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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1                     证券简称：三五互联                     公告编号：2021-078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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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已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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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后，出具带“与持续

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对前述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的事项进行了专项说明；具体内容详见

《董事会关于 2020年度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公告编号：

2021-084)、《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0年度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

事项的专项说明〉的审核意见》(公告编号：2021-085)、《关于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暨停牌公告》(公

告编号：2021-086)，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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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威炜(总经理，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办公地址 厦门软件园二期观日路 8号三五互联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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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592-5392104  

电话 0592-2950819  

电子信箱 zqb@35.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系通过SaaS模式为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提供软件应用及服务的主要提供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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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企业办公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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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的“35云门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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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此外，公司拥有的“三五名片链”是集小程序商城+团队管理+客户管理+跨越微信、抖音等多平

台宣传的线上团队化智能营销工具，对外可展示个人、公司、产品及动态信息，提高客户信任感，对内可管理组员销售获客、

拓客情况，管理客户资料不流失，并根据客户访问数据智能分析客户意向，方便二次、三次跟进，促成接单；“叩叩来了”

是一款智慧餐饮运营工具，支持微信、抖音双平台，致力于助力餐饮商家提高线上获客能力，强化顾客管理能力以及精细化

运营能力，帮助商家大幅提高店铺曝光率、营业额以及顾客粘性。 

公司全资子公司道熙科技为网络游戏研发企业，主要产品为网页游戏和移动游戏等，拥有策略类游戏(SLG)、角色扮演

类游戏(RPG)以及社交游戏(SNS)三条业务线，与腾讯游戏大厅、腾讯应用宝、Facebook等国内外知名游戏平台具有良好合作

关系。道熙科技拥有经验丰富、策划能力突出的游戏研发团队，市场知名、运营稳定的精品游戏产品，合作关系稳定的运营

渠道以及自主研发的游戏开发引擎和技术。道熙科技主打的《城防三国》《战争霸业》等游戏产品近年在保持稳步发展的同

时，其研发重心逐步向手机端游戏转移，加快手游研发测试进度，通过积极拓展H5游戏等新产品，丰富游戏产品及数量，提

高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仍在运营的游戏共4款，包括公司自有平台主要运营SLG页游《城防三国》《战

争霸业》，处于运营测试研发期的联合运营测试的H5手游《PPXY》进阶版和《FHLT》。 

公司为拓展虚拟运营商移动通讯转售业务，积极开展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大运营商的业务合作，并围绕移动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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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积极拓展移动转售业务，公司

持续发挥了产业协同发展优势，进一步开拓了市场，提高了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公司是福建省唯一获移动转售业务牌照的

企业，控股子公司厦门三五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国内甚小口径终端地球站等通信业务牌照，拥有162电信/165移动开头的

码号资源，可以提供基于2G/3G/4G/5G网络的语音、短信、流量、物联网、车联网、智能产品、卫星终端等服务，提供在无

基站网络时的通信及上网解决方案，为用户提供多元化的通信应用场景，为用户定制个性化通信套餐，为海洋、森林、国际

漫游的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公司积极参与5G、物联网、卫星互联网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致力于为“一带一路”战略

部署、数字海洋、数字中国建设贡献力量，为全球广大客户提供个性化语音、流量、卫生通讯、应急通信等一站式通信解决

方案。 

未来发展战略方面，公司将继续着力于二个方向：一是践行双云战略，持续推进企业办公产品创新及体系迭代；为进一

步推动国内中小企业云应用服务平台的建设，公司立足于云计算及云存储技术，持续推进“35云门户”、“三五名片链”等

产品的升级完善并不断推出创新性企业办公产品，与产业链中的上下游合作商共同为中小企业打造更便捷、更开放的一站式

的移动信息化云服务平台，同时通过整合、开放运营商通信资源和基础设施资源，以云服务的模式，围绕用户需求和体验，

汇聚并整合集团信息化应用，为企业客户提供便捷订购、统一鉴权和一站式使用的信息化服务平台。二是推进游戏、虚拟运

营商等业务共同发展，布局大互联网产业；公司继续通过积极发展移动通讯转售业务，多方面探索与移动互联网各产业的融

合发展，发挥产业协同发展优势，加大线上线下销售资源整合，进一步开拓市场，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同时，

公司借由全资子公司道熙科技深度布局游戏行业，积极拓展游戏市场，持续推进产品更新迭代，深化公司在大互联网领域的

战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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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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21,676,65

7.80 

288,308,60

7.71 

288,308,60

7.71 
-23.11％ 

234,806,55

8.59 

234,806,558.

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93,777,16

2.86 

-257,255,7

34.85 

-257,255,7

34.85 
63.55％ 

-420,824,0

13.12 

-345,853,243

.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4,497,36

7.38 

-265,308,9

48.62 

-265,308,9

48.62 
68.15％ 

-425,252,3

30.82 

-350,281,560

.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9,408,981

.88 

52,377,893

.34 

52,377,893

.34 
-62.94％ 

38,331,951

.46 

38,331,951.4

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70 -0.70 62.86％ -1.15 -0.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70 -0.70 62.86％ -1.15 -0.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18％ -57.07％ -57.07％ 21.89％ -55.32％ -43.33％ 

项目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8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699,891,89

4.67 

808,535,97

4.26 

808,535,97

4.26 
-13.44％ 

1,008,740,

511.11 

1,083,711,28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44,788,21

5.04 

313,096,45

6.79 

313,096,45

6.79 
-21.82％ 

516,570,02

0.97 

591,540,790.

