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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91    证券简称：星期六  公告编号：2020-007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佛山星期六科技研发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20 年 1月 17 日，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佛山星期六科技研发有限公司发

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获得

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中回避表决。 

2、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主要是向关联方佛山星期六科技研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研发公司”）销售原材料、租赁房屋；并向研发公司购买成品鞋等，预

计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35,457.17万元。 

3、研发公司拟聘任赵洪武为研发公司总经理，赵洪武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辞任本公司生产中心总经理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

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赵洪武至 2020 年 12 月 19 日前仍为本公

司之关联自然人，本公司与研发公司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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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公司名称：佛山星期六科技研发有限公司 

2．住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庆安路 2 号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厂区车间

第四层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09569443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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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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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定代表人：陈楚  

5．注册资本： 500 万人民币 

6．成立时间：2014 年 03 月 21 日 

7．主要业务：设计、研究、开发：皮鞋、皮革制品；制鞋技术的开发、咨

询、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科技中介服务；其他科技推广服务业；新材料技术推

广服务；节能技术推广服务；其他科技推广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集成电路设计；皮鞋制造；橡胶鞋制造；塑料鞋制造；纺织

面料鞋制造；其他制鞋业；皮革服装制造；皮手套及皮装饰制品制造；皮箱、包

（袋）制造；其他皮革制品制造；合成纤维单（聚合）体制造；皮革、毛皮及其

制品加工专用设备制造；缝制机械制造；鞋和皮革修理；鞋帽批发；服装批发；

日用家电批发；其他家庭用品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纺织品、针织品及

原料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灯具、装饰物品批发；鞋帽零售；箱包零

售；其他机械与设备租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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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9月（未经审计） 2018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7,226,333.77 143,083,639.43 

净利润 3,610,090.69 1,408,634.86 

项目 2019-9-30（未经审计） 2018-12-31（经审计） 

总资产 83,102,276.31 72,175,518.08 

净资产 12,218,058.82 8,607,968.13 

 

（三）关联关系 

研发公司拟聘任赵洪武为研发公司总经理，赵洪武于 2019 年 12 月 19日辞

任本公司生产中心总经理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

称《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赵洪武至 2020 年 12月 19 日前仍为本公司之

关联自然人，因此研发公司为本公司之关联法人，本公司与研发公司之间的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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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及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0 年预计

发生额 

2020 年 1月 1

日至披露日发

生交易金额 

2019 年实

际发生的

总金额 

向关联方出售原材料 研发公司 按市场定价原则 15,000 411 0 

向关联方购买成品鞋 研发公司 按市场定价原则 20,000 158.9 0 

向关联方出租房产 研发公司 按市场定价原则 457.17 19.05 0 

合计 35,457.17 588.95 0 

 

（一）交易标的及数量  

1、本公司向研发公司销售鞋类原材料或加工半成品材料，预计2020年销售

上述材料金额为不超过15,000万元。 

2、本公司向研发公司购买成品鞋，预计2020年购买成品鞋金额为不超过

20,000万元。 

3、本公司将位于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庆安路 2 号星期

六股份有限公司厂区车间第一、二、四层和宿舍楼 AB 栋出租予研发公司，共计

约定建筑面积 25398.27 平方米。 

（二）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是：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一般

商业原则签订书面协议确定交易关系，交易价格依照市场定价原则，与公司其他

客户定价政策一致。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为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具有良

好的履约能力。 

四、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1、2020年1月，公司与研发公司签署了关于原材料、加工半成品材料的《购

销合同》，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购销标的：原材料或加工半成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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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价款或酬金 ：每批采购业务的价款或酬金由当事人双方商定，并在报

价单上注明，如长期合作客户有价格变动的需重新报价商定，以免争议；商定后

的价格双方应书面确认。报价单以购货方法人代表书面审批签字的日期开始生

效。 

（3）账期和付款方式：月结90天 

（4）协议有效期：自 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2年内有效 

2、2020 年 1月，公司与研发公司签署了《委托生产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委托生产标的 

本公司委托研发公司生产本公司自有品牌的成品鞋； 

（2）原材料的提供办法及规格、数量、质量   

乙方必须依照合同规定选用原材料，并随时接受甲方检验。乙方隐瞒原材料

的缺陷或者用不符合合同规定的原材料造成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重作、修理、减少价款或退货，乙方应赔偿由此给甲方造

成的一切损失，并向甲方支付本合同总金额 30%的违约金。 

（3）价款   

除本合同特别约定外，每批承揽生产业务的价款等事项由当事人双方商定，

并在报价单（订单）上注明，以免争议，未注明的，以甲方主张的价格为准。 

（4）结算方式及期限：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有效；结

算方式为电汇(月结 90 天) 

3、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研发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主要内

容如下： 

（1）资产包括：房屋。其包括车间楼、行政楼一、二、四层；宿舍楼 2 栋。

房屋面积等概况见附件‘房屋租赁明细表’，共计约定建筑面积 25398.27 平方

米。 

（2）租赁资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甲方拥有租赁资产的所有权。 

乙方在租赁期内拥有该租赁资产的使用权。 

（3）租赁期限及租金结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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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租赁期限自 2020 年 1 月 1日始至 2020年 12 月 31日止。乙方因需要延

长租期，应在合同届满前 30 日内，重新签订合同。 

租金和结算方式：租金按 15元/方[含增值税专用发票]，每月租金 380974.05

元[25398.27平方米*15元/平方]，当月25号前由甲方开具发票至乙方转帐支付，

增值税和相关税费由甲方承担。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研发公司原为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主营业务为皮鞋制造，主要为本公司生

产星期六及其他自有品牌皮鞋，2019年12月本公司将研发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佛

山市诗颖鞋材有限公司，转让完成后，研发公司成为本公司主要供应商之一。 

公司与研发公司开展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有助于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和

执行，符合公司的客观需要，一方面，公司通过统一集中采购并向研发公司销售

原材料、加工半成品材料，有利于整体降低原材料成本，确保材料质量与成品品

质；另一方面，研发公司常年为本公司供应皮鞋成品，产品质量良好，与公司配

合度高，其作为本公司成品鞋的主要供应商有利于确保OEM产品品质及交货期满

足公司品牌标准和销售需要。此外，把相应房产租赁予研发公司可以有效利用现

有资产，享受租金收入。 

综上，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该交易是完全的市场行为，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不

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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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与佛山星期六科技研发有

限公司 2020 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合理、客观，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共同协商确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独立意见：在审议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过程中，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与

佛山星期六科技研发有限公司2020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要求，

有助于日常经营业务的发展和执行，符合正常经营需要，关联交易价格客观、公

允，关联交易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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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同意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