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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女性时尚资讯垂直社区平台，全

力打造时尚 IP 生态圈 

 星期六( 002291.SZ ) 

推荐  首次评级 
核心观点：   

1．事件 

公司共计斥资 3.714亿收购时尚锋迅 80%股权（主要业务是 Onlylady

广告平台）、作价 2.944 亿元；北京时欣 70%股权（主要业务是闺蜜网平

台）、作价 7700 万元。 

其中，公司向对象发行股份 1788.99 万股，每股 10.90元/股，作价

1.95亿，用于购买时尚锋迅 50%股权以及北京时欣 10%股权。剩余部分，

公司向不超过 10名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1700万股，每股价格不低于 11.47

元/股，募集资金不超过 1.95 亿元。 

2．我们的分析与判断 

时尚锋迅旗下 Onlylady 女人志为极具影响力的女性时尚资讯平台；

北京时欣旗下 Kimiss 闺蜜网是全国顶尖的美妆互动社区，为美妆垂直领

域的用户提供最具权威性和专业度的购前决策。 

（一）对接前端打通互联网流量，打造时尚 IP 生态圈 

星期六发展时尚 IP 生态圈战略包括打造时尚 IP 孵化运营平台、媒

体和社交平台、线上线下一体化零售平台等三大平台。 

此次并购国内领先的时尚资讯及美妆社区网站，将填补公司在 IP 孵

化和前端流量获取方面的短板。通过收购，公司不仅拥有了两大平台自

身的流量，还打开了获取前端第三方平台流量的入口。Onlylady 女人志

和闺蜜网在各第三方平台的粉丝总计数分别超过 600 万和 180 万。 

两大平台自身以及其孵化出的达人，将流量导向公司线下集合店、

线上电商以及各类秀场，使得公司的产品能够在时尚 IP 孵化运营平台、

媒体和社交平台、线上线下一体化零售平台形成完整的商业闭环。    

（二）公司积极迎接新营销时代，战略布局合理，前景值得

期待 

当前，IP 作为新消费渠道正蓬勃兴起，公司敏锐地把握住时代趋势。

在深耕女鞋 20 余年之后，公司收购女性时尚消费互联网垂直社区，完美

贴合时尚 IP 生态圈构想。同时其积极推进的线下集合店以及快速提升的

电商销售额，与时尚 IP 的打造互相补充，有望形成线上线下全渠道营销

的模式，打造完整的时尚 IP 生态圈。 

公司停牌前市值 55 亿，考虑到定增，市值约 60 亿；考虑到公司对

时尚 IP 生态圈的布局已经形成以及 IP 变现这一广阔市场仍未被完全开

发，在公司市值仍旧较小的情况下，给予“推荐”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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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数据 2016-04-01 

A 股收盘价(元) 13.89 

A 股一年内最高价(元) 18.20 

A 股一年内最低价(元) 7.05 

深证成指 10379.65 

市盈率 154.13 

总股本（万股） 39892.19 

实际流通 A 股(万股) 36335.00 

限售的流通 A 股(万股) 3557.19 

流通 A 股市值(亿元) 50.47 

   

 

相对深证成指表现图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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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基本情况 

星期六主营时尚女鞋的生产销售，以经营定位中高端的自有品牌“ST&SAT”（星期六）、

“D:FUSE”（迪芙斯）、“SAFIYA”（索菲娅）等为主。公司 15 年收入 16.4 亿，净利润 2,390

万元；截止 15 年年底，公司拥有连锁店 2044 个，其中自营店 1508 个，分销店 536 个。 

公司共计斥资 3.714 亿收购时尚锋迅 80%股权（主要业务是 Onlylady 广告平台）、作价

2.944 亿元；北京时欣 70%股权（主要业务是闺蜜网平台）、作价 7700 万元。 

其中，公司向对象发行股份 1788.99 万股，每股 10.90 元/股，作价 1.95 亿，用于购买时

尚锋迅 50%股权以及北京时欣 10%股权。剩余部分，公司向不超过 10 名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1700 万股，每股价格不低于 11.47 元/股，募集资金不超过 1.95 亿元。 

