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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近 30年的女鞋企业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星期六”），正在放弃鞋履业务 。

继两年前出售鞋履业务生产部门后，6月 27日
晚，星期六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推进公司经营战
略，以最终实现专注向品牌管理、供应链管理的“轻”
资产运营模式转型，拟在广东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
限公司以挂牌方式转让持有的子公司佛山星期六鞋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期六鞋业”）100%股权，首
次挂牌转让底价不低于6.02亿元。

战略定位专家、九德定位咨询公司创始人徐雄
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几年女鞋
行业陷入了严重的同质化竞争状态，企业差异化较
弱，企业之间拼价格、拼流量、拼促销手段，反而使企
业的利润下滑。同时，电商的兴起冲击了传统的零
售店鞋业，使传统行业面临较大危机，星期六选择剥
离鞋业务，符合企业的策略定位。”

女鞋第一股“脱鞋”

星期六于 2009年挂牌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家A
股上市的女鞋企业，也被冠以“女鞋第一股”。上市
当年，星期六的营收为 8.8亿元，归母净利润为 1.14
亿元。在之后的数年间，星期六的归母净利润处于
持续下降状态。2021年，星期六亏损6.99亿元，同比
下降2980.9%，这是公司上市以来亏损额度最大的一
年。

针对大幅亏损，星期六将部分原因归结于鞋
履业务的下滑。星期六在公告中表示，疫情反复
对线下商业销售冲击较大，从而对公司鞋类库存
的消化造成了极大影响，加上公司因业务转型而
产生的额外费用，导致鞋履业务全年均处于经营
亏损状态。

业内人士表示，近几年，星期六鞋履业务亏损严
重，此次剥离也是为了甩掉业绩包袱，轻装上阵。

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星期六对鞋履业务的运
营模式已逐渐从重转轻，开始收缩业务。据了解，星
期六通过参股设立佛山市中麒商贸有限公司，整合
了单一品牌经销商渠道；通过参股设立杭州宏臻商
业有限公司、杭州泓华商业有限公司、杭州欣逸商业
有限公司，分别承接了 ST&SAT 和 FONDBERYL、D:
FUSE、SAFIYA的单一品牌自营专柜渠道。

此外，2019年末，星期六宣布，以 1358万元的价
格出售主营业务为鞋履生产的全资子公司——佛山
星期六科技研发有限公司，不再保留生产职能。

对于此次出售股权事件，《证券日报》记者对星
期六进行采访，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根据公告信息，星期六鞋业近两年处于亏损
状态，从单体口径来看，2020 年星期六鞋业实现
营收 4814.78 万元，净亏损 710.94 万元；2021 年实
现营收 1.15 亿元，净亏损 4798.28 万元。而从合并
口径来看，2020 年至 2021 年公司净亏损达 7748.78
万元。

专注于“轻”资产运营

根据公告内容，此番剥离鞋类业务后，星期六将
专注于互联网营销业务的发展，专注品牌授权、品牌
管理、供应链服务的“轻”资产运营方式。记者注意
到，对于互联网业务，星期六已布局多年。

为了打造时尚 IP生态圈，星期六曾于2017年初，
以3.53亿元的价格收购了北京时尚锋迅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下称“时尚锋迅”）83%的股权，以及北京时欣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北京时欣”）80%的股权。
2018年，星期六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了总估
值20亿元的杭州遥望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遥望
网络”）。

频繁的收并购为星期六带来了新主营业务的快
速增长。数据显示，星期六的互联网广告业务营收
比重从 2017年的 9.2%升至 2021年的 80.62%。相较
之下，传统的服装鞋类占比逐渐下降，从 2017年的
90.48%下降至2021年的19.12%。

值得注意的，收购的遥望网络成为了星期六的
重要业务支撑。

遥望网络在被收购后也不负所望，于 2019年和
2020年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2.11亿元和 2.67亿元，不
过受疫情影响，流量成本上升，2021年净利润降至
6529.44万元。另据财报披露，2021年遥望网络全年
成交订单量突破1亿单，实现直播电商GMV超100亿
元，约为2020年同期的2.5倍。

