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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星期六”）收到

贵所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下发的《关于对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报的

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20】第 1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

《问询函》的相关要求，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独

立财务顾问”）就问询函中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现将核查情况报告如下，请贵

所予以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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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根据半年报，报告期内遥望网络实现净利润 3,849.72 万元，占业绩

承诺方承诺 2020 年净利润（26,000 万元）的 14.81%，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遥望网

络上半年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及有关财务数据，并分析遥望网络 2020 年度是否

能够实现承诺业绩、是否存在盈利能力下滑的情况以及对应 13.02 亿元的商誉是

否存在大额减值的情况。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上市公司的回复 

遥望网络上半年经营业绩情况及有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上半年 2019 上半年（1-6 月） 2019 下半年 

营业收入 49,566.24  37,363.91  49,218.68 

净利润 3,849.72  5,831.30  16,336.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4,170.78  5,887.11  16,506.88 

遥望网络预估能够实现承诺业绩，不存在商誉减值的情况，具体说明如下： 

（1）2020 年上半年，遥望网络实现营业收入 49,566.24 万元，相比去年同

期快速增长。本期利润总额 4,222.66 万元、净利润 3,849.7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净利润 4,170.78 万元。遥望网络的利润总额、净利润相比去年同期有所下

降，主要是因为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加之为提升直播的曝光量及粉丝量，遥望网

络上半年在业务增速较快的社交电商业务中投放费用相比去年同期有所增加所

致。综上，遥望网络上半年利润实现情况相比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主要为疫情影响

与流量费用投入增加所致，遥望网络目前整体盈利能力良好。 

（2）公司今年以来大力发展以直播及短视频为主的社交电商服务业务，社

交电商行业快速发展，其中直播电商行业发展速度快，市场不断扩容。2019 年

是我国“直播电商元年”，行业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态势，根据艾瑞咨询《2020 中

国直播电商生态研究报告》显示，2019 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的整体成交额达

4512.9 亿元，同比增长 200.4%，仅占网购整体规模的 4.5%，成长空间大，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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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两年仍会保持较高的增长态势，艾瑞咨询预测 2020 年直播电商交易规模将

达到 1.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6.3%。随着内容平台与电商交易的融合程度不断

加深，预计 2022 年直播带货的渗透率可以增长到 20.3%，规模将达到 2.85 万亿

元。 

（3）2019 年公司开始签约及孵化直播电商的主播，社交电商业务发展迅速。

进入到 2020 年上半年，尤其疫情以来，行业快速发展，公司主播在原始粉丝量

较少的情况下，销售规模难以快速上升，因此公司加大了在流量上的投入，该等

投入都反映在当期成本费用中。随着粉丝规模的快速增长，销售额快速提升。以

公司旗下快手平台主播“瑜大公子”为例，2020 年 1 月，该主播的月 GMV（GMV

指标通常称为网站成交金额，属于电商平台企业成交类指标，主要指拍下订单的

总金额，包含付款和未付款两部分）为 1553 万元，2020 年 6 月，该主播的月

GMV 为 9310 万元；2020 年 9 月，该主播的月 GMV 为 3.17 亿元，其中 9 月 30

日单场直播 GMV 达 1.36 亿元。其粉丝量也从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 123.4 万粉

丝，上升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 920 万粉丝。在第三方数据平台统计的 9 月达人

直播带货排行榜 TOP50 中，瑜大公子 2020 年 9 月全网排名第七位。公司是以销

售商品获取差价毛利润或获取销售佣金为主，所处的快消品领域销售佣金率或销

售商品毛利率平均约 20%-35%。随着粉丝基数的变大，盈利能力大幅提升。2020

年以来，公司累计合作品牌超过 2000 个，已经陆续取得多个知名国货品牌在快

手、抖音双平台/单平台的独家代运营（经销权）。 

（4）此外，遥望网络互联网营销、社交电商行业存在一定的季节性，主要

表现在下半年的业绩收入通常好于上半年，2019 年下半年公司实现收入 4.92 亿

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5 亿元，而上半年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 5,887.11 万元，下半年净利润是上半年的 2.8 倍。主要原因为一季度广告主

当年的年度营销预算往往还没有确定，因此在营销投放规模上有所控制；且一季

度有最重要的传统假期春节，互联网用户页面浏览量减少，这也决定了广告主通

常不会选择在一季度进行大规模的广告投放。随着广告主年度营销预算的确定，

广告的投放量逐渐增加，就上半年而言，通常二季度的营销投放量占上半年的比

重较高。下半年营销投放量大幅增长，且第四季度是互联网营销、社交电商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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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旺季，主要原因包括：①接近年终，众多商家为了突击全年销售额相应增加广

告投入和促销活动；②受中秋节、国庆节、双 11、圣诞节、元旦节等节日因素

影响，产生大量营销活动。因公司存在较多的长期承包广告位，随着收入的增长，

成本相对固定，因此下半年较上半年利润存在明显上升。 

（5）四季度，预估盈利情况较为乐观。公司近期广告业务、直播电商业务

中的招商情况都较为乐观，双十一购物节期间，商家广告投放额较高，预估将为

公司带来较好的收入与利润。 

综上，公司预估遥望网络能够实现 2020 年承诺业绩，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

目前不存在商誉减值的迹象。同时公司也会特别关注跟踪其后续盈利状况，以判

断其是否能完成承诺业绩，或存在商誉减值的情形。 

2、华西证券的核查过程及核查情况 

（1）核查过程 

①获取遥望网络 2019 年及 2020 年的财务数据，分析业务的季节性； 

②获取及分析遥望网络目前的业务结构及已签订的相关业务合同； 

③获取直播带货相关行业资料及市场预测； 

④分析遥望网络业务变化情况和发展趋势； 

⑤对遥望网络核心管理人员进行业务、财务访谈。 

（2）结论 

①遥望网络与重组时的业务相比发生变化 

A.重组时的业务描述 

根据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稿）》，遥望网络主要从事互联网营销业务，主要包括互联网广告投放业务