83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19年 10月 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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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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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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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57,269.14 66,363,825.17 54,879,478.78 48,076,08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2,744.20 -4,456,951.47 -5,175,608.17 -82,771,85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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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86,474.25 -6,288,830.58 -6,426,261.50 -68,095,801.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5,213.08 8,971,794.88 -5,623,271.34 17,625,671.42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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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4,77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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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8％ 131,229,301 0 
质押 130,878,666 

冻结 30,751,566 

龚正伟 境内自然人 1.45％ 5,301,923 0   

#张建国 境内自然人 0.25％ 917,300 0   

黄岩富 境内自然人 0.22％ 795,800 0   

俞卫宁 境内自然人 0.20％ 721,200 0   

郑时钦 境内自然人 0.19％ 700,000 0   

姚  威 境内自然人 0.18％ 651,300 0   

冯  量 境内自然人 0.17％ 637,300 0   

林孔玉 境内自然人 0.16％ 590,300 0   

吕  义 境内自然人 0.15％ 56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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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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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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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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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系通过SaaS模式为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提供软件应用及服务的主要提供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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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企业节约成本，提高平均人效；公司另有“35云门户”产

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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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三五名片链”是集小程序商城+团队管理+客户管理+跨越微信、抖音等多平台

宣传的线上团队化智能营销工具，对外可展示个人、公司、产品及动态信息，提高客户信任感，对内可管理组员销售获客、

拓客情况，管理客户资料不流失，同时可根据客户访问数据，智能分析客户意向，方便二次、三次跟进，促成接单；“叩叩

来了”是一款智慧餐饮运营工具，支持微信、抖音双平台，致力于助力餐饮商家提高线上获客能力，强化顾客管理能力以及

精细化运营能力，帮助商家大幅提高店铺曝光率、营业额以及顾客粘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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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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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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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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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8,625,993.77 5,354,796.93 62.08％ -30.86％ -35.28％ -4.23％ 

房屋租赁 17,711,871.91 -5,579,537.58 -31.50％ 64.53％ 42.99％ 59.41％ 

网站建设 27,734,385.36 20,900,873.47 75.36％ -21.39％ -23.81％ -2.39％ 

企业邮箱 25,982,757.53 20,963,328.38 80.68％ -16.48％ -18.37％ -1.86％ 

网络域名 21,883,685.76 7,474,422.58 34.16％ -29.17％ 4.04％ 10.91％ 

软件产品销售 10,424,014.65 7,315,089.97 70.18％ -44.55％ -50.00％ -7.64％ 

移动转售通信产品 55,983,606.25 14,131,679.13 25.24％ -35.01％ -40.60％ -2.38％ 

游戏产品 53,330,342.57 45,062,185.28 84.50％ -15.13％ -15.69％ -0.56％ 

合计 221,676,657.80 115,622,838.16 52.16％ -23.11％ -23.25％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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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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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2017年 7月，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并要求境内

上市的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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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说明： 

2017年 7月 5日，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

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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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

2020年 1月 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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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编制的 2020年度合并利润表及母公司利润表各项目、2020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

负债表各项目，与假定采用变更前会计政策编制的这些报表项目相比，除部分财务报表科目重分类外，没有重大影响。在首

次执行日，执行新收入准则的影响如下： 

合并报表 

项目 按照原收入准则 按照新收入准则 影响金额(2020年 1月 1日) 

应收账款 24,793,199.31 21,529,818.28 -3,263,381.03 

合同资产  3,263,381.03 3,263,381.03 

预收款项 36,619,383.49  -36,619,383.49 

合同负债  34,559,892.11 34,559,892.11 

其他流动负债 3,057,916.67 5,117,408.05 2,059,491.38 

母公司报表 

项目 按照原收入准则 按照新收入准则 影响金额(2020年 1月 1日) 

预收款项 28,961,229.97  -28,961,229.97 

合同负债  27,252,062.20 27,252,062.20 

其他流动负债  1,709,167.77 1,709,167.77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未发生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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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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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 购 买

方名称 

股权取得

时点 

股 权 取

得成本 

股权取得

比例(％) 

股权 

取得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

确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

末被购买方

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

末被购买方

的净利润 

深 圳 市

鑫 曼 科

技 有 限

公司 

2020-3-30 
130,000

.00 
100 

非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 
2020-3-30 

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 

24,162,222.

67 

19,061,70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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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并成本及商誉 

合并成本 深圳市鑫曼科技有限公司 

--现金 130,000.00 

--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  

--发行或承担的债务的公允价值  

--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  

--或有对价的公允价值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于购买日的公允价值  

--其他  

合并成本合计 130,000.00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130,000.00 

商誉/合并成本小于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金额  

 

3、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资产、负债 

项目 
深圳市鑫曼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日公允价值 购买日账面价值 

资产：   

无形资产 130,000.00  

负债：   

净资产 130,000.00  

减：少数股东权益   

取得的净资产 130,000.00  

 

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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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亿中邮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15,000,000.00 95.5 股权转让 

2020-1

2-29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控制权转移 
9,226,07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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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亿中邮

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24,880,8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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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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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三五链上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2020-3-17 255,000.00 注 

备注：2020年3月17日，公司设立厦门三五链上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0万元，公司持股51.00％。至资产

负债表日，公司对其实际出资255,000元。 

 

2、合并范围减少 

处置公司名称 处置方式 处置日 

苏州三五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销 2020年7月9日 

泉州三五互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2020年12月31日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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