对此，星期六表示，遥望网络业务2021年业务规
模和营业收入增长较快，毛利率受市场竞争、公司经
营策略和收入结构影响有所下降，同时遥望网络人
力成本、场地租金等期间费用和研发费用增长导致
净利润率下降。

“星期六从重资产转向轻资产模式，聚焦到互联
网创业，目前来看，转型比较成功。但关键是企业今
后能不能一直做大做强，并且转化成自己独特的竞
争力，还要再继续观察。”徐雄俊称。

女鞋第一股星期六“弃鞋”
转型“轻”资产运营

本报记者 赵学毅
见习记者 李昱丞

6月 28日，万科在深圳市盐田
区万科中心召开 2021年度股东大
会，万科董事局主席郁亮、总裁祝
九胜、董秘朱旭等出席。《证券日
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会场为150位
股东准备的七排座位几乎坐满。

2021 年对于万科而言并不容
易，在房地产市场整体下行的情况
下，公司自2008年以来首次实现年
度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今年以
来，受到疫情等因素冲击的房地产
行业仍然处于低位运行的状态。
在2022年棋至中盘之际，作为行业
龙头企业的万科，对房地产市场的

看法尤其吸引外界关注。
郁亮表示，短期来看房地产市

场已经触底，市场恢复是个缓慢而
温和的过程。现在行业需要信心。

“房地产并非处境最艰难的行
业，所以没有任何理由躺平。”郁亮
在股东大会上分享了一组行业数
据，根据各地网签公开数据统计，
主要一、二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面
积 1至 2月份同比下降 36%，4月份
同比下降约六成，但 5月份情况已
出现好转，进入 6月份之后环比明
显上升。

对于 6月份环比增速较快，郁
亮认为，除了政策出台带来积极影
响以外，4、5月份因疫情而延迟的
需求释放带来回补。此外，每年 6

月份房企通常会出现成交量的小
高峰，叠加 5月份基数较低，因此 6
月份出现回暖。

从万科自身情况来看，公司公
布的销售简报显示，今年5月份，实
现销售额 307.6 亿元，同比降幅仍
达到 46.56%，但是环比降幅微跌
0.26%。

郁亮在股东大会上表示，尽管
房市销售 6月份环比明显上升，但
同比仍然下降，只是下降幅度相对
收缩。更重要的是，当前房地产市
场所处环境已与过去不同。如今，
人口形势、收入状况、房地产市场
运行的指导原则都已发生变化，行
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不会再回
到过去的发展逻辑，也不会再回到

过去高峰时期的规模与增长速度。
郁亮在股东大会上表示，房地

产行业有两大优点，一是虽然行业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规模可能
有所回落，但仍是一个10万亿元的
市场。二是房地产行业有千年的
历史，常做常新、常做常有。面向
未来，万科一定可以找到能够做的
事情，靠出色的产品和服务还是能
够找到新的市场机会。

万科的这一战略定力也得到
大股东深圳地铁集团的支持。此
次因为疫情原因未委托董事到场
的深圳地铁表示，面对市场压力
看到了万科管理层的决心和魄
力，信赖万科管理层，长期看好
万科。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对市值管
理相对动作较少的万科，近期也开
始改变了作风。3月 30日晚间，万
科发布回购方案，拟斥资20亿元至
25亿元回购A股股份，回购价格不
超过 18.27元/股，预计回购股份数
量不低于1.37亿股。

公司公告显示，5 月 30 日至 6
月 20 日，万科连续 15 个交易日回
购A股股份。截至 6月 28日，万科
合计回购A股股份近7300万股，回
购资金总额超12.9亿元。

万科董秘朱旭在股东大会中
表示，接下来如果股价满足条件，
万科会尽力去做回购，如果没有满
足，会向董事会报告，也会向监管
部门说明。

直击万科2021年度股东大会：
郁亮称“短期来看房地产市场已触底”

本报记者 赵彬彬

6月28日，力诺特玻发布公告
称，拟与济南市商河县人民政府签
署三期高端药用包材项目投资协
议，建设中硼硅高端药用包装玻璃
产研基地，项目总投资金额约 20
亿元。不久前，力诺特玻首发募投
项目的中硼硅药用玻璃项目已实
现部分投产。

