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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1                           证券简称：三五互联                           公告编号：2020-076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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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公司未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仍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执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及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详见同日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阅读、谨慎决策、慎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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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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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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长、总经理、(代)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丁建生 洪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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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592-5392104 0592-5392104 

电话 0592-2950819 0592-2950819、13678998765 

电子信箱 zqb@35.cn zqb@35.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系国内通过SaaS模式为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提供软件应用及服务主要的提供商之一，公司通过不断对行业发展趋势

的深层次探究，深入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在持续做好企业邮局、网站建设、域名注册等主营业务的同时，着力推进企业移

动云办公战略部署，将企业邮局、OA签批、云考勤等办公类软件打造成一系列产品，加强云办公应用服务的研发与销售服务，

通过创新的云服务为客户打造腾“云”驾“务”、快乐商务的应用新体验，为中小企业实现办公自动化提供解决方案。公司

还拥有高性价比的自助建站产品：“闪电建站”，即基于响应式布局，自适应PC+手机+平板等多种终端设备产品，完美匹配

联网设备、终端和系统平台，零基础、零编程，无需任何技术及美工基础，也能10分钟即可轻松搭建企业网站，帮助企业轻

松建立自己的品牌站点，搭建营销利器。此外，公司还拥有企业办公产品：“35会经营”，即通过缩小核算单位、会计核算

体系，通过财务管理使公司内部各部门实现独立核算的经营管理系统，可以帮助企业节约成本，提高平均人效；“35云门户”，

即集文档存储、移动协调办公、实时沟通、数据集成、数据营销于一体的企业数字资产管理与应用平台，通过文档实时备份、

多端同步、在线编辑、协同作业、即时沟通、架构管理、系统集成及插件拓展等多重功能，全方位实现企业用户日常办公需

求，提升企业办公及管理效率。通过多方面探索移动互联网与各产业之间的联动及整合，公司不断推进产品体系的迭代更新，

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公司系国内首批虚拟运营商试点企业，已取得开展中国移动与中国电信转售业务的正式牌照。公司通过积极开展与中国

移动、中国电信两大运营商的业务合作，围绕移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两个领域进行产品和业务的整合拓展，为用户提供统一

便捷的通信入口服务。同时发挥产业协同发展优势，从而进一步拓宽虚拟运营商市场，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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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项目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7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88,308,607.

71 

234,806,558.

59 

234,806,558.

59 
22.79% 

325,681,938.

42 

325,681,938.

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257,255,734 -420,824,013 -345,853,243 25.62% 67,325,968.5 67,325,968.5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3 / 10 

润（元） .85 .12 .26 3 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65,308,948

.62 

-425,252,330

.82 

-350,281,560

.96 
24.26% 

56,718,112.9

6 

56,718,112.9

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52,377,893.3

4 

38,331,951.4

6 

38,331,951.4

6 
36.64% 

62,302,209.2

4 

62,302,209.2

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0 -1.15 -0.94 25.53% 0.18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0 -1.15 -0.94 25.53% 0.18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07% -55.32% -43.33% -13.74% 7.09% 7.09% 

项目 2019年末 
2018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7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元） 
808,535,974.

26 

1,008,740,51

1.11 

1,083,711,28

0.97 
-25.39% 

1,524,311,28

1.11 

1,524,311,28

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313,096,456.

79 

516,570,020.

97 

591,540,790.

83 
-47.07% 

978,932,007.

92 

978,932,007.

92 

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18年末，公司聘请评估机构对合并子公司深圳市道熙科技有限公司及北京亿中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相关资产

组价值进行评估，公司在计算商誉减值数据过程中，将资产组账面价值取值为深圳市道熙科技有限公司及北京亿中邮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的 2018年末净资产数,从而分别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73,286,588.99元及 1,684,180.87元，合计多计提商誉减

值准备 74,970,769.86元。 

2019年 10月 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对上述重

大会计差错进行追溯重述，并重新编制 2018年财务报表。 

上述重大会计差错的具体会计处理： 

1.合并报表对商誉、未分配利润及资产减值损失进行了追溯重述，分别调整增加合并报表 2018年末商誉和未分配利润

74,970,769.86元，同时调整减少 2018年度资产减值损失 74,970,769.86元，调整增加 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74,970,769.86元。 

    2. 母公司报表对长期股权投资、未分配利润和资产减值损失进行了追溯调整，分别调整增加母公司报表 2018年末长期

股权投资、未分配利润 81,168,203.99元，同时调整减少 2018年度资产减值损失 81,168,203.99元，调整增加母公司净利

润 81,168,203.99元。 

单位：元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0,931,624.68 81,913,244.01 64,816,429.63 70,647,309.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30,722.11 -1,143,219.90 -2,043,450.67 -258,199,786.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69,439.78 -1,242,291.88 -3,584,227.98 -263,051,868.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64,574.81 15,349,873.83 9,988,016.74 16,875,427.96 

