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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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洪及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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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9,962,887,871.15 7,194,703,655.00 3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5,627,454,486.13 5,112,769,057.13 10.0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017,279,884.50 245.85% 12,577,459,690.26 21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79,914,492.48 140.85% 540,962,697.56 10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73,981,691.33 133.91% 512,637,805.43 102.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452,105,747.69 -145.42% -1,136,280,455.37 -163.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100.00% 0.17 7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100.00% 0.17 7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5% 0.27% 10.08%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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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9,87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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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6,70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1,641,670.4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8,337.96  

减：所得税影响额 9,710,164.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45,096.54  

合计 28,324,89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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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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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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3% 1,356,920,788 1,017,690,588 质押 650,000,000 

广东兴原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22% 600,522,764 0 

质押 97,300,000 

  

秦川 境内自然人 3.35% 104,761,914 104,761,914 质押 104,761,914 

马少贤 境内自然人 2.16% 67,392,000 50,544,000   

天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保赢 1 号 

其他 1.39% 43,299,23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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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43,148,290 0   

广东粤科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7% 39,682,538 39,682,538   

全国社保基金

五零二组合 
其他 1.27% 39,682,538 39,682,538   

第一创业证券

－国信证券－

共盈大岩量化

定增集合资产

其他 1.27% 39,682,538 39,68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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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计划 

前海开源基金

－浦发银行－

云南国际信托

－云信智兴

2016-2 号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1.27% 39,682,538 39,68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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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522,764 人民币普通股 600,522,764 

马鸿 339,230,200 人民币普通股 339,230,200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赢 1 号 
43,299,234 人民币普通股 43,29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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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48,290 人民币普通股 43,14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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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02,760 人民币普通股 38,902,76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0,184,800 人民币普通股 30,184,800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华

资产方圆 6 号资产管理计划 
23,339,940 人民币普通股 23,339,94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21,459,840 人民币普通股 21,459,840 

郑兴泽 20,502,732 人民币普通股 20,502,73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18,065,654 人民币普通股 18,065,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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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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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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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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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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1、 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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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365,325.21 908,128,167.21 44.18% 报告期内结构性存款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21,599,978.00 476,635.00 4431.76% 收到客户商业票据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1,658,340,465.21 1,263,180,498.59 31.28% 
公司业务快速增长，给予客户一定的

信用额度与信用期所致。 

预付款项 2,676,544,101.75 651,003,746.80 311.14% 
报告期内供应链管理业务快速增长

预付的采购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28,260,009.78 10,629,413.80 165.87% 
主要是应收客户保证金、押金及租金

增加所致。 

存货 1,835,680,944.72 1,263,756,783.28 45.26% 公司业务快速增长备货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9,400,910.82 25,298,361.76 -62.84%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待摊费用本期摊

销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921,416,099.35 1,704,479,791.46 -45.94% 购买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349,229,403.53 233,093,755.84 49.82% 
报告期内总部工程建设支出增加所

致。 

长期待摊费用 42,656,455.57 29,433,795.85 44.92% 
报告期内店铺装修、货架支出增加所

致。 

短期借款 831,420,000.00 133,830,000.00 521.25% 业务快速增长，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553,175,289.02 232,098,260.11 138.34% 
公司采用商业汇票支付货款增加所

致。 

预收款项 1,133,169,339.85 339,357,200.32 233.92% 收到客户款项后尚未发货所致。 

应交税费 131,779,682.91 82,683,983.69 59.38% 
业务快速增长，本期应交的税费增加

所致。 

应付利息 8,915,737.50 21,112,000.00 -57.77% 支付已到期的应付债券利息所致。 

其他应付款 269,253,791.40 77,992,506.14 245.23% 应付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349,206,000.00 -100.00% 应付债券重分类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3,526.81 -100.00% 待转销项税额减少所致。 

应付债券 690,156,600.00 347,460,000.00 98.63% 应付债券重分类所致。 

实收资本 3,124,191,896.00 1,546,252,698.00 102.05% 
报告期内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及发行

限制性股票所致。 

资本公积 974,783,608.45 2,426,272,357.56 -59.82% 报告期内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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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股 113,675,318.75   报告期内发行限制性股票所致。 

未分配利润 1,496,631,218.01 994,720,919.15 50.46% 本年利润增加所致。 

2、 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12,589,893,115.30 4,029,272,112.34 212.46% 

报告期内供应链管理业务快速增长促使

营业收入大幅度增加，但公司品牌服饰

业务持续下滑。 

营业收入 12,577,459,690.26 4,026,807,537.35 212.34% 
主要是报告期内供应链管理业务快速增

长，促使营业收入大幅度增加所致。 

利息收入 12,433,425.04 2,464,574.99 404.49% 报告期内保理业务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1,228,769,357.13 3,228,054,250.50 247.85% 报告期内随营业收入增长而增长。 