和互联网广告代理业务，其中互联网广告投放业务依托互联网营销平台，凭借对

于用户行为的分析把握、较强的流量整合能力、优秀的广告方案策划及效果优化

能力，为广告主提供集创意策划、流量资源采购、品牌展示、效果监测、反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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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策略优化在内的营销服务。互联网广告代理业务主要是针对广告主需求，通

过腾讯广点通等互联网平台为广告主投放广告。 

B.2020 年主要的业务形态 

目前遥望网络的互联网广告主要模式包括通过腾讯社交平台（主要是微信公

众号）进行广告投放的自媒体广告业务和通过抖音、快手等自媒体账号进行推广

的短视频类广告业务。 

2019 年是我国“直播电商元年”，行业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态势。遥望网络根

据行业的发展态势，与各类互联网流量渠道建立合作关系，签约直播电商的主播，

通过多样化的广告形式实现流量变现。 

综上，虽然遥望网络从事的互联网营销业务未发生变化，但行业的发展和变

化较大，具体的营销方式存在较大的变化，遥望网络的经营受到行业变化的影响。 

②业绩承诺实现的可能性 

A. 2020 年上半年业绩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2020 年上半年，遥望网络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互联网营销需求下降，加之

在业务增速较快的社交电商业务中投放费用增加以提升直播的曝光量及粉丝量

等原因，导致其业绩较 2019 年同期有所下降。遥望网络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3,849.72 万元，占 2020 年承诺净利润（26,000 万元）的 14.81%。 

随着我国新冠疫情得到控制，疫情控制措施的逐步放开，我国工业生产及居

民消费的逐步恢复，宏观经济的逐渐向好，遥望网络在下半年恢复了正常经营，

广告主将加大在互联网领域的投入，预计遥望网络受新冠疫情的影响逐渐减小，

其盈利能力虽然在上半年发生下滑，但全年整体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B.下半年的业绩占全年的比重较大，下半年业绩暂无法预测 

2019 年遥望网络 1-6 月和 7-12 月的经营业绩情况及有关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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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9 年 7-12 月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营业收入 37,363.91  43.15% 49,218.68 56.85% 

净利润 5,831.30  26.31% 16,336.70 73.69% 

从上表可以看出，遥望网络的业务主要集中于下半年，2019 年下半年的营

业收入占全年的 56.85%，但净利润占全年的 73.69%。 

通常，第四季度是互联网营销、社交电商的传统旺季，遥望网络积极参与布

局相关的广告投放业务及直播电商业务，尽力完成业绩承诺。 

下半年是传统的电商促销窗口期，双十一、双十二购物活动的推广，将直接

促进遥望网络的年度经营业绩。但鉴于目前双十一、双十二购物活动的规模未知，

经营情况暂时无法预计，考虑到其在全年业绩实现中的重要地位，因此独立财务

顾问无法预测公司能否完成全年承诺利润。 

③商誉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20 号—企业合并》关于商誉的定义，购买方对合并成

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确认为商誉。 

遥望网络商誉系按照重组中交易双方的交易价格 177,130.21 万元作为合并

成本，以该合并成本扣除合并日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商誉。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公司应当在资产负债

表日判断是否存在可能发生资产减值的迹象。对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公司应

当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存在下列迹象的，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减值：A.资产的市价当期大幅度下跌，

其跌幅明显高于因时间的推移或者正常使用而预计的下跌。B.企业经营所处的经

济、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以及资产所处的市场在当期或者将在近期发生重大变化，

从而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C.市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报酬率在当期已经提高，

从而影响企业计算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折现率，导致资产可收回金额大

幅度降低。D.有证据表明资产已经陈旧过时或者其实体已经损坏。E.资产已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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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置。F.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

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如资产所创造的净现金流量或者实现的营业利

润（或者亏损）远远低于（或者高于）预计金额等。G.其他表明资产可能已经发

生减值的迹象。 

遥望网络是否完成 2020 年度业绩承诺或者盈利能力下降是商誉减值的迹象

之一，但独立财务顾问目前还无法预测遥望网络是否能够完成 2020 年度业绩承

诺，还需要根据下半年（特别是双十一、双十二）的销售情况以及更多经营信息

判断是否发生减值。 

（3）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2020 年上半年，遥望网络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其业绩较 2019 年同期有

所下降，其盈利能力虽然在上半年发生下滑，但随着我国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工

业生产及居民消费的逐步恢复，遥望网络在下半年恢复了正常经营，广告主将加

大在互联网领域的投入，预计遥望网络受新冠疫情的影响逐渐减小，全年整体未

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鉴于遥望网络营业收入拥有较强的季节性，截至目前“双十一、双十二”经

营情况暂时无法准确预测，因此独立财务顾问也暂时无法预测公司能否完成全年

承诺利润。如果标的公司未能完成业绩承诺，独立财务顾问将及时督促承诺相关

方履行补偿义务，并督促上市公司及时追偿，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鉴于前述独立财务顾问暂时无法预测公司能否完成全年业绩，因此独立财务

顾问截至目前暂时无法判断商誉是否发生减值，需要待遥望网络第四季度特别是

双十一销售额实现后才能更为准确地判断商誉是否有减值迹象。后续独立财务顾

问将重点关注标的公司的盈利实现情况，如果发生减值，将督促上市公司及时聘

请评估等专业机构对遥望网络进行评估，测算商誉是否发生减值，并及时发布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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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

年报问询函相关问题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李  金                郑云潇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