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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3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2022-032 

转债代码：128100                     转债简称：搜特转债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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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和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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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新鸿昌路 1 号 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新鸿昌路 1 号 

传真 0769-81333508 0769-8133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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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业发展情况 

2021年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延续恢复发展态势，生产持续回升，内销稳步改善，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企

业效益逐步好转，盈利能力小幅提升，行业经济运行总体实现平稳。在国内外市场需求复苏向好、海外订

单回流等积极因素的有力推进下，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生产增速逐步趋于稳定，产量基本恢复至疫情前规模。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我国服装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17.5个百分点，两年平均下降0.6%；规模以上企业完成服装产量235.41亿件，同比增长8.38%，增速比上年

同期提高16.03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微增0.04%。 

在促进消费政策逐步显效、节日消费等因素的带动下，我国服装市场销售明显改善，限额以上单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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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类商品零售额降幅持续收窄，线上消费对内需市场拉动作用持续凸显。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我

国限额以上单位服装类商品零售额累计9,974.6亿元，同比增长14.2%，两年平均增长2.4%，仍低于2019年

同期增速0.2个百分点；同期，线上服装零售保持较快增长，穿着类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8.3%，增速比

上年同期提高2.5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7.0%，仍低于2019年同期增速8.4个百分点。 

纺织服装企业利润增速持续加快，盈利能力小幅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我国服装行业规

模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企业12,653家，实现营业收入14,823.36亿元，同比增长6.51%；

利润总额767.82亿元，同比增长14.41%，行业运行质量有所改善。 

但是，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以及受疫情反复、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国内消费市场复苏进程

受到一定影响，销售和投资增速均有所放缓，总体呈现弱复苏的态势，国内消费复苏内生动力不足。根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2.5%，两年平均增速为3.9%，低于2019年同期增速

4.1个百分点。 

纺织服装企业经营压力持续加大，在全球疫情蔓延、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产业链供应链循环不畅、大

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的背景下，我国纺织服装企业经营压力持续加大，尤其是中小企业制造成

本和出口成本上涨加剧，企业盈利空间严重收窄。 

（二）公司经营情况 

在国内纺织服装行业逐步复苏向好的态势下，2021年度公司经营状况持续下滑，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51.76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9.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10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2.52%，

与行业情况相比差异较大。主要原因是： 

新冠疫情影响持续蔓延到2021年度，受公司资金紧张，流动性短缺影响，公司及子公司多笔金融机构

贷款逾期违约，多家金融机构已提起诉讼或仲裁，并申请财产保全，公司及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人民法

院冻结、多宗土地房产和投资股权等资产被人民法院查封，公司信用受损，融资困难，客户与供应商流失，

对公司业务开展带来较大影响，造成公司报告期业务收入大幅下滑。报告期内公司对库存存货进行了大力

度降价促销，计提资产损失增加；下游客户资金周转困难，公司应收账款回款困难，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增

加；公司存货及对外投资存在预计减值，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增加；因收入下滑、持续亏损，公司未来期间

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等

原因，造成公司亏损继续大幅扩大。 

（三）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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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用品等业务。 

在品牌服饰运营方面，主要从事“潮流前线”品牌服饰运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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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覆盖男装、女装及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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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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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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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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运作平台，从事销售品牌服饰和电

子产品等业务。报告期，公司在江西南昌、广东东莞、湖北武汉等地共有4家品牌管理子公司开展相关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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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6,752,339,065.90 10,546,584,655.58 -35.98% 11,297,412,26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6,746,981.69 3,774,464,799.51 -91.08% 5,425,261,212.16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5,176,112,859.04 8,612,667,314.67 -39.90% 12,923,991,53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09,518,274.04 -1,770,998,277.25 -92.52% 213,172,32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92,600,887.49 -1,620,605,120.43 -103.17% 171,300,054.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3,341,325.40 -1,625,849,186.36 68.43% 99,707,856.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2 -0.58 -93.10%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1 -0.58 -91.38%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78% -38.13% -126.65%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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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8,973,371.10 1,488,817,571.36 1,243,268,937.66 1,135,052,97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9,083,624.04 -1,046,263,707.04 -792,597,152.91 -1,281,573,79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7,793,415.93 -1,058,919,158.57 -794,275,682.61 -1,191,612,630.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0,276,658.81 -141,047,012.11 62,538,617.49 -154,556,27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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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23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8,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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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马鸿 境外自然人 18.13% 560,791,116 549,104,562 
质押 492,143,600 

冻结 223,608,636 

广州高新区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8.06% 249,250,540 0   

邓建华 境内自然人 3.96% 122,386,000 0   

秦川 境内自然人 2.39% 73,834,614 0 质押 73,834,614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7% 36,273,837 0   

广东兴原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1% 34,429,649 0 

质押 23,000,000 

冻结 22,007,143 

UBS AG 境外法人 0.68% 20,894,003 0   

钟恒光 境内自然人 0.30% 9,309,263    

陈永华 境内自然人 0.25% 7,740,000 0   

姚正岭 境内自然人 0.24% 7,45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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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65,274 股；陈永华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7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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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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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搜特转债 128100 2020 年 03 月 12 日 2026 年 03 月 12 日 79,912.63 0.4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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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可转换公司债券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公司已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完成“搜特转债”第一年付息，期间为 2020 年 3 月 12

日至 2021 年 3 月 11 日，票面利率为 0.4%。 

注：001 第一年 0.40%、第二年 0.60%、第三年 1.00%、第四年 1.50%、第五年 1.80%、第六年 2.00% 

（2）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21年6月25日，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2021年跟踪评级报告》，确定将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AA下调为A，“搜特转债”的信用等级由AA

下调为A，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 

2022年2月18日，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下调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

债项信用等级的公告》，确定将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A下调为BB，将“搜特转债”的信用等级由A下

调为BB，评级展望为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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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92.87% 61.57% 31.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329,260.09 -162,060.51 103.17% 

EBITDA 全部债务比 -60.71% -30.00% -30.71% 

利息保障倍数 -11.56 -8.77 31.81%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第六节“重要事项”，详细描述了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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