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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5                             证券简称：二三四五                             公告编号：2020-051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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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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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四五 股票代码 00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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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俊祺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环科路 555 弄 2 号楼 9 楼  

电话 021-64822345  

电子信箱 stock@2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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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331,858.71 1,799,832,073.30 -6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9,421,939.59 646,122,575.36 -6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72,829,296.43 617,304,845.51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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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8,422,985.74 1,503,321,568.90 -78.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66 0.1136 -67.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66 0.1145 -68.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4% 6.70% 减少 4.6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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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1,635,146.99 11,383,914,927.51 -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281,852,535.06 10,159,214,361.09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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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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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富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38% 422,301,900 0 质押 128,440,000 

韩猛 境内自然人 6.87% 393,523,936 0   

张淑霞 境内自然人 2.80% 160,400,498 0   

陈于冰 境内自然人 2.04% 116,838,039 78,333,529   

曲水信佳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2% 58,186,013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1% 58,085,423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8% 33,148,117 0   

国民信托有限

公司－国民信

托稳鑫 38 号证

券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0.39% 22,24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38% 21,941,101 0   

张映发 境内自然人 0.38% 21,930,96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韩猛与张淑霞为一致行动人，其余人之间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张映发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1,49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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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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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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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上海二三四

五网络控股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

券 

18 二三 01 112699 2018 年 05 月 15 日 2021 年 05 月 15 日 7,200 6.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5.42% 10.53% -5.1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9.1 22.84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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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秉持“新科技改变生活”的理念，践行“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战略，着力打造移动互联时

代的核心技术竞争力。受2019年度公司对金融科技服务业务进行了调整及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年上半年度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营业收入为65,233.19万元，较2019年同期下降63.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942.19万元，

较2019年同期下降6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7,282.93万元，较2019年同期下降72.00%。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发展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加强PC端、移动端和WEB端的资源整合，运用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新

兴技术加大对信息流和精准营销的研发，加速相关应用落地。受中国互联网网民增速放缓、互联网红利缩减及新冠疫情的影

响，2020年上半年公司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实现营收54,731.78万元，占总营收的83.90%，较2019年同期下降65.66%。 

公司始终坚持以用户需求为中心，在巩固PC端优势地位的同时，深度布局移动端产品应用生态，探索移动端内容类产

品。通过“玩赚星球”APP“工具+内容”双驱动的产品模式，基于个性化推荐算法集成丰富的应用生态场景，服务用户、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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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进而提高用户活跃度、增强用户粘性。2020年下半年公司将继续践行“APP舰群”的产品策略，加强内部资源整合与优

化，发挥协同效应，推进业务稳健发展，并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升产品用户体验，增强品牌知名度。                                         

受互联网金融服务业务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2019年度公司对金融科技服务业务进行了调整，2020年上半年度公司金融

科技服务业务实现营收10,474.53万元，较2019年同期下降83.25%，  占总营收的比例降至16.06%。  公司目前已持有互联网小

贷、融资租赁、保理、融资担保牌照，可为信用资质良好、提供了足额抵质押物的资金需求方提供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商

业金融服务。 

 

（二）其他重要事项及风险提示 

为实现“移动互联+人工智能”战略发展目标，公司在中台、智能算法和大数据中心三个方向进行了重点投入。以大数据

为核心、人工智能研究为手段，通过对互联网流量的合理分析及应用，将互联网流量潜能充分发挥，从而实现流量价值的最

大化；通过对大数据和精准推送的研究，实现对用户兴趣的全面剖析，海量资讯精准匹配，实时分析用户行为，实时推荐，

为用户提供千人千面的资讯内容，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此外，因公司在2019年度对金融科技服务业务进行了调整，2019

年第二季度起停止为个人客户提供新增的消费金融服务业务，故2020年上半年度业绩较2019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未来

公司将根据新战略的发展目标逐步回归技术驱动创新的发展方向，以实现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实现收入情况详见《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

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生的对外投资、担保等其他重要事项详见报告全文“第五节 重要事项”之“十五、重大合同及其履

行情况”之“2、重大担保”、“十七、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及“十八、公司子公司重大事项”。 

此外，公司日常经营中可能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详见报告全文“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十、公司面临的风险

和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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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衔接规

定，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资产负债表中"预收账款"重分类为"合同

负债" 
已审批 

合并报表：预收账款：减少7,680,796.67

元；合同负债：增加7,680,796.67元。母

公司报表：预收账款：减少10,421,042.31

元；合同负债：增加10,421,04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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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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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南宁快收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1,989,879.67 51.00% 出售 2020年06月22日 注1 

注1：转让合同于2020年6月15日签订，工商变更于2020年6月22日完成，公司于2020年6月19日收到股权转让款1,989,879.67

元，丧失控制权的时点为2020年6月22日。广西南宁快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2020年6月1日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报告期内新设孙、子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 设立日期 注册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截止2020年6月30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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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额 

株洲联成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2020/3/11 湖南株洲 人民币500万元 100.00 人民币500万元 

Ruifeng New Technology （ HK ） 

Limited 
2020/4/6 香港 4,500万美元 100.00 4,500万美元 

上海瑞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0/6/17 上海 人民币10亿元 100.00 0 

 

3）本期新设立结构化主体 

名称 类型 设立时间 

中泰•新宁21号服务信托 信托计划 2020.06.17 

 

4）报告期内清算子公司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对曲水惠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集乐（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了清算，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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