本次收购是公司落实时尚 IP 生态圈战略的一大举措。当前，IP 作为新消费渠道正蓬勃兴

起。公司敏锐地把握住时代趋势，积极打造集时尚 IP 孵化运营平台、媒体和社交平台、线上

线下一体化零售平台等三大平台于一体的“时尚 IP 生态圈”，以实现流量聚集、内容制作、

商业变现等功能。在积极推进线下门店管理的同时，通过并购两大品牌搭建前端 IP 孵化平台，

寻求搭建全新的销售渠道；在开发新的客户需求的同时，实现以 IP 品牌为主的品牌扩张以及

产品品类扩张，使公司在互联网网红 IP 端，获得横跨女性时尚消费品各个品类的全新市场空

间。 

 深耕女鞋 20 余年之后收购女性时尚消费互联网垂直社区，完美贴合公司时尚 IP 生态圈

构想，同时其积极推进的线下集合店以及快速提升的电商销售额，与时尚 IP 的打造互相补充，

有望形成线上线下全渠道营销的模式，打造完整的时尚 IP 生态圈。公司前景可期。 

二、 收购垂直社区互联网新媒体营销平台：时尚锋迅、北

京时欣 

（一）时尚锋迅——OnlyLady：极具影响力的女性时尚资讯平台， 

着手利用其影响力搭建达人孵化平台 

时尚锋迅是国内较早一批进入时尚媒体传播领域的互联网企业，主要产品和服务为时尚

生活方式等互联网网站的运营业务。 

1、时尚锋迅主要经营业务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经营旗下Onlylady女人志互联网广告平台以及时尚达人及自媒体经纪

业务。 

（1）公司运营网站 OnlyLady 女人志、移动终端 APP、以及在第三方平台的官方账号，

在时尚资讯圈拥有广泛资源及影响力。网站内容定位时尚全球化，公司通过来自新浪、凤凰、

腾讯等网站的优秀时尚编辑及全球的时尚博主，为都市白领用户提供专业免费的时尚资讯内

容和优质的互动服务；同时网站利用自身近 10 年的营销策划经验，针对客户需求进行线上和

线下整合的营销方案策划，进而向时尚、美容、生活消费相关行业的客户有偿提供整合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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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广告、线下活动、社交媒体宣传等）服务。 

图：Onlylady 的官网布局 

 

资料来源：Onlylady 女人志官网，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根据艾瑞咨询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 5月时尚网站的日均覆盖人数达 1298 万人。其中，

onlylady 女人志日均覆盖人数达 130 万人，网民到达率为 0.5%，位居第三名。根据 iWebChoice

的统计结果，在女性行业共 31 家时尚女性网站的月度综合排名中，Onlylady 女人志居第 15

位。 

图：Onlylady 女人志月度排名情况（iWebChoice） 表：时尚网站日均覆盖人数排名（艾瑞咨询） 

 

资料来源：iWebChoice、艾瑞咨询，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2）在时尚达人经纪方面，OnlyLady 利用其在时尚资讯圈的影响力，对时尚、美妆、

生活方式等领域的专家、老师、达人、博主的挖掘与运营，目前公司合作的时尚领域专家、

老师及知名达人已过百人。2016 年 3 月，公司更是成立了 Onlylady 女人志时尚自媒体联盟（OL 

Fashion Union），旨在汇聚并携手行业内极具人气的时尚自媒体人，为他们量身打造完整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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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纪推广计划。 

OnlyLady 时尚自媒体联盟将借助 OnlyLady 强大的时尚圈影响力及资源，寻找不同种类

的时尚自媒体人构建起“Master 大师团”、“V-Master”、 “Elite Bank”三位一体的时尚 IP

集合。一方面，公司将针对专业度强、已获得市场认可的自媒体人打造渗透时尚各领域的

“Master 大师团”，帮助他们制定完整的商业经纪推广计划；另一方面，公司将汇聚有颜值、

善于在镜头表现的视频自媒体人，帮助他们成为“V-Master”。另外，公司还会集合以社会名

流为代表的自媒体社会精英人士并基于此建立“Elite Bank”，帮助他们打通资源桎梏，让品

牌、消费者和市场能与他们零距离接触。 

目前，部分 Onlylady 达人的微博粉丝数量逾 50 万。 

图：Onlylady 达人粉丝数量 

 