IPG 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我国药用玻
璃正由低硼硅玻璃向中硼硅玻璃
升级，这是我国药用玻璃发展的趋
势。公司顺应行业发展潮流，加快
中硼硅药玻建设，一方面可抢占发
展先机促进自身发展，另一方面也
有助于药品包材行业迭代升级。

调整战略
持续加码高端药用包材

“随着近年来我国制药产业的
不断升级，对于医药包装的需求也
相应增多，特别是伴随着一致性评
价推进、创新药企加速崛起，都在
推动国内药用玻璃升级换代，这其
中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机会。”清晖
智库创始人宋清辉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

正是看到了药用玻璃升级的
市场机遇，2021年，力诺特玻调整
发展战略，提出“在现有产业基础
上，以药用包材为重点，将企业做
强”的战略规划。

公司药用包材业务也在快速
提升。2021 年，公司药用玻璃业
务实现营收 3.08 亿元，同比增长

78.9%，其中中硼硅药用玻璃瓶实
现 销 售 额 2.2 亿 元 ，增 长 率 达
144.73%，药用玻璃业务在整体营
收比例由 26.08%上升至 34.65%，
成为公司收入的重要增长点。

同时，公司也在加快募投项目
“中性硼硅药用玻璃扩产项目”建
设。公司相关人士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该项目预计建成后可形
成年产16亿支中硼硅药用玻璃瓶
的生产能力，其中中硼硅安瓿瓶 7
亿支、中硼硅西林瓶7.5亿支、中硼
硅卡式瓶 1.5亿支，目前部分生产
线已投产运行。”

公司表示，此次计划投入约
20亿元，在济南市商河县建设高
端药用包装材料以及科创中心。
这将进一步扩公司大药用玻璃的
生产和经营规模，有利于增强公司
核心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整体利益。

政策助力
药玻升级迎来机遇期

“药品包材主要有玻璃、橡胶、
塑料、陶瓷和金属等种类，相比之
下，玻璃具有耐酸耐腐蚀、阻隔性
优、密封性好等优点，使其成为主
流药品包材。其中，中硼硅玻璃凭
借优异的抗热冲击性能及耐水性
能最适合药用。”海南博鳌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之东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资料显示，目前欧美发达国家
的中硼硅玻璃使用比例超过 2/3，
注射剂基本全部采用中硼硅玻璃，
印度、俄罗斯等国家也在对药用玻

璃包材进行升级。而我国仍然以
钠钙玻璃和低硼硅玻璃为主，中硼
硅玻璃使用占比低。根据华经产
业研究院数据，我国药用玻璃中低
硼硅玻璃和钠钙玻璃占比 90%以
上，中硼硅玻璃尚不足10%。

“这背后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成
本问题。”山东某制药企业供应链
负责人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因为
中硼硅药玻相比低硼硅药玻价格
要高一些。

不过，上述人士也表示，“中硼
硅药玻的性能更好一些，近年来用
量也在增加，特别是在一些创新
药、生物药等高附加值的产品中应
用得更多。”

在柏文喜看来，药玻行业升级

将 加 快 ，
未来中硼硅药
玻将成为药用玻璃的
主流。而这其中，国家
政策将是推动药玻行
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2020年5月份，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的《化学
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
致性评价技术要求》等文件提出，
一致性评价要求使用的包装材料
和容器的质量和性能不得低于参
比制剂。

前述药企人士称，尽管政策
并未对使用中硼硅玻璃提出强制
要求，但由于参比制剂多为国外
原研药，其包材广泛采用中硼硅

玻璃，因此药企在开展一致性评
价时会更倾向于使用更高品质的
中硼硅玻璃，从而有利于实现从
低硼硅向中硼硅的升级换代。同
时，企业关联审评审批制度下加
强了药品生产企业和药包材企业
之间的黏性，有助于深化双方的
合作关系。

邓之东则认为，随着药玻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技术改进、提
质增效、扩大规模，将进一步降低
生产成本，加速产业升级进程。

抢抓药用玻璃升级机遇
力诺特玻20亿元加码高端药用包材产研建设

本报记者 矫月 张文娟

6 月 28 日，ST 辅仁发布公告
称，因在开展公司财务审计工作
和定期报告编制过程中遇到困
难，公司年度报告审计工作进度
未达预期，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
露 2021 年年度报告及 2022 年一
季度报告。

