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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0                               证券简称：联络互动                          公告编号：2018-062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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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络互动 股票代码 00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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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竣华 张凯平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物联网街 451 号芯

图大厦 18 层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物联网街 451 号芯

图大厦 18 层 

电话 0571-28280882 0571-28280882 

电子信箱 ir@lianluo.com ir@lianluo.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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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7,551,780,721.37 3,770,410,620.27 10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3,543,950.44 31,453,903.64 38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211,267,572.64 -64,809,948.05 -22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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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7,607,520.00 -1,009,527,053.77 66.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1 6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1 6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6% 0.51%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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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14,338,023.88 15,182,550,545.09 -1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62,831,688.83 7,367,293,761.27 -13.6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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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志涛 境内自然人 22.67% 493,600,787 370,200,590 质押 487,483,412 

E.T.XUN(Ho

ng Kong) 

Holding 

Limited 

境外法人 12.88% 280,448,013 0   

深圳中植产

投并购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73% 124,771,669 0   

徐智勇 境内自然人 4.21% 91,549,260 0 质押 85,377,600 

高雁峰 境内自然人 2.91% 63,285,341 0   

滕学军 境内自然人 2.70% 58,819,125 0 质押 52,599,998 

郭静波 境内自然人 2.45% 53,285,363 53,285,363 质押 48,809,500 

陈理 境内自然人 2.44% 53,202,863 39,902,147 质押 47,230,000 

广东粤财信

托有限公司

－粤财信

托·粤中 3 号

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52% 33,000,000 0   

乔文东 境内自然人 0.96% 20,985,022 0 
质押 15,929,931 

冻结 20,985,02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不适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其中高雁峰持有的 63,285,341 股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4,585,6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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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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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联络互动是一家行业领先的综合性互联网企业。通过近年来不断创新发展，公司已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综合竞争优势，

为企业实现持续成长提供了支撑和保障。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对各业务板块进行深度整合，对各项业务进行系统性优化升级，

实现资源共享，运营效率不断提升，充分发挥了各业务主体在不同业务层面的优势，进一步完善以跨境电商、文化传媒、智

能硬件、联络金融四大板块为核心架构并举发展的综合产业格局。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5.52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

加 10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 亿元，同比增长 388.16%。 

2018 年上半年重点经营管理工作： 

 1、积极整合跨境电商业务，引导产业创新以获得竞争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借助 Newegg 多年海外电商运营经验，正式启动跨境出海业务平台——TTCHIC,与跨境海外购电商平台

TT 海购形成双向跨境电商业务，以 Newegg 成熟的营销推广体系和大数据管理能力、海外优势市场资源作为服务支撑，协

助中国品牌制定本地化营销活动、售后服务系统、多渠道布局等一站式服务。未来，海购平台将以高质量进口商品与服务作

为平台亮点，引入 Newegg 的严选模式与交易管控系统，凸显货源保真的优势；另外，公司将继续积极整合现有资源，利用

渠道优势与供应链优势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提升竞争优势。 

2、引进战略资本，形成“金融+平台”深度协同 

2018 年，因城施策、分类调控的差异性调控政策仍将继续实行，在国家培育住房租赁市场的大背景下，公司加快了房

屋租赁市场快速布局，租房分期业务取得了较快发展。2018 年 7 月，公司参股公司一起住好房完成新一轮融资，引入腾讯

作为战略投资者，从资本和流量上进一步为公司租房分期业务提供发展动能，从而快速整合租房市场核心资源，与公司金融

业务有效互补。凭借战略资本的介入以及会找房独特的风控模型，会找房可以迅速实现用户导流，并且较好的把控金融业务

带来的附加风险。目前平台业务已经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 37 个城市，合作长租公寓运营商房源超过 300 万间。

未来还将进行上下游的纵深拓展，拓展租户端的消费金融、业主装修、供应链及房屋抵押等盈利能力较强的业务。 

3、启动迪岸双赢收购，促进公司流量变现及广告业务扩张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收购迪岸双赢剩余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全资持有迪岸双赢。上市公司和迪岸双赢的媒介资源和

优质客户资源协同，线上线下资源的对接、双方原有客户群的融合以及上市公司融资优势和标的公司广告运营管理优势的互

补，都将有效促进上市公司流量的变现以及广告业务的进一步扩张。作为国内头部机场媒体运营商，2017 年迪岸双赢单体

实现收入 150,715.48 万元，净利润 22,090.99 万元，系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报告期内，迪岸双赢战略入股畅达传媒集团并

成立联合营销中心，在原有业务基础上延伸了高铁、地铁、地标商圈以及海外媒体等优质场景资源，资源优势和价值逐步凸

显，业务发展迅速。畅达传媒集团拥有中国高铁“国门站”北京南站全部平面媒体，北京铁路局京津冀高铁站优质核心平面媒

体，以及北京铁路局和济南铁路局通行全国的 600 列高铁动车的全部平面媒体的独家运营权，是国内领先的高铁站车媒体运

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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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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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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本期新设立子公司——深圳会开心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北京联络无忧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本期处置浙江阜熙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何志涛 

           

二 O 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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