资料来源：Onlylady 达人频道、新浪微博，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同时，OnlyLady 时尚自媒体联盟在时尚自媒体领域首次创建了多平台联合孵化机制，

携手今日头条、天猫美妆、微博时尚、新榜、微播易等业内第三方权威平台为时尚自媒体人

提供全方位支持。其中，今日头条将通过头条号绿色通道邀请时尚达人入驻，并对时尚类问

答项目、线上线下活动合作等予以扶持；天猫美妆将联合时尚媒体与达人 “搭建一个漂亮的

秀场”，调动全平台资源协助自媒体人重点运营移动端粉丝；OnlyLady 时尚自媒体成员未来将

优先获得新浪微博的认证推荐、行业矩阵账号支持等。 

图：Onlylady 时尚自媒体联盟的多平台联合孵化机制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绘制 

（3）移动端、第三方账号平台已拥有一定基础。公司在移动端布局广泛、形式多样，目

前公司旗下自有时尚志和优美妆两款 APP，具备移动端资讯阅读、互动、直播、试用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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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全面覆盖 iOS 及 Android 平台，并获得小米、腾讯等多个应用市场的精品推荐。以优美

妆为例，根据 App Annie 的每日 APP 排名情况，优美妆最新的排名结果为第 635 名（中国），

且名次呈逐渐升高的趋势。 

图：优美妆 APP 排名情况及趋势 

 

资料来源：App Annie，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公司还拥有自己的官方微博、微信账号，同时在第三方资讯、视频、直播平台上开通帐

号运营，如今日头条、网易新闻、优酷视频、爱奇艺视频、美拍、一直播等。目前公司在第

三方平台的粉丝数总计超过 600 万。 

其中，微信账号“OnlyLady 女人志”获选新榜“2015 年度十大时尚新媒体”，以一天一

期的频率每日推送 6 到 8 篇时尚软文，第一篇主文的平均阅读量为 5 万左右；微博方面，

OnlyLady 的粉丝总量约为 62 万，活跃用户超过 70%，热门微博的评论、转发量可达 500 到

600 条。今日头条选定 Onlylady 女人志作为年度战略合作伙伴，多条文章单篇阅读量超过百

万。 

图：Onlylady 的微博、微信界面 

 

资料来源：网络公开资料，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直播平台方面，在一直播上，OnlyLady 共上传 6 个直播视频，粉丝数为 1476 人，关注数

为 20 人；爱奇艺方面，“OnlyLady 爱频道”粉丝数约为 1.13 万，目前共上传 527 个视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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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播放总次数为 1424 万，其中单个视频的最多播放次数为 120 万。 

图：Onlylady 的直播平台界面  

 

 

资料来源：网络公开资料，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2、时尚锋迅的盈利模式 

时尚锋迅的主营业务收入来源全部为旗下 Onlylady 女人志平台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公司

以 Onlylady 女人志为时尚网站广告业务平台，通过提供潮流资讯和互动交流服务吸引女性时

尚消费者，通过直销模式和代理模式实现广告资源的销售。 

收入方面，15 年 OnlyLady 女人志主营业务收入 8646.17 万元，呈小幅增长趋势。从收入

结构来看，互联网广告收入可分为 PC 端和移动端两类。其中，OnlyLady 女人志的营业收入

主要由 PC 端的广告收入构成，最近两年及一期 PC 端的广告收入占 OnlyLady 女人志全部营

业收入的比例达 85%以上。 

移动端业务为公司 2015 年新发展的业务，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移动端的业务规

模在报告期内快速增长，其占收入的比例将大幅增加。 

表：时尚锋迅的收入情况及细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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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及毛利率方面，公司的主营业务成本主要分为三大类：人工成本、日常费用和广告

成本。公司 2015 年开始毛利率有所下降，为 45.77%，这主要是人工成本中的外包劳务工资的

大幅增加所致，截止 2016 年一季度，公司共有员工 141 人。 

表：时尚锋迅最近两年及一期的成本及毛利率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目前期间费用主要由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构成。管理费用方面，公司的管理费用主要包

