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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3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2020-043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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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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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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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东莞市道滘镇新鸿昌路 1 号 东莞市道滘镇新鸿昌路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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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管理等业务，着力构建一个服务时尚生活

产业上下游企业的综合服务体系，将公司打造成为中国具备领先优势的时尚生活产业综合服务提供商。 

在品牌服饰运营方面，主要从事“潮流前线”品牌服饰的设计与销售业务，“潮流前线”品牌服饰的

消费者定位为 16-35 周岁的年轻人，价格定位为平价的快时尚，市场定位为国内三、四线市场。公司通过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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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供应链管理公司”）

作为运作平台，在全国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地区分别与各合作伙伴投资设立供应链管理子公司，汇聚本区

域的供应链资源和市场资源，利用公司多年来在集中采购、设计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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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的供应链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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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服务体系。报告期内，公司在广东东莞、增城、佛山，湖北荆

门，江苏吴江、南通，浙江绍兴，福建厦门等地共有 12 家供应链管理子公司从事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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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品牌管理公司”）作为

运作平台，在全国服饰消费市场发达地区投资设立多家品牌管理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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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的时尚产业品牌管理服务体系。报告期内，公司在江西南昌、广东东莞、湖北武汉共有 4 家品牌管理子

公司开展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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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2,923,991,535.30 18,494,141,104.46 -30.12% 18,330,385,02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7,559,590.05 369,418,977.49 -43.81% 612,828,78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5,687,322.50 303,796,700.61 -45.46% 558,538,926.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707,856.92 -591,184,183.18 116.87% -882,083,449.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2 -41.67% 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2 -41.67% 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7% 6.81% -2.94% 11.34%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1,315,619,900.81 10,166,290,989.88 11.31% 10,330,588,18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443,468,847.98 5,288,197,008.36 2.94% 5,606,106,687.6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192,854,551.76 2,884,192,747.73 3,817,292,035.08 3,029,652,20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805,762.90 78,331,864.48 119,131,897.85 -96,709,93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85,487,198.43 74,757,646.42 118,742,178.24 -113,299,7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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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35,334.69 -182,996,462.89 242,043,019.69 30,225,96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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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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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9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数 
200,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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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2% 909,701,616 901,721,616 质押 599,987,000 

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00% 309,250,540 0 质押 154,625,270 

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97% 215,660,389 0 质押 88,450,000 

嘉兴煜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154,625,300 0   

黄建平 境内自然人 4.29% 132,62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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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109,231,100 0   

秦川 境内自然人 3.39% 104,761,914 0 质押 104,76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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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广东粤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8% 39,682,5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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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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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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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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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

债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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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 3.06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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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日 0 7.8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支付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利息及回购本金

36816.40 万元，支付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利息 0.21 万元。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6月 12 日为公司发行的“14 搜特 01”“15 搜特债”出具了

2019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评级结果为：第一期、第二期债券信用等级均为 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为 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详见 2019年 6月 1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搜于特：2014 年公司债券、

2015 年公司债券 2019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公司 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以下简称“18 搜于特 MTN001”）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起在银行间债

券市场交易流通。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8 日为公司发行的“18 搜于特 MTN001”出具了

跟踪评级报告，确定维持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在上市公司主体评级方面，与中证鹏元资信评

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跟踪信用评级报告不存在评级差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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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49.05% 44.97% 4.08%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2.10% 41.04% -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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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保障倍数 2.83 4.69 -39.66%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 年，宏观经济环境更趋严峻复杂，国际贸易环境和国内经济周期性矛盾等诸多内外不确定因素增

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计划，积极应对风险和挑战，稳步有序

地推进各项工作，具体如下： 

（1）推进公司内部管理。报告期内，公司引入新的战略股东及董事会新成员，进一步完善公司股东

结构和董事会结构，拓展了公司战略决策视野，完善了公司战略决策与经营管理机制，为公司经营管理注

入新活力。 

（2）积极探索新零售营销和快时尚模式。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探索新零售营销，发展会员制，利用

社群营销、店铺直播等模式与年轻消费者充分互动，增强流量，聚集粉丝，提升销量。快时尚模式方面，

设立了 80 多家蓝标“潮流前线”专卖店，在红标“潮流前线”专卖店中也引入快反产品，初步形成支撑

快时尚模式的管理体系，快时尚模式取得初步成效。  

（3）完善供应链管理业务发展模式。报告期内，公司通过集中采购、控制风险，完善供应链管理业

务发展模式，推动供应链管理业务平稳发展。报告期内，供应链管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088,249.33 万元，

