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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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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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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本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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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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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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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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管理和医疗用品等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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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覆盖男装、女装及配饰

品等，具体有T恤、衬衣、毛衣、便装、羽绒服、棉衣、针织外套、裤子（水洗裤、牛仔裤）、裙子等类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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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直营与特许加盟相结合的模式在全国设立“潮流前线”品牌专卖店为销售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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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的产品主要有棉纱、棉花、布料、纤维及制剂、

辅助材料等纺织服装相关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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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家供应链管理子公司从事相关业务。 

医疗用品行业方面，以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为经营主体，主要从事一次性使用

医用口罩等防护用品的生产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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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8,612,667,314.

67 

12,923,991,535

.30 

12,923,991,535

.30 
-33.37% 

18,494,141,104

.46 

18,494,141,104

.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1,770,998,277. 207,559,590.05 213,172,322.41 -930.78% 369,418,977.49 358,488,2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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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20,605,120.

43 
165,687,322.50 171,300,054.86 -1,046.06% 303,796,700.61 292,865,947.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25,849,186.

36 
99,707,856.92 99,707,856.92 -1,730.61% 

-591,184,183.1

8 

-591,184,183.1

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8 0.07 0.07 -928.57% 0.12 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8 0.07 0.07 -928.57% 0.12 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13% 3.87% 3.99% -42.12% 6.81% 6.6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10,546,584,655

.58 

11,315,619,900

.81 

11,297,412,264

.99 
-6.65% 

10,166,290,989

.88 

10,141,934,712

.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774,464,799.

51 

5,443,468,847.

98 

5,425,261,212.

16 
-30.43% 

5,288,197,008.

36 

5,263,840,730.

73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一）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和内容 

公司持有广州市汇美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美集团”）25.2038%的股权，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按权益法核算对其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汇美集团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其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公司对其财务数据进行了分析及复核，并

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其 2018、2019 年审计数据及 2020 年初审数据进行沟通，发现汇

美集团 2018 年度、2019 年度的财务报表需要更正，这影响公司在相应期间对其长期股权投资及投资收益

的核算。 

（二）重大差错更正的具体会计处理 

1、2018 年会计处理 

（1）公司依据持股比例 25.2038%所享有汇美集团 2018 年 1 月 1 日净资产份额 322,414,168.94 元与公

司已经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334,982,133.65 元，差异-12,567,964.71 元，调减长期股权投资

12,567,964.71 元、调增资本公积 678,019.39 元，调减留存收益 13,245,984.10 元。 

（2）根据汇美集团资本公积变动情况，2018 年度汇美集团的资本公积需减少 951,211.40 元，冲减账

面已确认的减少 93,750.45 元，需调减长期股权投资 857,460.95 元。 

（3）公司根据持股比例 25.2038%所享有的 2018 年度投资收益 5,683,725.34 元，账面确认的投资收益

为 16,614,478.46 元，调减长期股权投资 10,930,753.12 元，调减当期投资收益 10,930,753.12 元。 

（4）汇美集团的其他综合收益发生变动，调减长期股权投资 98.85 元，调减其他综合收益 98.8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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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 年会计处理 

（1）公司根据持股比例 25.2038%所享有的 2019 年度投资收益 4,149,170.34 元，账面确认的投资收益

为-1,463,562.02 元，即调增长期股权投资 5,612,732.36 元，调增投资收益 5,612,732.36 元。 

（2） 根据汇美集团资本公积变动情况，2019 年度本公司的资本公积需增加 341,371.62 元，账面已确

认为-194,904.91 元，即调增长期股权投资 536,276.53 元，调增资本公积 536,276.53 元。 

（3）根据汇美集团的其他综合收益发生变动情况，需调减长期股权投资 367.08 元，调减其他综合收益

367.08 元。 

（三）会计差错更正审批程序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经公司 2021 年 4 月 28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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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707,089.10 2,472,164,324.74 1,950,496,646.26 2,846,299,25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032,773.02 108,596,558.02 25,669,763.74 -1,831,231,82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255,135.76 81,611,840.51 16,490,064.94 -1,643,451,890.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1,236,685.44 -239,683,600.82 6,619,830.19 -1,081,548,7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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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84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53,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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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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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马鸿 境内自然人 23.67% 732,139,416 682,276,212 质押 571,140,900 