括职工薪酬和折旧摊销费，两项占比达到 85%以上。2015 年，这一费用的增加主要源于新增

高管人员的职工薪酬。销售费用方面，公司的销售费用主要包括职工薪酬和广告宣传费，两

项占比超过 85%。总体来看，销售费用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源于公司销售人员的职工薪酬减

少。 

表：时尚锋迅最近两年及一期的期间费用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净利润方面，公司过去两年的净利润呈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这一方面源于主营业务成本

中的人工成本的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公司平台业务的扩大，公司员工薪酬和外包编辑制作成

本显著提高。随着移动端和时尚自媒体经纪业务的逐步发力，预计 2016 年公司的净利润可达

2300 万元，同比增长 492.40%。 

表：时尚锋迅的净利润及变化情况 

 2014 2015 2016E 

净利润 716.17 388.25 2,300.00 

YOY  -45.79% 492.4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注：2016 年净利润系公司并购报告书预测。 

（二）北京时欣——闺蜜网：全国顶尖的美妆互动社区 

1、北京时欣主要经营业务 

北京时欣的主要业务为经营 Kimiss 闺蜜网互联网广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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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iss 闺蜜网成立于 2007 年，为时尚女性提供专业的免费资讯内容和优质的互动服务。

闺蜜网定位于美妆消费首选决策入口，深耕美妆数据，以“智能云口碑+社群+服务+资讯”为

核心模式，为美妆垂直领域的用户提供最具权威性和专业度的购前决策。 

图：Kimiss 闺蜜获评 TopDigital Awards 创新奖 

 

资料来源：网易传媒，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1）公司拥有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化妆品资讯库，共收录 4000 多个品牌的 16 万多款产品

资讯，并于 2016 年与天猫在美妆领域达成战略合作，独家发布各类美妆榜单。闺蜜网累计拥

有 2200 万条以上真实用户的产品点评并不断发展新的用户口碑，为用户决策提供了极为实用

的参考。 

（2）公司还拥有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美妆互动社区，闺蜜网美妆社区“晚九点”日均讨论

超过 6 万条，每日产生近 2 万条 UGC 内容，并为用户提供线上、线下的化妆品免费试用机会。

目前累计为用户提供了 300 多个美妆品牌的 1800 多期试用活动，累积申请人次超过 1000 万。

Kimiss 闺蜜网与闺蜜美妆 APP 相结合，为用户提供 PC 端及移动端无缝对接的美妆互动社区

体验。 

图：闺蜜网及闺蜜美妆 APP 美妆社区“晚九点”界面 

 

资料来源：闺蜜网官网，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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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闺蜜网美妆社区“晚九点”参与热度情况 

 

资料来源：闺蜜网官网，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闺蜜网覆盖 UV 在时尚类网站月度综合排名为中列第 21 位。在移动端方面，闺蜜美妆更

是取得《互联网周刊》2015 年女性 App 美妆类排行第一名、女性 App 类别第六名的好成绩，

该 APP 提供了资讯阅读、互动、产品库、试用、视频、肌肤测试等多重功能，全面覆盖 iOS

及 Android 平台。这一奖项的获得为闺蜜网发展顶尖美妆互动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图：Kimiss 闺蜜网覆盖数 UV 月度综合排名 

 

资料来源：iWebChoice，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在第三方平台方面，Kimiss 闺蜜网拥有官方微博、微信账号，同时在第三方资讯、视频、

直播平台上开通帐号运营，如今日头条、美拍、秒拍、一直播等。Kimiss 闺蜜网在社交媒体

和第三方平台总计粉丝数超过 180 万，其中微博粉丝量达 54 万。同时，今日头条也选定 Kimiss

闺蜜网作为年度战略合作伙伴。 

图：闺蜜网微博、公众号关注度情况汇总 



  

 

公司跟踪报告/服装家纺 

请务必阅读正文最后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公司免责声明。 
 

10 

 

资料来源：闺蜜网官方公众号、官方微博，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在直播平台方面，在一直播上，Kimiss 闺蜜共上传 33 个直播视频，粉丝达 5 千人，关注

