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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9月1日 星期二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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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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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股票代码 00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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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建锋 黄金凤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庆安路2

号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庆安路2

号

电话 0757－86256351 0757－86256351

电子信箱 zhengquan@st-sat.com zhengquan@st-sat.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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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915,110,297.56 890,754,666.56 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3,899,863.66 60,844,870.78 -27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2,468,868.62 60,005,363.46 -270.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3,512,100.55 64,009,702.42 -261.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10 0.1063 -232.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10 0.1063 -232.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5% 3.99%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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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3,017,298.36 5,291,412,166.30 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56,684,743.27 3,362,486,277.89 -3.1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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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ONE�

GROUP�PTE. �

LTD.

境外法人 12.56% 92,731,990 质押 91,000,000

深圳市星期六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21% 90,137,541 质押 40,445,284

谢如栋 境内自然人 11.75% 86,736,007 86,736,007

方剑 境内自然人 4.88% 36,074,169 36,074,169

杨凯飞 境内自然人 4.08% 30,141,843 30,141,843 质押 27,070,000

黄豪 境内自然人 3.25% 24,035,460 24,035,46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

富通股票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71% 20,010,857

上海柒凛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6% 11,524,822 11,524,822 质押 5,580,000

朱大正 境内自然人 1.40% 10,362,980

东方汇富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3% 9,798,741 质押 9,798,74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在前 10�名股东中，深圳市星期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泽民先生与LYONE�

GROUP�PTE.�LTD.的实际控制人梁怀宇女士为夫妻关系；谢如栋先生、方剑先生为一致

行动关系。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未知其他前 10�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深圳市星期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账户持有75,596,959股， 通过投资者信

用证券账户持有 14,540,582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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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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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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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20年以来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迅速在全球蔓延，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不可估量

的影响，其中国内上半年GDP同比下降1.6%。 本轮疫情对公司整体经营业务造成了重大影

响，由于疫情期间大部分店铺停业、线下人流大幅减少造成实体店铺销售额同比大幅下滑，

传统零售业务遭受重大打击，另一方面，疫情前期由于部分供应商延期复工、特殊交通管

制、物流受阻等，对公司互联网营销业务及线上销售业务的正常开展也带来一定影响。 虽然

公司已尽一切努力来克服本次疫情对公司经营的影响，重点拓展的社交电商服务业务也取

得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国内部分地区疫情出现反复，对公司尤其是线下零售业务所造成的

影响依然很大，目前仍未恢复至正常状态，而且整体上由于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

中刚性费用较大，因此造成公司上半年出现经营亏损。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1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3%，完成利润总额-11026.

04万元， 同比减少25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389.99万元， 同比减少

270.76%；基本每股收益为-0.14元。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疫情及市场变化适时调整经营策略，保障公司战略转型继续推进，

报告期内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一）积极发展移动互联网营销业务，重点拓展社交电商服务业务。

近年来子公司遥望网络所处的互联网广告市场近年来保持平稳增长，其中基于社交关

系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发展更为迅速，基于社交的营销服务和移动广告已成为互联网营销的

重要领域，并成为新的电子商务流量入口，这为遥望网络基于移动社交流量的广告投放和

流量变现业务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拓展社交电商服务业务。

报告期内，遥望网络建设中国（杭州）直播电商产业基地一期并逐渐开始投入使用，基

地建设100个以上主播直播间，50个以上的品牌直播间，新基地的建设为公司在新流量形态

下，发展社交媒体生态下的整合营销服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截至2020年8月20日，遥望网