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8.06% 249,250,540 0   

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21% 192,097,139 0 质押 69,000,000 

邓建华 境内自然人 5.00% 154,625,3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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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5% 41,626,571 0   

丁晨 境内自然人 0.43% 13,40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7% 11,289,986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0% 9,127,352 0   

广东粤科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29% 8,839,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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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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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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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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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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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08 月 24 日 2020 年 08 月 24 日 0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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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9日为公司发行的“15搜特债”出具了2020年跟踪信用评

级报告，评级结果为：债券信用等级为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详见2020

年6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搜于特：2015年公司债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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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7日为公司发行的“18搜于特MTN001”出具了跟踪评级报

告，评级结果为：“18搜于特MTN001”的信用等级为AA，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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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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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搜特转债”）于2020年4月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联合信用评级有

限公司于2020年6月17日为公司公开发行的“搜特转债”出具了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评级结果为：“搜特转

债”的债券信用等级为AA，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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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61.57% 49.13% 12.44% 

EBITDA 全部债务比 -30.00% 12.47% -42.47% 

利息保障倍数 -8.77 2.86 -406.6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一场突然而来的新冠疫情给国内国际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迭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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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环境更趋严峻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消费市场

低迷。受上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62,743.4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3.3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7,099.8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30.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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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供应商及下游客户复工复产延缓；同时

品牌服饰业务终端店铺开业时间延迟、 客流减少等原因导致营业收入下降。其中：供应链管理业务共实

现营业收入703,531.42万元，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81.55%，较上年同期下降35.35%。品牌服饰业务实现营

业收入62,964.0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6.27%。时尚电子产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0,287.92万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49.58%。 

2、报告期内，2020 年突发新冠疫情，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成立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从事口罩等防护用品的生产销售，向医疗用品行业发展。报告期内，实现口罩等防护用品业

务营业收入15,375.46万元，净利润2,373.77万元。  

3、受新冠疫情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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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为了进一步缓解公司库存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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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年末对存货进行全面盘点情况以及存货状态，重点对长库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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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货进行检查，并对其进行分析，报告期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5.14亿元。  

5、随着国家对疫情的严密控制以及疫苗接种的全面铺开，公司投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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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4,044 .18万元。 

6、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下游加盟客户也由于终端店铺开业时间延迟、人流量减少，消费低迷造

成销售下降，资金困难，造成公司销售回款也受到很大影响，公司与该部分客户洽谈新的还款条件，同意

部分客户以货抵债的方式偿还到期债务，双方进行债务重组，报告期内债务重组损失1.44亿元。 

7、下游客户销售收入下降，资金周转困难造成公司销售回款难、回款慢，报告期内增加计提信用减

值损失2.18亿元。 

8、根据专业评估机构对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及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评估结果，计提长期投资减值损失

3,583.31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损失2,161.5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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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640,118.42 -343,549,227.44 -54.56% -56.27% 9.38% -96.84% 

材料 7,387,311,377.53 -81,287,056.18 -1.10% -30.29% -27.07% -4.44% 

其他产品（电子

产品） 
402,879,214.06 -87,158,726.57 -21.63% -49.58% -36.87% -24.49% 

医疗用品 153,754,593.88 81,367,964.85 52.92% 100.00% 100.00% 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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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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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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62,743.4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3.3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77,099.8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30.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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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供应商及下游客户复工复产延缓；同时

品牌服饰业务终端店铺开业时间延迟、 客流减少等原因导致营业收入下降。其中：供应链管理业务共实

现营业收入703,531.42万元，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81.55%，较上年同期下降35.35%。品牌服饰业务实现营

业收入62,964.0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6.27%。时尚电子产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0,287.92万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49.58%。 

2、报告期内，2020 年突发新冠疫情，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成立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从事口罩等防护用品的生产销售，向医疗用品行业发展。报告期内，实现口罩等防护用品业

务营业收入15,375.46万元，净利润2,373.77万元。  

3、受新冠疫情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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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为了进一步缓解公司库存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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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年末对存货进行全面盘点情况以及存货状态，重点对长库龄

的存货进行检查，并对其进行分析，报告期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5.14亿元。  

5、随着国家对疫情的严密控制以及疫苗接种的全面铺开，公司投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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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4,044 .18万元。 