数为 22 人；爱奇艺方面，“Kimiss 闺蜜美妆频道”目前共上传 6 个视频，视频总播放次数为

11761 次。 

图：Kimiss 爱奇艺及一直播平台 

 

资料来源：爱奇艺、一直播，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2、北京时欣的盈利模式 

与时尚锋迅类似，北京时欣的主营业务收入来源全部为旗下 kimiss 闺蜜网平台的互联网

广告收入。公司以 kimiss 闺蜜网为广告业务平台，通过提供美妆资讯、美妆口碑点评、互动

交流等服务吸引消费者，并通过直销模式和代理模式实现广告资源的销售。 

收入方面，公司近年整体上销售收入有所增长，15 年全年收入 1717 万元。从收入结构来

看，互联网广告收入可分为 PC 端和移动端两类。其中，kimiss 闺蜜网的营业收入主要由 PC

端的广告收入构成，最近两年及一期 PC 端的广告收入占 kimiss 闺蜜网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达

85%以上，然而闺蜜网的移动端收入占比也在近两年迅速提升。 

表：北京时欣的收入情况及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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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毛利率方面，近年公司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主营业务成本的上升。闺蜜网主营业务

成本主要由员工薪酬、外包编辑和制作成本构成，随着公司员工薪酬水平的上升及外包成本

的增长，公司的营业成本有所上升，截止 2016 年一季度，闺蜜网共有员工 51 人。 

费用方面，2015 年闺蜜网管理费用为 104.59 万元，管理费用主要由职工薪酬和折旧摊销

构成，总体上管理费用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而有所增长。 

表：北京时欣管理费用明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闺蜜网销售费用主要由职工薪酬和广告宣传费构成，二者合计占销售费用的比例约 80%。

2015 年闺蜜网销售费用的增长主要系业务规模的扩大所致。 

表：北京时欣销售管理费用构成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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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方面，公司过去两年的净利润呈现小幅下降。这一方面源于广告成本的上升，另

一方面源于公司员工薪酬和外包编辑制作成本的显著增加。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和时尚

IP 战略的不断深入，预计 2016 年公司的净利润可达到 400 万元，同比增长 487.63%。 

表：北京时欣的净利润及变化情况 

 2014 2015 2016E 

净利润 78.55 68.07 400.00 

YOY  -13.34% 487.63%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注：2016 年净利润系公司并购报告书预测。 

三、 对接前端打通互联网流量，打造时尚 IP 生态圈 

星期六发展时尚 IP 生态圈战略包括打造时尚 IP 孵化运营平台、媒体和社交平台和线上

线下一体化零售平台三大平台： 

（1）首先通过媒体及社交平台导入的流量，打造时尚 IP 孵化平台，培养出以时尚博主

与美妆专家为代表的时尚达人，实现从“地理垄断为重心”向“消费者情感和关注度占据为

重心”的转变； 

（2）其次，公司通过开放的媒体和社交平台，将时尚达人的创作内容向消费者推广，实

现品牌及内容多元化，并全方位影响及满足消费者，充分推广自身产品； 

（3）最终，公司将流量导向公司着力推进的 Saturday Mode 集合店、各种网红专业秀台

以及网红电商等多个渠道合成的时尚 IP 集合平台，通过高质量的产品提高转化率，进行最终

变现。 

三大平台分别为公司实现流量聚集、内容制作、商业变现等功能，由此公司未来的收入

来源也将由以往单一的自有品牌销售变现，扩展到广告营销变现、品牌产品销售变现、IP 内

容营销变现以及投资孵化运营项目的资本回报等。 

图：星期六时尚 IP 生态圈战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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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绘制 