 

前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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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8,38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55,977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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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2% 138,290,501 -120,000 质押 137,393,866 

龚正伟 境内自然人 3.06% 11,207,723 -1,635,600   

新余利盈天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9% 3,973,415 0   

计科平 境内自然人 0.38% 1,391,034 316,843   

王玉明 境内自然人 0.38% 1,382,500 1,382,50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海

中湾(齐鲁)3号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0% 1,097,000 1,097,000   

王忠华 境内自然人 0.27% 1,000,000 1,000,000   

严洪军 境内自然人 0.25% 900,900 153,299   

王良 境内自然人 0.24% 860,000 860,000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4% 859,883 859,883   

前述股东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2014年 7月，龚正伟、盛真、吴荣光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确认自道熙科技成立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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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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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正伟担任新余利盈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曾用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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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新余利盈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龚正伟、盛真、吴荣光实际控制的企业。虽然前述 4名股东签订

了前述协议，但前述 4名股东并不是上市公司层面上的一致行动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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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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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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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是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商业 288,308,607.71 150,653,064.44 52.25% 22.79% 71.33% -13.53% 

合计 288,308,607.71 150,653,064.44 52.25% 22.79% 71.33% -13.53% 

企业邮箱 31,111,112.46 25,680,526.60 82.54% -8.70% 1.89% -1.82% 

网络域名 30,896,884.07 7,184,468.00 23.25% 17.53% 32.36% -8.60% 

网站建设 35,280,596.77 27,431,916.63 77.75% -24.27% 6.04% -6.36% 

其他 12,475,629.80 8,273,159.74 66.31% 9.35% -39.85% 27.55% 

软件产品销售 18,798,560.12 14,628,906.54 77.82% -9.53% -28.24% 5.78% 

游戏产品 62,837,800.95 53,450,452.30 85.06% -18.82% -16.16% -0.48% 

移动通信转售产品 86,143,142.75 23,790,116.78 27.62% 609.37% 719.04% -9.69% 

房屋租赁 10,764,880.79 -9,786,482.15 -90.91% 84.65% 13.99% 118.33% 

合计 288,308,607.71 150,653,064.44 52.25% 22.79% 71.33% -13.53% 

华东 108,878,778.57 42,206,087.64 38.76% 243.47% 403.96% -19.51% 

华南 94,784,089.14 73,649,421.16 77.70% -28.54% -24.77%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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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 51,433,308.45 14,940,578.08 29.05% 15.66% 27.40% -6.54% 

其他 33,212,431.55 19,856,977.56 59.79% 27.78% 28.66% -0.27% 

合计 288,308,607.71 150,653,064.44 52.25% 22.79% 71.33% -13.5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是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因计提道熙科技商誉减值准备，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连续出现大额亏损；因受先前疫情影响，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

亦出现亏损；依据规则，如2020年度公司仍未能盈利，公司股票可能存在暂停上市的巨大风险。对此，公司将采取相应措施，

提升资源利用效益，巩固与完善基础企业服务产品，整合现有平台资源，拓展手机游戏业务、移动通讯转售业务，努力增收；

同时，公司将完善费用与成本控制，优化人力结构，不断革新产品开发理念，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利润水平。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名称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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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董事会

审议批准 

详见其他说明(1) 

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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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和2019年9月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

的通知》(财会[2019]16号)，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

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已经董事会

审议批准 

详见其他说明(2) 

2019年5月，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本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该准则，并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 

已经董事会

审议批准 

本项会计政策变更

对公司报表无影响 

2019年5月，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本

公司于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该准则，并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进行

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已经董事会

审议批准 

本项会计政策变更

对公司报表无影响 

 

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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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部2017年3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财会[2017]9号)，2017年5月发布了《企业会计

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存在重要影响的变化主要包括： 

A、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公司应根据所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三

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B、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模型，该模型适用于以摊余成

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含应收款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贷款承诺及财务担保合同。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追

溯调整，此项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应会计报表项目变动如下： 

1)于2019年1月1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前后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对比表 

A、合并报表 

2018年12月31日(原金融工具准则) 2019年1月1日(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7,463,391.18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5,105,604.6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成本法 13,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指定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融资产 

10,118,042.90 

注释：于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按成本法计量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账面价值为13,000,000.00元。本公司执行新金融

工具准则后，于2019年1月1日，本公司将其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

资产，列示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B、母公司报表 

2018年12月31日(原金融工具准则) 2019年1月1日(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3,068,846.55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1,686,511.7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成本法 1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指定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融资产 