净利润 8,345.50 万元，成为公司主要的业务收入和利润来源。 

（4）完成发行可转债再融资计划。报告期内，公司扎实推进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再融资计划，取

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批复并启动发行，最终顺利完成发行可转债再融资计划，募集资金 8 亿元人民币。  

（5）推动公司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取得时尚产业供应链总部项目建设用地并进行了

规划设计；仓储物流基地建设项目作了规划调整；新总部三期项目的集体建设用地形成了供地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294,807.7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0.0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755.9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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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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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9,794,891.94 511,017,911.09 35.49% -2.39% -0.56% 0.65% 

材料 
10,597,876,375.3

8 
423,569,573.65 4.00% -33.10% -49.25%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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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产品 799,092,264.14 22,834,761.13 2.86% -29.09% -62.50%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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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92,399.1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0.1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0,755.9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3.81%。主要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宏观经济环境更趋严峻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为此公司继续放缓供应链管理业

务发展速度；同时，原子公司绍兴市兴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兴联”）于 2018 年 10 月

由控股子公司变更为联营企业，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绍兴兴联上年同期实现营业收入 259,039.78

万元）。以上因素使得供应链管理业务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大。报告期内，供应链管理业务共实现营业收入

1,088,249.33 万元，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 84.05%，较上年同期下降 29.37%。 

（2）报告期内，棉花、棉纱等大宗纺织品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导致供应链管理业务毛利率水平较上

年同期有所下降，材料销售毛利率从 4.55%下降到 4.00%，供应链管理业务的净利润也因此下滑。报告期

内，供应链管理业务实现净利润 8,345.5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0.38%。 

（3）报告期内，由于市场需求疲软，公司其他时尚电子产品业务较上年同期也下降较大，报告期内

实现营业收入 79,909.2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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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政策变化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

响的报表项目名

称和金额） 

国家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

第24号--套期会计》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简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日起施行上述准则。 

2019年4月15日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其他说

明（1） 

国家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本通知适用于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

2019年8月27日第五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其他说

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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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务报表。 

国家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并要求在所有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019年8月27日第五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项会计政

策变更对公司报

表无影响 

国家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

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并要求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019年8月27日第五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项会计政

策变更对公司报

表无影响 

国家财政部于2019年9月27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

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

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按照会计

准则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

财务报表。 

2019年11月26日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项会计政

策变更对公司报

表无影响 

其他说明： 

①财政部 2017 年 3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 (财会[2017]9

号)，2017 年 5 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追溯

调整，此项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应会计报表项目变动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五、

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 29、（3）2019 年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或新租赁准则调整执行

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②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和

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受

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956,365,807.52 
应收票据 300,000.00 

应收账款 1,956,065,807.5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893,519,980.28 
应付票据 1,761,895,682.19 

应付账款 131,624,29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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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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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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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出资比例(%) 

广东盛德隆实业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9-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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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持股比例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

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 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1）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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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减少方式 丧失控制权的时点 

东莞市愉成服装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2019年3月27日 

厦门瑞悦隆纺织有限公司 新增股东增资 2019年7月1日 

中群供应链管理(福建)有限公司 新增股东增资 2019年7月1日 

注：以上合并范围减少具体情况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八、合并范围的变更之 1、处置子公司之说

明。 

③合并范围变更对财务报表主要数据的影响 

单位：元 

子公司名称 
期末数/本期数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现金流量 

东莞市愉成服装有限公司 - - - 7,099,276.38 -98,853.35 -52,786.95 

厦门瑞悦隆纺织有限公司 - - - 72,671,592.19 733,039.14 -8,954,914.67 

中群供应链管理(福建)有限公司 - - - 166,438,419.05 1,934,487.11 -5,575,229.48 

（续上表） 

单位：元 

子公司名称 
期初数/上年同期数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现金流量 

东莞市愉成服装有限公司 21,091,398.80 30,156,365.65 -9,064,966.85 25,995,247.53 -2,608,559.51 137,839.52 

厦门瑞悦隆纺织有限公司 40,883,531.98 18,020,000.54 22,863,531.44 182,571,056.74 6,270,789.52 -2,180,792.07 

中群供应链管理(福建)有限公司 77,518,409.78 37,196,568.67 40,321,841.11 72,758,755.89 521,841.11 -32,609,75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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