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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1                             证券简称：三五互联                             公告编号：2019-40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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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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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五互联 股票代码 30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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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欣欣 龚晓东 

办公地址 厦门软件园二期观日路 8 号三五互联大厦 厦门软件园二期观日路 8 号三五互联大厦 

电话 0592-2953576 0592-2950819 

电子信箱 xuxx1@35.cn gongxd@35.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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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844,868.69 117,934,268.88 2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87,502.21 15,577,327.09 -8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327,147.90 12,322,095.74 -8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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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514,448.64 25,541,027.53 -0.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4 -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4 -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8% 1.5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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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584,881.71 1,008,740,511.11 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19,439,972.09 516,570,020.97 0.5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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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少晖 境内自然人 37.78% 138,410,501 103,807,876 质押 137,939,866 

龚正伟 境内自然人 3.29% 12,057,523 2,648,944   

新余利盈天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 3,973,415 1,892,102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6% 2,409,400 0   

盛真 境内自然人 0.59% 2,173,448 2,060,289   

吴荣光 境内自然人 0.59% 2,143,939 1,345,495   

范松华 境内自然人 0.35% 1,297,900 0   

计科平 境内自然人 0.32% 1,174,202 0   

严洪军 境内自然人 0.25% 911,600 0   

李玟霞 境内自然人 0.22% 789,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2014 年 7 月，龚正伟、盛真、吴荣光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确认自深圳市道熙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熙科技”）成立以来，其在处理有关道熙科技、深圳淘趣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系道熙科技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淘趣网络”）在股权和投资新项目、引

进新股东、股权转让、增资扩股等重大影响资产和股权的变动事项，或根据《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道熙科技章程需要由道熙科技或淘趣网络股东会、执行董事作出决

议的事项时均采取了一致行动，未来也将在处理有关道熙科技在股权和投资新项目、引

进新股东、股权转让、增资扩股等重大影响资产和股权的变动事项，或根据《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道熙科技章程需要由道熙科技股东会、执行董事作出决议的事项时

均采取一致行动。同时，龚正伟担任深圳盈瑞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龚正伟、盛真、吴荣光为该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因此深圳盈瑞轩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为龚正伟、盛真、吴荣光实际控制的企业。虽然上述 4 名股东签订了

该协议，但上述 4 名股东并不是上市公司层面上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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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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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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互联网游戏业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战略规划和年度经营计划，持续提升公司技术、质量和服务，紧密围绕市场需求拓展经营领域，同

时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体制。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2,844,868.69元，利润总额7,823,308.29元，较上年同期分别

增加29.60%、110.2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987,502.21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0.82%，主要原因系：（1）子公司

天津通讯本期归属母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2）子公司道熙科技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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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 23 号——金

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 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 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并要求境内

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本公司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另，财政部于2019年4

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了修订。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1）资产负债表中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增加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融资"、"合同资产"、"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使用权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合同负债"、"租

赁负债"项目；合并资产负债表原"保险合

同准备金"从流动负债移至非流动负债。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决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应收票据"本期金额

23,800.00元，上年末金额297,607.50元，"

应收账款"本期金额29,182,854.29元，上

年末金额24,681,404.60元；"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应付票据本期金额0.00元，上年末

金额0.00元，"应付账款"本期金额

50,738,637.14元，上年末金额

48,193,227.14元；新增"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本期金额21,113,341.50元，上年末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目删除，金额

13,000,000.00元在年初调整至"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款

项融资"、"合同资产"、"债权投资"、"其

他债权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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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合同

负债"、"租赁负债"、"保险合同准备金"

本期金额0.00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项目，将原"资产减值损

失"修改为"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并移动其位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决议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本期

金额-377,507.32元；"资产减值损失"本期

金额0.00元，上期金额-748,662.19元，重

新调整列示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

748,662.1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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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无锡三五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2019年1-6月净利润190,745.47元 

东莞三五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销 2019年1-6月净利润-1,286.81元 

上海三五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销 2019年1-6月净利润0.00元 

厦门可乐蛙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2019年1-6月净利润-237.52元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__________________                                                                                                                                                                                                                                                                                 

龚少晖      

2019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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