此次并购国内领先的时尚资讯及美妆社区网站，将填补公司在 IP 孵化和前端流量获取方

面的短板。此次并购使星期六拥有了两大国内领先的女装类垂直互联网媒体信息平台 onlylady

以及闺蜜网，这两大平台在女性资讯时尚圈以及女妆互动社区影响力突出。根据 iWebChoice

最新的月度排名结果，onlylady 和闺蜜网在女性行业中分别排名第 15 名和第 21 名。两家社区

网站较高的时尚领域影响力使得星期六拥有了极强的内容制造能力、获得及培养时尚达人的

能力以及大量粘性极高的用户。 

在两大互联网平台自身拥有的流量外，公司还通过收购两大平台打开了获取前端第三方

平台流量的入口。Onlylady 女人志在各第三方平台的粉丝总计数超过 600 万，其中微博粉丝

量约为 62 万，微信方面按照每日一期的频率推送文章，第一篇主文的阅读量可达 5 万人次左

右；闺蜜网在社交媒体和第三方平台总计粉丝数超过 180 万，其中微博粉丝量达 54 万。较大

规模的粉丝流量使得公司能够在推广两个网站及自身产品的同时，大力推广其看好的时尚达

人。 

两大平台自身以及其孵化出的网红达人，将流量不断地导向公司线下的集合店、线上电

商以及各类秀场，使得公司的产品能够在全渠道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零售平台销售，形成一套

完整的商业闭环。    

作为变现路径的另一端，在线下集合店方面，公司的品牌集合店“SATURDAY MODE” 

（16 年 6 月全国共 60 家，至年底将达到 100 家）凭借其时尚的店铺形象、全新的陈列组合、

舒适的消费体验，取得了良好的销售成果，单店销量为一般百货公司独立店的 3 到 5 倍，2015

年公司整体的单店收入达到 79.15 万元，较上年增长 5.02%。 

图：星期六线下集合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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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为进一步推进品牌集合店战略，公司在 2015 年加大品牌集合店的开店投入。截至 2015

年末，公司的品牌连锁店为 2044 家，其中自营店 1508 家，分销店 536 家，其中公司新增店

铺以品牌集合店为主，关闭店铺主要为百货公司店。 

表：星期六门店数量及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同时在线上电商方面，公司一方面继续加强主要品牌营销渠道的线上线下整合，积极与

主流电商平台展开深度合作，大力拓展电商渠道；另一方面，在营销模式创新方面进行了有

益的尝试，促进线上线下的联动。2015年，线上渠道共实现销售收入 2.98亿元，同比增长23.96%，

占公司业务收入比重提高至 18.14%。 

表：星期六线上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四、 公司积极迎接新营销时代，战略布局合理，前景值得
期待 

1、公司积极把握时代新趋势，突破原先固有市场的束缚，打开全新市场。在目前以网红

为代表的各个 IP 作为新消费渠道蓬勃兴起的趋势下，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敏锐把握这一趋势，

在积极推进线下门店管理的同时，通过并购积极搭建 IP 孵化平台，寻求搭建全新的销售渠道，

在开发新的客户需求的同时，实现以 IP 品牌为主的品牌及产品品类扩张，使公司在销售端突

破了原先下滑明显的商场中高端女鞋市场的桎梏，获得了在互联网网红 IP 端，横跨女性时尚



  

 

公司跟踪报告/服装家纺 

请务必阅读正文最后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公司免责声明。 
 

15 

消费品各个品类的全新市场空间。 

2、深耕女鞋 20 余年之后收购女性时尚消费互联网垂直社区，完美贴合公司时尚 IP 生态

圈构想。公司收购的两大女性时尚信息平台在咨询内容的创造以及社区生态的建设上拥有极

强竞争力，同时这两大平台在达人经纪业务也已经拥有运营经验，因此其有能力培养，并将

优质时尚内容对接拥有高粘性粉丝的时尚达人或意见领袖，以此充分保证公司流量来源。 

同时，公司深耕女鞋超过 20 年，在女性时尚消费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供应链管理经验；此

外，其积极推进的线下集合店以及快速提升的电商销售额，与时尚 IP 的打造互相补充（例如

网红的线下粉丝接触或粉丝产品体验），有望形成线上线下全渠道营销的模式，打造完整的时

尚 IP 生态圈。 

3、行业竞争依旧激烈，但公司作为传统服装类上市公司涉足前端网红 IP 流量，前景依

旧值得期待。目前随着以网红为代表的各类 IP 社交资产变现的火热，各类资本纷纷进入，各

种网红经纪公司也层出不穷，公司在这个行业依旧面临巨大竞争。但是，作为传统女鞋类上

市公司，公司在供应链组织管理、品牌打造以及线下门店的管理运营上，依旧有着自己的心

得，其线上线下的全渠道布局和依旧强大的产品支持仍旧是其他网红难以比拟的优势。在具

备多种优势的情况下，公司未来对各项战略的推进进度值得大家的期待。 

 