上述公告已是 ST辅仁发布的
第三次退市风险提示公告。

好韵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王奎星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公司年报必须在自停牌起 4 个
月 内 披 露 ，不 然 可 能 被 强 制 退
市。”

公司股票已于 2022 年 5 月 5
日停牌。

对于何时披露 2021年年报的
问题，《证券日报》记者以投资人
身份致电 ST 辅仁，其董秘办公室
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公司 2021
年年报编制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进展比较顺利，具体进度不方便

透露。”

信披违规被立案

回顾公司的年报披露日程可
知，ST辅仁原定于2022年4月30日
披露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以及
2022年一季度报告。但在年报披
露前，公司于 4月 24日发布公告称

“上任审计机构北京兴华会计师事
务所因工作安排无法继续承接，于
2021年12月18日辞任”。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公 司 早 于
2022年 3月 21日聘请深圳旭泰会
计师事务所为审计机构，但因受
疫情和审计工作的安排影响，深
圳旭泰会计师事务所未能完成审
计工作。

对此，王奎星向《证券日报》记
者分析称：“如果不能在法定时间
内披露年度报告，上市公司不但属
于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甚至更严重
的可能面临退市。”

实际上，因未在规定期限内披

露2021年年报，涉嫌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ST辅仁于2022年5月7日、6月1
日已分别收到河南证监局、证监会
的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书和立案告
知书。

连续4年年报存虚假记载

虽然ST辅仁解释称“年报未披
露原因是因为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并受到疫情因素影响”，但市场中
也有其他担忧。

王奎星对记者表示：“除疫情
对审计的进度产生影响外，不排除
ST辅仁在财务和持续经营能力等
方面存在一定问题，一方面，可能
目前审计机构还无法对这些方面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另一
方面，面对这些问题，审计机构与
ST辅仁需要更多沟通。”

市场对于 ST辅仁年报的质疑
主要是源于公司多个年度的年报
披露出现问题。

梳理ST辅仁以前年报可知，公

司曾因为 2015年至 2018年年度报
告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及

《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公告。
中国证监会认为，公司2015年

至 2018年年度报告中虚增货币资
金、未披露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以及2018年年度
报告未披露关联方担保，导致定期
报告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的行
为。其中，朱文臣作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总经理被采取 10年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此 外 ，ST 辅 仁 在 2019 年 和
2020年的年报中，曾被会计师事务
所分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和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值得一提的是，ST辅仁涉及的
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预计负债、应
收账款、持续经营能力等多项风险
至今仍未消除。数据显示，2020
年，ST辅仁净利润亏损12.93亿元，
据 2021年及 2022年一季度业绩快
报显示，公司净利润分别亏损约为

17.96亿元、1.77亿元。
除了退市风险外，公瑾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曹炎炎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在被立案调查的背
景下，ST辅仁还面临着法律风险。
首先，证监会会对ST辅仁信息披露
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如确实存在
违反《证券法》的行为，将会对ST辅
仁下发行政处罚决定；其次，因违规
担保和控股股东违规占用资金，导致
ST辅仁流动性失衡，最终导致其巨
额亏损，加之未及时披露年报的行为
也属于侵害投资者知情权，投资者可
主张ST辅仁及其控股股东承担相应
的民事赔偿责任。”

对于ST辅仁的未来发展，河南
中鹏律师事务所公司法律师王超
然称：“流动性是当前 ST辅仁面临
的最大问题，融资机构的融资纾困
或被其他企业兼并重组，或是未来
ST 辅仁走上重生的一条重要途
径。但 ST辅仁面临的资金缺口巨
大，是否能找到合适投资者将面临
挑战。”

ST辅仁年报“难产”三发退市风险提示
曾连续四年年报信披违规

星期六鞋业近两年处于亏损状态，
从单体口径来看，2020 年星期六鞋业
实现营收 4814.78 万元，净亏损 710.94
万元；2021年实现营收1.15亿元，净亏
损4798.28万元。而从合并口径来看，
2020 年 至 2021 年 公 司 净 亏 损 达
7748.78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