10,000,000.00 

2)于2019年1月1日，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新金融工具准则账面价值的调节表 

A、合并报表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的账面价值(按原

金融工具准则)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的账面

价值(按新金融工具准

则) 

一、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3,000,000.00    

减：转出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3,000,000.00 -2,881,957.1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按新融工具准则列示金额)    10,118,042.90 

B、母公司报表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的账面价值(按原

金融工具准则)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的账面

价值(按新金融工具准

则) 

一、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000,000.00    

减：转出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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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按新融工具准则列示金额)    10,000,000.00 

3)于2019年1月1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调整到新金融工具准则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的调节表 

A、合并报表 

计量类别 
2018年12月31日计提的减值

准备(按原金融工具准则)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计提的减值

准备(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一)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其中：发放贷款及垫款         

应收票据 9,042.50      9,042.50  

应收账款 1,475,243.58   1,475,243.58 

其他应收款 11,013.50  2,357,786.57 2,368,800.0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应收款         

B、母公司报表 

计量类别 
2018年12月31日计提的减值 

准备(按原金融工具准则)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计提的减值

准备(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一)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其中：发放贷款及垫款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63,132.64   163,132.64 

其他应收款 1,133.94  1,382,334.77 1,383,468.7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应收款         

4)本次报表格式会计政策变更，除前述准则涉及项目变更外，在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

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列示，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账款”与“应付票据”列示；在利润表中，将原“减：

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对2018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列报项目的期末余额进行追溯调整具体如下：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后金额 变动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4,979,012.10  -24,979,012.10 

应收票据  297,607.50 297,607.50 

应收账款  24,681,404.60 24,681,404.6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8,193,227.14  -48,193,227.14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48,193,227.14 48,193,227.14 

除前述以外，本报告期公司未发生其他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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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2018年末，公司聘请评估机构对合并子公司深圳市道熙科技有限公司及北京亿中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相关资

产组价值进行评估，公司在计算商誉减值数据过程中，将资产组账面价值取值为深圳市道熙科技有限公司及北京亿中邮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的2018年末净资产数,从而分别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73,286,588.99元及1,684,180.87元，合计多计提商誉减值

准备74,970,769.8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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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对前述

重大会计差错进行追溯重述，并重新编制2018年财务报表。 

前述重大会计差错的具体会计处理： 

1、合并报表对商誉、未分配利润及资产减值损失进行了追溯重述，分别调整增加合并报表2018年末商誉和未分配利润

74,970,769.86元，同时调整减少2018年度资产减值损失74,970,769.86元，调整增加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4,970,769.86元。 

2、母公司报表对长期股权投资、未分配利润和资产减值损失进行了追溯调整，分别调整增加母公司报表2018年末长期

股权投资、未分配利润81,168,203.99元，同时调整减少2018年度资产减值损失81,168,203.99元，调整增加母公司净利润

81,168,203.99元。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㈠处置子公司 

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 

价款 

股权处置 

比例(%) 
股权处置方式 

丧失控制 

权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点的确

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 

对应的合并财务报表 

层面享有该子公司净 

资产份额的差额 

厦门可乐蛙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 
300,000.00 60.00 股权转让 2019-4-24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6,805.84 

厦门三五新能源汽

车有限公司 
21,000,000.00 51.64 股权转让 2019-11-27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1,374,335.39 

(续上表) 

子公司名称 

丧失控制

权之日剩

余股权的

比例 

丧失控制权之

日剩余股权的

账面价值 

丧失控制权之日

剩余股权的公允

价值 

按照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剩余

股权产生的利

得或损失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余

股权公允价值的确定

方法及主要假设 

与原子公司股权投资相

关的其他综合收益、其

他所有者权益变动转入

投资损益的金额 

厦门可乐蛙教育

咨询有限公司 
      

厦门三五新能源

汽车有限公司 
     2,273,743.74 

 

㈡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实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比例(%) 

长沙三五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2019-12-16 注1 注1 

深圳市爱喜达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2019-10-10 1,000,000.00 100.00 

注1：2019年12月16日，公司设立长沙三五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0万元，公司持股100.00%。至资产负债

表日公司尚未对其实际出资。 

2、合并范围减少 

处置公司名称 处置方式 处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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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三五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2019年9月12日 

北京三五互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2019年8月26日 

北京三五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2019年8月13日 

佛山三五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2019年11月29日 

福州三五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2019年9月17日 

杭州三五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2019年12月9日 

东莞三五互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2019年6月24日 

深圳三五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销 2019年8月2日 

无锡三五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2019年4月23日 

上海三五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销 2019年1月14日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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