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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暨业绩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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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修正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修正前 修正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78,000 万元~98,000

万元 
亏损：146,444.81 万元 盈利：

20,755.96 万

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572.15% 

~475.80% 

比上年同期下降：

805.56%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78,000 万元~ 98,000

万元 
亏损：135,615.54 万元 

盈利：

16,568.73 万

元 

营业收入 820,000 万元~850,000 万元 837,359.17 万元 
1,292,399.15

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820,000 万元~850,000 万元 833,450.97 万元 
1,283,676.35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26 元/股~0.32 元/

股 
亏损：0.48 元/股 

盈利：0.07 元

/股 

2、修正后的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838,835.83 1,294,807.73 -35.22 

营业收入  837,359.17  1,292,399.15 -35.21 

扣除后营业收入  833,450.97  1,283,676.35 -35.07 

营业利润 -189,564.87 28,678.61 -761.00 

利润总额 -189,587.25 29,000.28 -75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46,444.81 20,755.96 -80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5,615.54 16,568.73 -918.5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8 0.07 -78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0.41% 3.87% -34.2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1,085,430.83 1,131,561.99 -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407,722.96 544,346.88 -25.10 

股    本（股） 3,092,572,411.00 3,092,505,396.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元） 
1.32 1.76 -25.0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本报告期总营业收入 838,835.83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35.22%，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6,444.81 万元，同比下降 805.56%。导致业绩大幅下

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供应链管理业务及品牌服饰业务

营业收入下降。 

（2）受疫情影响，公司业务收入下滑，造成公司库存积压大，资金回笼慢，

为了清理库存、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公司 2020 年 11 月、12 月对库存存货进行

降价促销，尤其是对品牌服饰业务库存进行大力度降价促销，降价促销导致亏损

7.5 亿元。 

（3）公司 2020 年年底降价促销措施原执行时间短，2021 年春节后即恢复

原有销售政策，并按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1 亿元,存



货跌价准备余额 2.8 亿元。为了缓解公司库存压力，减少资金占用，快速回笼资

金，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对公司库存存货进行促销，经

初步预计需补提存货跌价准备 4.4 亿元，期末存货跌价准备余额共计 7.2 亿元。 

（4）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投资 20,000 万元人民币设

立了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投资口罩生产线及熔喷布生产

线等设备约 9,500 万元用于生产口罩等防疫用品，随着国家对疫情的严密控制以

及疫苗接种的全面铺开，各种口罩生产线及熔喷布生产线等设备价格大幅下降，

公司重新对口罩生产线及熔喷布生产线等设备进行减值测试，对口罩生产线及熔

喷布生产线等设备补提 4,044 万元减值准备。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营业总收入、营业收入、扣除后营业收入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

35.22%、35.21%、35.07%，主要是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供应链

管理业务上游供应商及下游客户复工复产延缓；同时品牌服饰业务复工复产延缓、

客流减少等原因导致营业收入下降。 

（2）报告期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 761.00%、753.74%、

805.56%、918.50%，主要原因为： 

①受营业收入下降影响所致； 

②受疫情影响，公司业务收入下滑，造成公司库存积压大，资金回笼慢，为

了清理库存、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公司 2020 年 11 月、12 月公司对库存存货进

行降价促销，尤其是对品牌服饰业务库存进行大力度降价促销，降价促销导致亏

损 7.5 亿元。 

③为了缓解公司库存压力，减少资金占用，快速回笼资金，经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对公司库存存货进行促销，因降价促销需补提存货

跌价准备，2020 年度共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约 5.5 亿元，期末存货跌价准备余额共

计 7.2 亿元。 

④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投资 20,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

了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投资口罩生产线及熔喷布生产线

等设备约 9,500 万元用于生产口罩等防疫用品，随着国家对疫情的严密控制以及



疫苗接种的全面铺开，各种口罩生产线及熔喷布生产线等设备价格大幅下降，公

司重新对口罩生产线及熔喷布生产线等设备进行减值测试，补提口罩生产线及熔

喷布生产线等设备 4,044 万元减值准备。 

⑤受疫情影响，下游客户销售下滑，应收账款回收困难，应收账款账龄变长，

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增加约 1 亿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1-010：

2020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8,000万元~ -98,000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146,444.81万元，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存在较大差异，主要

原因是： 

1、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品牌服饰业务在 2020 年前三季度受到疫情影响，

终端店铺开业时间延迟、人流量减少，消费低迷，销售下降，公司销售回款也受

到影响，资金压力大，公司 2020 年 11 月临时作出大力度的降价促销政策，但在

2021 年春节前全部结束降价促销政策，回归正常的销售价格。公司在 2021 年 1

月 30 日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时预测存货跌价准备是根据年末对存货进行全面盘点

情况及存货状态，重点对长库龄的存货进行检查，并对其进行分析，结合公司以

往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参考 2019 年服装库存存货跌价计提比例 9.4%，预计

服装存货跌价计提比例约 14.41%，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2.8 亿元。 

为降低库存，回笼资金，公司 2021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库存产品降价促销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对库

