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280      证券简称：联络互动    公告编号：2019-035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的更正公告 

 

 

 

一、更正情况说明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18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摘

要》及《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8、2019-020）等

相关公告，及公司于2019年5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公司章程（2019年5月）》。

公司于2019年6月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18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310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根据问询函中涉及到需补充和更正的部分，公司现对相关内容进行补充和更

正，具体情况如下： 

二、《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更正内容 

（一）更正内容为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公司基本情况”之“经营范围”。 

更正前: 

本公司经营范围为：通讯技术推广、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计算机技术培训；批发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出演出及演出中介）；设计、制

作、发布及代理国内外广告；通信及智能硬件产品设计、开发、销售，物业管理，自

有房屋租赁。有色金属、煤炭（无储存）、钢材的销售。（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 

更正后： 

本公司经营范围为：通讯技术推广、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计算机技术培训；批发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货物进出口、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除演出及演出中介）；设计、制

作、发布及代理国内外广告；通信及智能硬件产品设计、开发、销售，物业管理，自

有房屋租赁，有色金属、煤炭（无储存）、钢材、办公设备、家用电器及零配件、日

用百货、体育用品、服装鞋帽、化妆品、针纺织品、箱包、钟表、母婴用品、玩具的

销售，食品经营（凭许可证经营）、增值电信业务（凭许可证经营）。 

（二）更正内容为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按欠

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 

更正前: 

4)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占应收账款合

计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 

第一名 568,243,016.63 21.19   

第二名 205,316,839.83 7.66  30,052,351.37 

第三名 147,645,415.30 5.51  7,050,725.35 

第四名 117,504,794.92 4.38   

第五名 114,032,257.66 4.25  3,465,619.27 

合计 1,152,742,324.34 43.00 40,568,695.99 

更正后： 

4)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占应收账款合

计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 

第一名 568,243,016.63 17.18   

第二名 205,316,839.83 6.21  30,052,351.37 

第三名 147,645,415.30 4.46  7,050,725.35 

第四名 114,032,257.66 3.45  3,465,619.27 

第五名 78,719,951.40 2.38  2,470,533.02 

合计 1,113,957,480.82 33.67 43,039,229.01 

（三）《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中更正内容为第四节“股本及股东情况”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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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前: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127,561 年度报告披露日 129,19 报告期末表决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0 



 

股东总数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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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600,787 370,200,590 476,983,512 质押 476,983,512 

E.T.XUN(Ho

ng Kong) 

Holding 

Limited 

境外法人 258,676,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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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771,669 0 105,042,017 质押 105,042,017 

徐智勇 
境内自然

人 
91,549,654 0 75,317,200 质押 75,317,200 

高雁峰 
境内自然

人 
63,335,391 0    

陈理 
境内自然

人 
53,202,863 53,202,863 48,030,000 质押 48,030,000 

郭静波 
境内自然

人 
51,135,363 0 51,009,500 质押 51,009,500 

滕学军 
境内自然

人 
44,548,105 0 34,599,999 质押 34,5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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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00,000 0    

乔文东 
境内自然

人 
20,985,022 0 15,92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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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中，何志涛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

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未有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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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 127,561 年度报告披露日 129,19 报告期末表决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0 



 

股东总数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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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983,512 

E.T.XUN(Ho

ng Kong) 

Holding 

Limited 

境外法人 11.88% 258,676,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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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105,042,017 

徐智勇 
境内自然

人 
4.21% 91,549,654 0 质押 75,317,200 

高雁峰 
境内自然

人 
2.91% 63,335,391 0   

陈理 
境内自然

人 
2.44% 53,202,863 53,202,863 质押 48,030,000 

郭静波 
境内自然

人 
2.35% 51,135,363 0 质押 51,009,500 

滕学军 
境内自然

人 
2.05% 44,548,105 0 质押 34,5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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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中，何志涛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

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未有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从事零售相

关业务》，公司需要遵照该指引进行补充披露，增加关于从事零售行业相关业务的业

务概述及相关章节，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30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

及摘要（公告编号2019-036）。 



 

三、《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更正内容 

公司于 2019年 4月 2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 2019-020），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公告中“年初未分配利润”和“可

供分配利润”两项财务指标有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8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8,712,491.03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35,335,925.47 元，截止

2018 年 12月 31日止，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633,376,565.56元。 

目前公司正处于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为保证公司经营和发

展的资金需要，推动公司顺利转型，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

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更正后：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8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8,712,491.03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704,048,416.50 元，截

止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35,335,925.47 元。 

目前公司正处于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为保证公司经营和发

展的资金需要，推动公司顺利转型，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

红，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四、《公司章程》更正内容 

公司于 2019年 5月 2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公司章程》（以下简称“章程”），

对股份回购部分进行修订，由于工作人员疏忽，章程中第一章第五条“公司住所”未

更新，现更正如下： 

 

条款 更正前 更正后 

第一章

第五条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南

环路 3766 号。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物联网街 451 号芯图大厦 18 层。 

 



 

五、其他情况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原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

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的审核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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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