络二季度以来新签包含王耀庆等60位明星或主播/达人， 新签主播主要以直播电商方向为

主。 上半年，公司加大了主播签约及淘汰力度，尤其7月份以来公司加大了成熟主播的签约

力度，平台覆盖抖音、快手、B站、小红书、西瓜视频等。 另外，公司与浙江文广集团、杭州文广

集团达成合作，签约部分主持人进行孵化，目前已经积累了可观的粉丝量。

2020年以来，公司进一步深耕短视频及直播电商业务，业务增速较快，上半年在短视频

平台实现带货GMV约9亿元。 公司在加大主播孵化、签约力度的同时，亦在不断加强与优质

品牌的深度合作，以及发力与外部主播的产品分销合作。 截至2020年8月20日，公司在快手/

抖音独家合作的品牌数量增加至20个，二季度以来新增温碧泉、萃华珠宝、菲诗蔻、植物医

生、高姿等多个品牌；同时，公司与部分合作伙伴成立了合资公司，利用知名成熟品牌分别

联合开发和提供洗护类、美妆类等供应链，增强与品牌客户的合作深度；近期，公司获得了

耐克、阿迪达斯、斯凯奇、PUMA等多个运动系列品牌在直播渠道的经销/分销权，提升了公

司在运动鞋服领域供应链的丰富度。 未来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将推进与更多优

秀品牌进行深度合作。

报告期内，遥望网络成立了全案营销团队，进一步增强全案营销服务，将以自身流量为

抓手，并联合外部流量与红人资源，从新品上市的品宣及销量提升，到库存尾货的出清等方

面为品牌方提供多种营销服务， 努力做到为品牌方的产品线上全生命周期的营销服务，实

现品效合一。 新形态下的短视频及直播带货的电商市场在快速扩容，新的用户购物习惯在

养成，公司整体看好新流量形态下的短视频及直播带货的行业前景，未来将持续加大该业

务的投入力度。

（二）逐步优化主业经营模式，改善渠道结构与产品结构。

近年来在公司推进战略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基于渠道费用不断上涨、人工工资随通胀

上升等市场情况，公司一直计划改变原有以自营品牌、自营渠道为主的垂直一体化“重” 资

产运营模式，逐步向专注品牌管理、供应链服务的“轻” 资产运营方式进行转变，从而得以

有效盘活公司资产，提高资产的运营效率，优化资产结构，进而集中资源与精力推动公司战

略转型的目标。

今年上半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 对公司传统时尚鞋类零售业务造成重大冲击，公

司继续推动主业经营模式的优化。 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继续按计划与杭州宏臻、杭州泓华、

杭州欣逸等三家品牌公司开展鞋类品牌"ST&SAT" （星期六）、"D:FUSE" （迪芙斯）、

"SAFIYA"（索菲娅）、"FONDBERYL"（菲伯丽尔）的品牌运营推广合作，通过上述零售业

务经营方式的改变，可以在确保公司业务稳定的基础上，逐步降低公司线下店铺的自营比

例，把原有百货商场自营店逐步改为加盟店铺，这有利于公司逐步降低库存水平，优化资产

结构，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另一方面，公司与控股子公司遥望网络共同搭建了基于营业员的

线上分销平台，开拓基于私域流量的运营及小程序的线上分销业务，积极发动门店员工在

线上获取客户并取得用户裂变，此外，公司充分利用遥望网络在互联网领域的流量及技术

优势，在各大平台通过短视频及直播方式销售公司产品，在弥补线下销售颓势方面取得了

一定成效，通过上述新模式、新渠道上半年实现GMV约7000万元，有关业务销售额目前仍

在快速增长中。

经过多年的转型发展，公司计划打造的时尚IP生态圈以及“媒体和社交平台” 、“时尚

IP孵化运营平台”及“时尚IP集合平台” 等三大平台的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果，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已与国内数百家各品类的知名电商品牌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从新品上市的品宣

及销量提升，到库存尾货的出清等方面为品牌方提供服务，努力做到为品牌方或品牌的代

运营方的产品线上全生命周期的营销服务。 目前公司已经取得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在指定

平台上的独家经营权，未来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将推进与更多优秀品牌的深度

合作。 随着生态圈内累积的供应链资源也日渐丰富，目前已涵盖服装、美妆、内衣、食品、生

活用品等多个领域，公司进行多元化品牌运营、管理、输出的条件也基本具备，公司目前正

积极与供应商及品牌方探讨深度合作方式，为未来逐步构建起“以用户为核心，数据+内容

驱动，消费场景打通融合”的新零售平台奠定基础。

（三）持续强化媒体影响力，拓展明星新媒体代运营业务，深耕社交和电商平台，进一

步丰富流量变现方式。

（1）OnlyLady女人志与KIMISS闺蜜在2020年保持增加媒体的影响力，持续在全网输

出优质美妆时尚生活风向标内容， 对目标人群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除了继续保持在PC端、