6、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下游加盟客户也由于终端店铺开业时间延迟、人流量减少，消费低迷造

成销售下降，资金困难，造成公司销售回款也受到很大影响，公司与该部分客户洽谈新的还款条件，同意

部分客户以货抵债的方式偿还到期债务，双方进行债务重组，报告期内债务重组损失1.44亿元。 

7、下游客户销售收入下降，资金周转困难造成公司销售回款难、回款慢，报告期内增加计提信用减

值损失2.18亿元。 

8、根据专业评估机构对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及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评估结果，计提长期投资减值损失

3,583.31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损失2,161.56万元。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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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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

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

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

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

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

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开始按照新修

订的上述准则进行会计处理，根据衔

接规定，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累

积影响，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

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 

 

（二）调整情况说明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开始按照新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准则进行会计处理，根据衔

接规定，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累积影响，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预收

账款调减354,670,546.82元、合同负债调增313,867,740.55元，其他流动负债调增40,802,806.27元。 

 

母公司自2020年1月1日开始按照新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准则进行会计处理，根据衔

接规定，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累积影响，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预收

账款调减282,703,935.93元，合同负债调增250,180,474.27元，其他流动负债调增32,523,461.66元。 

 

（三）对2020年度损益项目的影响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财务报

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 2020 年度发生额的影响金额(单位：元） 

合并 母公司 

营业收入 7,683,817.37 4,334,148.37 

销售费用 8,682,713.62 4,897,587.66 

应交税费 998,896.25 563,4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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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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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和内容 

公司持有广州市汇美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美集团”）25.2038%的股权，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按权益法核算对其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汇美集团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其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公司对其财务数据进行了分析及复核，并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其2018、2019年审计数据及2020年初审数据进行沟通，发现汇美集

团2018年度、2019年度的财务报表需要更正，这影响公司在相应期间对其长期股权投资及投资收益的核算。 

 

（二）会计差错更正的具体会计处理 

1、2018年会计处理 

（1）公司依据持股比例25.2038%所享有汇美集团2018年1月1日净资产份额322,414,168.94元与公司已经

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334,982,133.65元，差异-12,567,964.71元，调减长期股权投资12,567,964.71元、

调增资本公积678,019.39 元，调减留存收益13,245,984.10元。 

（2）根据汇美集团资本公积变动情况，2018年度汇美集团的资本公积需减少951,211.40元，冲减账面

已确认的减少93,750.45元，需调减长期股权投资857,460.95元。 

（3）公司根据持股比例25.2038%所享有的2018年度投资收益5,683,725.34元，账面确认的投资收益为

16,614,478.46元，调减长期股权投资10,930,753.12元，调减当期投资收益10,930,753.12元。 

（4）汇美集团的其他综合收益发生变动，调减长期股权投资98.85元，调减其他综合收益98.85元。 

 

2、2019年会计处理 

（1）公司根据持股比例25.2038%所享有的2019年度投资收益4,149,170.34元，账面确认的投资收益为

-1,463,562.02元，即调增长期股权投资5,612,732.36元，调增投资收益5,612,732.36元。 

（2）根据汇美集团资本公积变动情况，2019年度本公司的资本公积需增加341,371.62元，账面已确认

为-194,904.91元，即调增长期股权投资536,276.53元，调增资本公积536,276.53元。 

（3）根据汇美集团的其他综合收益发生变动情况，需调减长期股权投资367.08元，调减其他综合收益

367.08元。 

 

（三）会计差错更正审批程序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经公司2021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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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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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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20-2-13  139,576,500.00  100% 

东莞市科特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20-6-9  11,246,000.00  100% 

2、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减少方式 丧失控制权的时点 

南昌市汇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2020年6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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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数/本期数 

名称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现金流量 

 

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273,180,330.66 109,866,145.27 163,314,185.39 235,654,590.08 23,737,685.39 -104,094,500.95 

 

东莞市科特科技有限

公司 

14,319,892.15  4,992,241.42 9,327,650.73 4,429,620.38 -1,918,349.27 -45,033.44 

南昌市汇港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535,447.20 -428,5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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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科特科技有限公司 

      

 

南昌市汇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1,283,922.76  

 

 2,627,132.54  

 

28,656,790.22  

 -     

 -1,700,820.44  

 

 -911,75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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