存存货进行降价促销，根据此决议，经与外部聘请的评估师及审计师初步沟通，

重新对库存存货减值进行测试，预计比 2021 年 1 月 30 日业绩预告修正时补提存

货跌价准备 4.4 亿元。 

2、2020 年突发新冠疫情，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投资 

20,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了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公司投资

口罩生产线及熔喷布生产线等设备约 9,500 万元，2021 年随着国家对疫情的严密

控制以及疫苗接种的全面铺开，各种口罩生产线及熔喷布生产线等设备价格大幅



下降，公司重新对口罩生产线及熔喷布生产线等设备进行减值测试，补提约 4,044

万元的减值准备。 

3、公司聘请外部专业评估机构对公司对外股权投资进行评估，按评估结果

补提资产减值损失约 2,160 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4,691 万元。 

四、风险提示 

1、本次2020年度业绩快报财务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核算数据，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已就本次业绩快报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

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快报数据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2020年度具体业绩数据以

公司披露的2020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董事会对因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5 日 


	本报告期总营业收入838,835.83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5.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6,444.81万元，同比下降805.56%。导致业绩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1）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供应链管理业务及品牌服饰业务营业收入下降。
	（2）受疫情影响，公司业务收入下滑，造成公司库存积压大，资金回笼慢，为了清理库存、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公司2020年11月、12月对库存存货进行降价促销，尤其是对品牌服饰业务库存进行大力度降价促销，降价促销导致亏损7.5亿元。
	（3）公司2020年年底降价促销措施原执行时间短，2021年春节后即恢复原有销售政策，并按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1亿元,存货跌价准备余额2.8亿元。为了缓解公司库存压力，减少资金占用，快速回笼资金，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对公司库存存货进行促销，经初步预计需补提存货跌价准备4.4亿元，期末存货跌价准备余额共计7.2亿元。
	（4）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于2020年2月13日投资20,000万元人民币设立了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投资口罩生产线及熔喷布生产线等设备约9,500万元用于生产口罩等防疫用品，随着国家对疫情的严密控制以及疫苗接种的全面铺开，各种口罩生产线及熔喷布生产线等设备价格大幅下降，公司重新对口罩生产线及熔喷布生产线等设备进行减值测试，对口罩生产线及熔喷布生产线等设备补提4,044万元减值准备。
	（1）报告期营业总收入、营业收入、扣除后营业收入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35.22%、35.21%、35.07%，主要是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供应链管理业务上游供应商及下游客户复工复产延缓；同时品牌服饰业务复工复产延缓、客流减少等原因导致营业收入下降。
	（2）报告期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761.00%、753.74%、805.56%、918.50%，主要原因为：
	①受营业收入下降影响所致；
	②受疫情影响，公司业务收入下滑，造成公司库存积压大，资金回笼慢，为了清理库存、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公司2020年11月、12月公司对库存存货进行降价促销，尤其是对品牌服饰业务库存进行大力度降价促销，降价促销导致亏损7.5亿元。
	③为了缓解公司库存压力，减少资金占用，快速回笼资金，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对公司库存存货进行促销，因降价促销需补提存货跌价准备，2020年度共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约5.5亿元，期末存货跌价准备余额共计7.2亿元。
	④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于2020年2月13日投资20,000万元人民币设立了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投资口罩生产线及熔喷布生产线等设备约9,500万元用于生产口罩等防疫用品，随着国家对疫情的严密控制以及疫苗接种的全面铺开，各种口罩生产线及熔喷布生产线等设备价格大幅下降，公司重新对口罩生产线及熔喷布生产线等设备进行减值测试，补提口罩生产线及熔喷布生产线等设备4,044万元减值准备。
	⑤受疫情影响，下游客户销售下滑，应收账款回收困难，应收账款账龄变长，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增加约1亿元。
	1、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品牌服饰业务在2020年前三季度受到疫情影响，终端店铺开业时间延迟、人流量减少，消费低迷，销售下降，公司销售回款也受到影响，资金压力大，公司2020年11月临时作出大力度的降价促销政策，但在2021年春节前全部结束降价促销政策，回归正常的销售价格。公司在2021年1月30日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时预测存货跌价准备是根据年末对存货进行全面盘点情况及存货状态，重点对长库龄的存货进行检查，并对其进行分析，结合公司以往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参考2019年服装库存存货跌价计提比例9.4%，...
	为降低库存，回笼资金，公司2021年4月1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库存产品降价促销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对库存存货进行降价促销，根据此决议，经与外部聘请的评估师及审计师初步沟通，重新对库存存货减值进行测试，预计比2021年1月30日业绩预告修正时补提存货跌价准备4.4亿元。
	2、2020年突发新冠疫情，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于2020年2月13日投资 20,000万元人民币设立了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公司投资口罩生产线及熔喷布生产线等设备约9,500万元，2021年随着国家对疫情的严密控制以及疫苗接种的全面铺开，各种口罩生产线及熔喷布生产线等设备价格大幅下降，公司重新对口罩生产线及熔喷布生产线等设备进行减值测试，补提约4,044万元的减值准备。
	3、公司聘请外部专业评估机构对公司对外股权投资进行评估，按评估结果补提资产减值损失约2,160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损失4,691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