APP等自有平台的内容优势外，还在微博、微信等传统社交平台及小红书、抖音、爱奇艺、腾

讯、美拍、秒拍、今日头条等平台持续发力，覆盖了多平台的美妆、时尚、生活方式等领域的

用户群。 目前，OnlyLady女人志各平台粉丝总数超过1500万，KIMISS闺蜜各平台粉丝总数

超过640万。

（2）OnlyLady女人志与KIMISS闺蜜在2020年持续布局具有媒体属性的MCN矩阵，

为社交关系的经营开启流量入口。 OnlyLady女人志作为小红书、抖音、微博、淘系官方认证

MCN机构，持续增加明星、KOL的签约数量，并不断拓展优质KOL合作，目前拥有签约达人

80位，合作达人4500+，合作机构30+，并与自然堂、悦诗风吟、华伦天奴、雷达等多个主流国

际品牌保持年框合作。KIMISS闺蜜以客户的社会化营销需求为中心，建立了由头部+腰部+

尾部为核心的KOL矩阵，涉及平台包括微博、微信、小红书、抖音、淘系等。 目前KIMISS闺蜜

旗下各平台签约达人30+、合作达人1000+，多次配合欧蕙、CNP、报喜鸟、娇韵诗、VDL等多

个品牌的主流平台达人传播推广。

（3）直播带货开启全新生态链，为客户打造品效合一的传播方案。 2020年客户需求由

整合营销转向集品牌传播和种草带货为一体的品效合一模式，OnlyLady女人志迎合风向，

利用明星在社交平台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平台进行内容深耕，结合短视频和直播形式为

品牌定制方案，达到品效合一的传播效果。 KIMISS闺蜜电商部门今年与直播基地合作更加

紧密，帮助客户满足销量的需求，evey_D保灵孕宝等均为长期合作的品牌，每月合作电商直

播十余场。 除此之外，配合电商客户完成了京东母婴“育儿大咖说” 、京东美妆“618美在排

行榜”等项目，关注度超800w。 获得了2020年度克劳锐“快消行业新媒体社交营销经典案

例奖” 。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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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 财政部发布 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 入》（财会【2017】22�

号）（以 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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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原联营企业深圳星期六时尚创新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因合伙人

变更，在报告期内并入合并范围。

报告期内，公司以1385万出售全资子公司佛山星期六科技研发有限公司100%股权，自

2020年1月起不在合并报表范围。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于洪涛

二O二O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91

证券简称：星期六 公告编号：

2020-065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8

月28日下午16:00，在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庆安路2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通讯方式

相结合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0年8月17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于洪涛先生主持，应参加董事7人，实际参加董事7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股东财务资助的议案》。

关联董事于洪涛、李刚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

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接受股东财务资助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审议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关联董事于洪涛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

见。

《关于补充审议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实

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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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接受股东

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提高融资效率，支持公司发展，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股东LYONEGROUPPTE.

LTD.（以下简称“新加坡力元” ）拟向本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50,0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

助，有效期限为3年。

2、新加坡力元是本公司股东，持有本公司12.56%的股份，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梁怀

宇女士控制的企业，与控股股东深圳市星期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上海迈佳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新加坡力元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2020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股东财务资助的议案》，关联董事于洪涛、李刚回避了表决，公

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

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公司名称：LYONEGROUPPTE.LTD.

2、 注册地址 ：60� PAYA� LEBAR� ROAD� #05-45� PAYA� LEBAR� SQUARE�

SINGAPORE(409051)

3、法定代表人：梁怀宇

4、注册资本：100万元新加坡币

5、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投资、咨询服务

6、持有公司股权比例：持有本公司12.56%的股权

7、财务情况：

截至2020年3月31日，总资产2,310,487.60元，净资产2,310,487.60元，2019年4月－

2020年3月，实现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18,225.24元（以上单位为新加坡币）。

（二）关联关系

截至本次会议召开日， 新加坡力元持有本公司股份92,731,99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56%；新加坡力元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梁怀宇女士控制的企业，与深圳市星期六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上海迈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经查，新加坡力元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财务资助资金来源