公司停牌前市值 55 亿，考虑到定增，公司市值约 60 亿；考虑到公司对时尚 IP 生态圈的

布局已经形成以及 IP 变现这一广阔市场仍未被完全开发，在公司市值仍旧较小的情况下，给

予“推荐”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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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标准 

银河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

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交易所指数（或市

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

要的指数）平均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低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

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银河证券公司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

回报 10%－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相

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低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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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间接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本人承诺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执业过程中所掌握的信息为

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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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莱家纺（002293.sz）、潮宏基（002345.sz）、探路者（300005.sz）、星期六（002291.sz）、梦

洁家纺（002397.sz）、搜于特（002503.sz）、华斯股份（002494.sz）、希努尔（002485.sz）、红

豆股份（600400.sh）、嘉麟杰（002486.sz）、奥康国际（603001.sh）、浔兴股份（002098.sz）、

富安娜（002327.sz）、伟星股份（002003.sz）、美邦服饰（002269.sz）、海澜之家（600398.sh）、

华孚色纺（002042.sz）、嘉欣丝绸（002404.sz）、森马服饰（002563.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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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table_avow] 本报告由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银河证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资格）向其机构或个人客户（以下简称客户）提供，无意针对或打算违反任何地区、国家、城市或其它法律管辖区域

内的法律法规。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本报告的版权属于银河证券。未经银河证券事先书面授权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

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发送、传播或复印本报告。 

本报告所载的全部内容只提供给客户做参考之用，并不构成对客户的投资建议，并非作为买卖、认购证券或其它

金融工具的邀请或保证。银河证券认为本报告所载内容及观点客观公正，但不担保其内容的准确性或完整性。客户不

应单纯依靠本报告而取代个人的独立判断。本报告所载内容反映的是银河证券在最初发表本报告日期当日的判断，银

河证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内容不一致或有不同结论的报告，但银河证券没有义务和责任去及时更新本报告涉及

的内容并通知客户。银河证券不对因客户使用本报告而导致的损失负任何责任。 

银河证券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以确保本报告涉及的内容适合于客户。银河证券建议客户如有任何疑问应当咨询证

券投资顾问并独自进行投资判断。本报告并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建议或担保任何内容适合客户，本报告不

构成给予客户个人咨询建议。 

本报告可能附带其它网站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对于可能涉及的银河证券网站以外的地址或超级链接，银河证券不

对其内容负责。本报告提供这些地址或超级链接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客户使用方便，链接网站的内容不构成本报告的任

何部份，客户需自行承担浏览这些网站的费用或风险。 

银河证券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参与、投资或持有本报告涉及的证券或进行证券交易，或向本报告涉及的公司提

供或争取提供包括投资银行业务在内的服务或业务支持。银河证券可能与本报告涉及的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并无

需事先或在获得业务关系后通知客户。 

银河证券无需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本报告是发送给银河证券客户的，属于机密材料，只有银河证

券客户才能参考或使用，如接收人并非银河证券客户，请及时退回并删除。 

所有在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除非另有说明，均为银河证券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 

银河证券版权所有并保留一切权利。 

 

联系 

[table_contact]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部 机构请致电：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中心商务大厦 26 层 深广地区：詹  璐  0755-83453719  zhanlu@chinastock.com.cn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海外机构：李笑裕  010-83571359  lixiaoyu@chinastock.com.cn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北京地区：王婷  010-66568908  wangting@chinastock.com.cn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海外机构：刘思瑶  010-83571359  liusiyao@chinastock.com.cn 

上海浦东新区富城路 99 号震旦大厦 15 楼 上海地区：何婷婷  021-20252612  hetingting@chinastock.com.cn 

公司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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