税金及附加 27,718,978.04 9,868,195.22 180.89%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应交的税金及

附加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63,138,119.98 8,964,949.79 604.28% 
报告期内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增加及长期

股权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2,766,700.00 1,000,000.00 176.67% 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01,691.56 441,251.53 -54.29% 主要是逾期未付款项减少所致。 

利润总额 901,378,153.21 406,314,284.84 121.84%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33,618,573.04 108,011,663.35 116.29% 
主要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加，利润总额增

加所致 

净利润 667,759,580.17 298,302,621.49 123.85%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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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88,792,600.28 4,277,822,051.42 222.33% 

本期供应链业务销售收入大幅

增长，销售收到的现金增加所

致。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

佣金的现金 
5,448,183.34 2,884,250.00 88.89% 

本期保理业务收到利息增加所

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73,027,786.08 19,338,781.99 277.62% 

主要是本期收到客户保证金增

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14,075,814,795.57 4,276,530,373.52 229.14% 

本期销售收入增长，支付的采购

款增加所致。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9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

增加额 
140,000,000.00   

本期保理业务增长，支付的保理

款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415,196,417.30 208,902,300.16 98.75% 
主要是本期销售收入增加，支付

的各项税费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218,074,466.84 109,069,724.02 99.94% 

主要是随着报告期内公司业务

增长，支付各项费用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11,703,620,000.00 2,262,881,000.00 417.20% 

主要是购买的理财产品到期收

回现金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44,213,792.47 8,095,100.67 446.18% 

主要是购买理财产品收到的理

财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2,540.00 -100.00% 

主要是本年无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情况。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215,598,038.23 95,136,208.94 126.62% 
主要是本期总部大楼建设支出

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1,657,210,000.00 1,700,949,000.00 585.34% 
主要是购买理财产品支付的现

金增加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

金 
279,335,200.00 44,725,400.00 524.56%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少数股东投

资增加及公司发行限制性股票

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837,780,000.00 208,990,000.00 300.87% 

主要是本期因业务快速发展，取

得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26,365,428.89 -100.00% 

主要是本期收回银行承兑保证

金减少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01,732,717.73 74,652,885.81 36.27% 

主要是本期分配现金股利及支

付银行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676,542.47 123,754,049.89 -98.65% 

主要是本期支付银行承兑汇票

保证金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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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7月26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与仙宜岱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了《仙宜岱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500万元认购仙

宜岱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2,480,000股股票。认购完成后，东莞市搜于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将持有仙宜岱股份有限公司2.3737%的股份。  

2、2017年8月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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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3、2017年8月25日，经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创意设计有限公司股东会审议，同

意与珠海英扬传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喜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东

英扬传奇广告有限公司签署《广东英扬传奇广告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将持有广东英

扬传奇广告有限公司22.5%的股权以现金5,999.5万元人民币转让给珠海英扬传奇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将持有广东英扬传奇广告有限公司22.5%的股权以现金5,999.5万元人民币转

让给珠海喜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东莞市搜于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认购仙宜岱

股份有限公司 2.3737%股份。 
2017 年 07 月 28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

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n_detai

l/true/1203738758?announceTime=2

017-07-28 

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 08 月 03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

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n_detai

l/true/1203757400?announceTime=2

017-08-03 

东莞市搜于特创意设计有限公司转让广东英

扬传奇广告有限公司股份。 
2017 年 08 月 28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

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n_detai

l/true/1203870774?announceTime=2

017-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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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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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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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内，不转

让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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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期

间；马鸿先

生实际控制

本公司及广

东兴原投资

有限公司期

间。  

报告期内，

承诺人均能

严格遵守上

述承诺。 

马鸿先生  

若在公司仓

库租赁合同

的履行期

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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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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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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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本人承

诺将全额承

担相关的费

用和损失。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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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

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65.00% 至 115.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59,681.49 至 77,766.79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6,170.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供应链管理业务与品牌管理业务得到快速发

展，促使业绩大幅度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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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7 月 21 日 其他 机构 http://irm.cninfo.com.cn/ 

2017 年 08 月 30 日 其他 机构 http://irm.cninfo.com.cn/ 

2017 年 09 月 07 日 其他 机构 http://irm.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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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09 月 08 日 其他 机构 http://irm.cninfo.com.cn/ 

2017 年 09 月 20 日 其他 机构 http://irm.cninfo.com.cn/ 

2017 年 09 月 21 日 其他 机构 http://irm.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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