新加坡力元通过减持股票等所得资金。

四、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标的及数量

新加坡力元向本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50,000万元人民币财务资助。

（二）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财务资助系交易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资助资金利率参照上市公司融资的实际利

息水平，按6%收取。 在借款合同有效期间，利息依照合同的约定方式支付给新加坡力元。

（三）财务资助期限

本协议项下财务资助期限自新加坡力元首笔款项汇入公司银行账户之日起3年。

五、拟签定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新加坡力元拟签署《借款合同》，由新加坡力元向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50,000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有效期限为3年，利率为年化6%，利息按年结算，每年一月份按资金

实际使用天数计算上年利息，并于1月25日前支付（遇节假日顺延），不计复利。 相关之税

捐、规费、扣缴均应由借款方承担。

借款人必须于本合同到期日一次性偿还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及利息， 但借款发生6个

月后，经双方协商可以提前还款。

六、接受财务资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财务资助体现了股东对公司的支持，资助资金利率参照上市公司融资的实际利息

水平，按6%收取，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财务资助有利于提高本公司融资效率，支持公司发展，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对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无影响,不损害公司及股东的

利益,公司的主要生产经营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七、当年年初至今，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0年年初至本次会议召开日，公司与新加坡力元没有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 认为： 本次由关联股东LYONEGROUP� PTE� .

LTD.对上市公司实施财务资助而产生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发展，体现了股东对公司的

支持，资助资金利率参照上市公司融资的实际利息水平。 公司接受股东的财务资助，没有损

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同意将

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关联股东LYONEGROUPPTE.LTD.拟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的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体现了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支持，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

们同意该项关联交易的实施。

特此公告。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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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审议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审议情况

2020年8月28日，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 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补充审议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补充审议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淘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淘趣” ）、佛山

星期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期六电商” ）、佛山星期六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星期六鞋业” ）基于业务需要，分别向杭州宏臻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宏臻” ）

和杭州欣逸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欣逸” ）采购鞋类产品的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于洪涛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

见。

（二）补充披露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

杭州宏臻和杭州欣逸为本公司之参股公司， 公司分别占杭州宏臻和杭州欣逸45%的股

份 。 杭州宏臻 、 杭州欣逸分别与本公司开展鞋类品牌 “ST&SAT”（星期六）、

“FONDBERYL”（菲伯丽尔）、 “SAFIYA”（索菲娅）的品牌运营推广合作，业务涵盖产

品设计、开发、宣传推广及销售、售后服务等，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淘趣、星期六电商、星期

六鞋业，分别向杭州宏臻、杭州欣逸采购鞋类产品。 具体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控股子公司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交易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产品、商品

上海淘趣 杭州宏臻 采购鞋类产品 市场价格 13,300,000

星期六电商 杭州宏臻 采购鞋类产品 市场价格 12,650,000

星期六鞋业

杭州宏臻

采购鞋类产品 市场价格

9,900,000

杭州欣逸 4,000,000

合计 - - - - 39,850,000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杭州宏臻商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弛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时代大厦1905室

经营范围：销售（含网上销售）：鞋帽、纺织品、针织表及原材、服装、化妆品（除分装）及

卫生用品、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日用家电、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不含象牙及其制品及文

物）、箱包。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494,681,921.21 -26,392,407.90 81,786,301.98 -30,901,839.15

2、杭州欣逸商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曹腾飞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逸盛路171号236室

经营范围：销售（含网上销售）：鞋帽、纺织品、针织品、纺织原材（除危化品）、服装、化

妆品（除分装）及卫生用品、厨具、卫浴用具、日用品、日用家电、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不

含象牙及其制品及文物）、服装、箱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020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62,017,761.19 -8,027,373.09 6,118,264.29 -6,612,621.33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分别持有杭州宏臻和杭州欣逸45%的股份， 杭州宏臻和杭州欣逸为本公司的联营

企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将杭州宏臻、杭

州欣逸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方；此外，公司前期委派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于洪涛于杭州宏臻

担任董事职务，于洪涛自2020年6月8日不再担任杭州宏臻的董事职务，相关工商变更已完

成，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杭州宏臻为公司关联方。 综上，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与杭州宏臻、杭州欣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由于本次交易金额超过公司净

