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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3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2017-024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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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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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总股本 1,546,252,698 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若本方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至本方案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公司将按

照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最新总股本为基准，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股利 0.25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此分配比例将

不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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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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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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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东莞市道滘镇昌平第二工业区第一栋 东莞市道滘镇昌平第二工业区第一栋 

电话 0769-81333505 0769-8133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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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品牌服饰运营、供应链管理、品牌管理、商业保理等业务，着

力构建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时尚生活产业综合服务体系，将公司打造成为中国具有领先优

势的时尚生活产业综合服务提供商。 

品牌服饰运营主要是从事“潮流前线”及系列子品牌的设计与销售业务，通过集合10个

潮流子品牌在“潮流前线”专卖店销售，打造大型休闲服饰集合店。公司服饰品牌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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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

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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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供应链管理方面，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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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分别合作伙伴投资设立供应链管理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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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能力强的时尚产业供应链服务体系。报告期，公司在湖北

荆门、广州增城、苏州吴江、广东东莞、浙江绍兴、广东佛山、福建厦门等地共有8家供应链

管理控股子公司开展相关业务。 

在品牌管理方面，以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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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江西南昌、广东

东莞、湖北武汉共有3家品牌管理控股子公司开展相关业务。 

在商业保理方面，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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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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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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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6,319,983,268.46 1,982,773,363.08 218.74% 1,305,817,71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61,705,986.41 193,974,843.40 86.47% 123,178,94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52,441,395.66 182,904,824.88 92.69% 106,140,417.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12,243,752.85 199,602,445.39 -406.73% -44,116,609.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14 85.71%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14 85.71%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54% 8.69% 3.85% 5.78%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7,194,703,655.00 3,669,856,869.36 96.05% 2,948,425,32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112,769,057.13 2,307,471,463.95 121.57% 2,165,899,05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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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867,623.89 1,420,089,479.19 1,739,850,434.27 2,293,175,73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6,463,959.71 107,392,226.58 74,700,816.92 103,148,98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866,973.65 104,724,920.94 74,378,313.60 99,471,187.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0,541,751.17 -176,146,576.89 -184,214,928.62 -181,340,49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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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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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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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8,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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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8% 678,460,394 508,845,296 质押 282,240,000 

广东兴原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9.42% 300,261,382 0 质押 112,526,000 

秦川 
境内自

然人 
3.39% 52,380,957 52,380,957 质押 52,380,957 

马少贤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18% 33,696,000 25,272,000   

中铁宝盈资

产-浦发银

行-中铁宝

盈-宝鑫 77

号特定客户

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46% 22,580,445 0   

广东粤科资

本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1.28% 19,841,269 19,841,269   

全国社保基

金五零二组

合 

其他 1.28% 19,841,269 19,841,269   

第一创业证

券-国信证

券-共盈大

岩量化定增

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28% 19,841,269 19,84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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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开源基

金-浦发银

行-云南国

际信托-云

信智兴

2016-242 号

单一资金信

托 

其他 1.28% 19,841,269 19,84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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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19,451,380 19,45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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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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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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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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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东莞市搜于特

服装股份有限

公司 2015 年公

司债券 

15 搜特债 112275 2020 年 08 月 23 日 35,000 5.95% 

东莞市搜于特

服装股份有限

公司 2014 年

公司债券（第一

期） 

14 搜特 

01 
112211 2019 年 07 月 01 日 35,000 7.8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

付息兑付情况 

本期支付 2014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利息 27,300,000.00 元，

支付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利息 20,825,000.00 元。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搜于特2014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6年跟踪信用评级报

告，评级结果为：本期债券信用等级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详见公司于2016年4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搜于特：2014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6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搜于特2015年公司债券2016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评级结

果为：本期债券信用等级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详见公司

于2016年4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搜于特：2015年公司债

券2016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27.40% 36.65% -9.25% 

EBITDA 全部债务比 82.05% 46.28% 35.77% 

利息保障倍数 10.09 7.07 42.72%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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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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公司主要的业务和利润来源。 

（1）服饰品牌运营业务得到稳固。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推出10个潮流子品牌、改进终端

店铺运营模式、增强终端店铺购物体验、提升产品性价比等措施稳固“潮流前线”品牌服饰

业务。  

（2）公司战略转型取得明显成效。报告期内，按照公司战略转型规划，扎实推进各项工

作。截止报告期末，在全国共设立了8家供应链管理公司、3家品牌管理公司，在业务开拓、

人才招聘、内部管理等方面全面开展，供应链管理业务发展迅速，已成为公司主要的业务和

收入来源。 

（3）增发股票工作顺利完成。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共募集资

金25亿元，用于供应链管理、品牌管理、仓储物流等投资项目。增发股票工作的顺利完成，

对于推进公司战略规划的实施，推动公司的战略转型升级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4）实施员工股票激励计划。报告期内，为了建立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

人才，充分调动公司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骨干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

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公司

实施了《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对于凝聚全公司的力量，为

实现公司的发展战略目标而共同努力奋斗意义重大。 

（5）公司管理取得新进展。公司实施战略转型升级，需要公司从组织结构和内部管理等

方面进行重大变革，以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大量聘用各类人才，重

构公司组织结构；另一方面，不断改进公司内部管理，逐步建立一个与涵盖多个业务领域、

拥有众多子公司的控股型集团公司相适应的管理体系。 

（6）推进公司新总部建设。公司新总部一期土建工程全部竣工并通过验收，进入园林绿

化、水电安装和内部装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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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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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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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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9,456,645.99 1,098,817,106.88 41.22% 11.16% 11.26% -0.05% 

材料 4,433,337,545.86 4,092,006,800.38 7.70% 1,403.83% 1,428.20% -1.47% 

其他产品 11,178,470.13 9,017,243.32 19.33%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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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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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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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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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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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广东搜于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6.4.12 2,000,000.00 100.00 

东莞市搜于特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6.10.20 10,000,000.00 100.00 

广东搜于特时尚文化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新设子公司 2016.9.7   

绍兴市兴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6.8.9 35,700,000.00 94.90 

广东瑞仑特纺织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6.8.16 22,000,000.00 92.05 

佛山市聚美特纺织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6.10.19 3,500,000.00 100.00 

厦门瑞悦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6.11.8 10,500,000.00 51.22 

武汉舜宇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6.12.30   

注：以上出资比例系公司实际出资金额占总出资金额的比例。实际持股比例详见财务报

告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一）1之说明。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70.00% 至 100.00%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万元） 12,998.88 至 15,292.8 

2016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7,646.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供应链管理与品牌管

理相关业务快速发展，使业绩

大幅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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