报告期内发放去年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67,404,375.33  47,109,732.13  43.08% 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116,781,951.56     64,314,999.98  81.58% 
两年期的应收账款保理融资款增加所

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192,854,551.76  5,211,546,901.11  -38.73% 

报告期内，随着市场环境变化，公司

稳健发展供应链管理业务，继续放缓

其增长速度；供应链原子公司绍兴市

兴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

10月份由控股子公司变更为联营企

业，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营业成本  2,911,276,528.64  4,832,154,561.55  -39.75% 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税金及附加      5,245,907.47      8,069,578.21  -34.99% 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11,314,494.59      6,156,520.68  83.78% 研发人员工资及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31,380,371.86     21,617,996.46  45.16% 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     -7,260,912.71  100.00% 上年同期计提的坏账准备。 

信用减值损失 15,270,437.45 - - 
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计入信用减值

损失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7,267,411.84    1,478,800.00  1067.66% 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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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      10,197,017.69    18,751,364.91  -45.62% 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09,553.67    2,257,834.77  -95.15% 报告期内违约补偿支出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比上年 

同期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3,432,952,717.70 5,896,316,103.72 -41.78% 

本期销售收入减少，收到的现金

减少所致。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1,323,000.00 2,102,333.00 -37.07% 

本期商业保理收到的利息与手

续费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30,860,545.26 8,796,638.36 250.82% 

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以及

代收代理业务货款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2,966,528,169.47 5,990,289,536.87 -50.48% 

本期营业收入减少导致支付的

采购款减少所致。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10,150,000.00 2,500,000.00 -506.00% 
本期支付的商业保理款净额减

少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47,367,990.89 126,145,535.63 -62.45% 
本期营业收入减少相应各项税

费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386,754,732.75  57,997,198.03 566.85% 

本期开具银行汇票支付保证金

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435,334.69  -334,969,183.07 103.12% 

主要是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减少、支付的各项税

费减少以及支付的保理业务垫

款净增加额减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672,310,000.00 3,420,561,260.27 -80.35% 
本期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的

本金减少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817,286.96 16,997,885.00 -77.54% 
本期收到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收

益减少所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收到的现金净额 
2,455,255.27 - - 

本期转让子公司东莞市愉成服

装有限公司51%股权收到的现金

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46,568,605.63 95,477,904.33 53.51% 

本期购买土地使用权支付现金

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332,310,000.00 3,093,759,011.27 -89.26% 
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本金减

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 28,844,428.70 -100.00% 

本期支付的购买土地保证金减

少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10,000,000.00 -100.00% 
本期收到少数股东投资的现金

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22,831,357.64 650,021,841.73 -34.95% 本期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 99,000,000.00 -100.00% 本期发行中期票据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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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57,262,859.97 290,870,000.00 125.96% 
本期偿还到期的银行借款增加

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37,599,504.17  14,874,350.94 152.78% 本期支付的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23,006,857.61  - - 本期回购股份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95,037,864.11 453,277,490.79 -165.09% 

主要是本期偿还到期银行借款

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 

查询索引 

2018 年 6 月 27 日，公司对外披露了《关于筹划供销

商及员工持股计划的提示性公告》。为加强公司与供销商的

战略协同性，推进公司与供销商共同发展；同时为进一步

完善公司员工激励约束体系，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完

善公司员工与股东的利益分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增强员工

的凝聚力和公司的竞争力，公司拟推出供销商及员工持股

计划。其中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来源于拟回购的公司股份。

供销商及员工持股计划尚在筹划中。 

2018 年 06 月 27 日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det

ail?plate=szse&stockC

ode=002503&announc

ementId=1205094421

&announcementTime=

2018-06-27 

为落实时尚产业供应链总部项目的建设工作，公司全

资子公司广东美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2019年1月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参与了东莞市国土资源局和东莞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牌出让的地块编号为

“2019WT008”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竞拍事宜，以

11,425 万元人民币竞得上述地块的土地使用权。2019 年 4

月 19 日，前述地块已取得粤（2019）东莞不动产权第

0113233 号不动产权证书。 

2019 年 01 月 25 日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det

ail?plate=szse&stockC

ode=002503&announc

ementId=1205798380

&announcementTime=

2019-01-25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8 年 7月 26日公司召开的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

份以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的预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或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拟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

划。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亿元、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人民币 5

元/股（含 5元/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

月。公司于 2018年 7月 31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具体情况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9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18年 8月 2日首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截至

2019 年 3月 31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41,552,7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4%，最高成交价为 3.5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06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116,034,054.45 元（不含交易费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马鸿先生  

在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公司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 25%，并

且离职后六个月内，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2010年 01

月 16 日 

任职期间

及离职后

六个月

内。 

报告期

内，承诺

人均能严

格遵守上

述承诺。 

马少贤女

士 
 

在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公司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 25%，并

且离职后六个月内，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2010年 01

月 16 日 

任职期间

及离职后

六个月

内。 

报告期

内，承诺

人均能严

格遵守上

述承诺。 

马鸿先生、

广东兴原

投资有限

公司 

 
避免与本公司同

业竞争。 

2010年 01

月 16 日 

马鸿先生

任公司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期间；

马鸿先生

报告期

内，承诺

人均能严

格遵守上

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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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

本公司及

广东兴原

投资有限

公司期

间。 

马鸿先生  

若在公司仓库租

赁合同的履行期间

内，租赁物业因有权

第三方主张权利或被

有权部门认定违法而

导致租赁合同无效，

或者有权部门认定租

赁物业为违章建筑予

以拆除，迫使公司仓

库搬迁而导致公司费

用增加或损失产生，

本人承诺将全额承担

相关的费用和损失。 

2010年 01

月 20 日 

在公司仓

库租赁合

同的履行

期间。 

报告期

内，承诺

人均能严

格遵守上

述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马鸿先生、

广东兴原

投资有限

公司 

 

自 2019 年 03 月

05 日起连续六个月

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证券交易系统出售

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

总数的 5%。 

2019年 03

月 07 日 

自 2019年

03 月 05

日起连续

六个月

内。 

报告期

内，承诺

人均能严

格遵守上

述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无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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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资产

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

的累计公

允价值 

变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

收益 

期末

金额 

资金

来源 

其他 93,000,000.00 0.00 0.00 118,500,000.00 211,500,000.00 718,878.89 0.00 
募集

资金 

合计 93,000,000.00 0.00 0.00 118,500,000.00 211,500,000.00 718,878.89 0.00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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