资产的0.5%，现需要将上述交易提交董事会进行补充审议。

经查，杭州宏臻和杭州欣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日常交易中能够正常履行合同约定，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人的关联交易均根据交易双方经营实际需要进行，属于正常经营

往来，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由市场价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遵循公司一般

商业条款，交易价格协商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2019年开始与联营公司杭州宏臻、 杭州欣逸开展开展鞋类品牌“ST&SAT”

（星期六）、“FONDBERYL”（菲伯丽尔）、 “SAFIYA”（索菲娅）的运营推广合作，有助

于公司实现零售业务经营方式的改变，逐步降低公司线下店铺的自营比例，把原有百货商

场自营店逐步改为加盟店铺，有利于公司逐步降低库存水平，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运营

效率，减轻企业经营压力。 随着杭州宏臻、杭州欣逸两家品牌公司业务的发展，杭州宏臻、杭

州欣逸已具备对本公司授权品牌的产品设计、开发能力，在此基础上，公司自身电商销售渠

道以及线下品牌集合店渠道也基于业务需要向两家品牌公司采购鞋类新品在各自渠道进

行销售。

上述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 有关交易按照合同规定的公允价格进行，不存

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

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关于补充审议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相关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 本次关联交

易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公司子公司向杭州宏臻和杭州欣逸采购鞋类产品，上述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

要。 有关交易按照合同规定的公允价格进行，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上市公

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

立性。

特此公告。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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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相关文件要求进

行的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背景及原因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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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财会〔2017〕22号” ），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

收入》进行了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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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允

许企业提前执行。 执行本准则的企业，不再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印发的《财政部关

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3号）中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以及财政部于

2006年10月30日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的通知》（财会

〔2006〕18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应用指南》。根据财会〔2017〕22号

的要求，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将执行财政部2017年7月5日发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

会〔2017〕22号）。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

相关规定执行。

（四）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均依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

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并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

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

定。

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应当根

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

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亦无需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 即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

2019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

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

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国

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

更，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准确的会计信息，客观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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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合理变更，执行会计政

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

特此公告。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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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为谨慎反映公司2020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等法规的要求，公司对各项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在此基础上，公司拟对相关资产计提

减值准备。 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本期计提减值准备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23,012,090.57

预付账款坏账准备 4,380,589.03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3,130,128.10

存货跌价准备 105,738,667.19

合计 130,001,218.69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的要求，本次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在30%以上且绝对金

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现列表说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相关情况。

（一）2020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占经审计净利润的比例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本期计提减值准备 占2019年经审计净利润比例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23,012,090.57 13.99%

预付账款坏账准备 4,380,589.03 2.66%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3,130,128.10 -1.90%

存货跌价准备 105,738,667.19 64.27%

合计 130,001,218.69 79.01%

（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单位：元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 1,449,077,507.22

资产可回收金额 1,289,414,982.83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预期信用损失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对有确凿证据证明该款项在未来回收的可能性较小，对该款项单

独计提坏账准备；其余应收款项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计提金额 23,012,090.57

计提原因 预期信用损失

2、预付款项坏账准备

单位：元

资产名称 预付账款

账面价值 318,182,293.66

资产可回收金额 313,801,704.63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账龄分析法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计提金额 4,380,589.03

计提原因 按照账龄计提

3、存货跌价准备

单位：元

资产名称 存货

账面价值 536,378,129.70

资产可回收金额 330,360,634.94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

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

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

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

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

现净值；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

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

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存货减值准备是按单个资

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

计提金额 105,738,667.19

计提原因

依据目前的市场形势，公司判断该项资产存在减值的迹象，预计该项资产未来

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130,001,218.69元,将减少公司2020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9,971,267.41元， 减少2020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29,

971,267.41元。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四、公司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五、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充分，且公允地反映了公司资产

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六、监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更加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公司就该项议案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同

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七、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助于真实、合理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

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特此公告。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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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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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8月28

日下午16:30， 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庆安路2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形式召

开。 会议通知于2020年8月17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端军先生主

持，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

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2020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

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

金的情形。

三、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

更，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准确的会计信息，客观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更加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公司就该项议案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同

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特此公告。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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