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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1                  证券简称：ST 三五                  公告编号：2021-195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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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均已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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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三五 股票代码 30005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三五互联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章威炜 

(法定代表人、董事、总经理，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赖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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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92-2950819 0592-2950819 

电子信箱 zqb@35.cn zqb@35.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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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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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98,390,276.31 118,721,094.31 118,721,094.31 -1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20,034.81 -5,829,695.67 -5,829,695.67 6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5,393,642.86 -9,975,304.83 -9,975,304.83 45.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54,035.02 7,406,581.80 7,406,581.80 -38.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0.02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0.02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7% -1.88% -1.88% 1.01%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644,698,098.31 699,891,894.67 699,891,894.67 -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2,587,186.67 244,788,215.04 244,788,215.04 -0.9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21 年 6 月 1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提案》，对前

述重大会计差异进行追溯重述，并重新编制 2020 年财务报表，对资本公积、投资收益、未分配利润进行了追溯重述，减少

合并报表 2020 年年末资本公积 24,974,488.60 元，增加未分配利润 24,974,488.60 元,同时分别增加 2020 年度投资收益、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4,974,488.60 元。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35,53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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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龚少晖 境内自然人 30.07% 109,977,735 0 

质押 109,627,100 

标记 109,627,100 

冻结 109,977,735 

海通恒信国际 

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81% 21,251,566 0   

龚正伟 境内自然人 1.45% 5,301,923 0   

侯霞 境内自然人 0.68% 2,500,000 0   

王丹妮 境内自然人 0.36% 1,320,800 0   

王海波 境内自然人 0.36% 1,300,000 0   

北京燕赵汇金 

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2% 1,17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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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兴业银行 境外法人 0.28% 1,017,000 0   

王忠营 境内自然人 0.28% 1,015,600 0   

杨开月 境内自然人 0.25% 93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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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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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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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重大资产重组善后 

2020年09月23日 关于收到民事起诉状等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69) 

2020年10月19日 关于相关诉讼案件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71) 

2020年11月06日 关于收到法院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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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1月07日 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 

确定法定代表人 2021年04月01日 
关于确定法定代表人及选举董事、专门委员会委员与主任委员(召集人)暨聘

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4) 

给予总经理相关授权 2021年06月15日 关于给予总经理相关授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7) 

修改/重新制定公司章程 

2021年04月01日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修正案(公告编号：2021-040、

2021-041) 

2021年04月19日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修正案(公告编号：2021-054、

2021-055) 

2021年06月15日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21年6月11日重新制定〕(公告编号：

2021-129)、重新制定前后的章程差异对比表(公告编号：2021-128) 

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暨取得

新营业执照 
2021年07月13日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暨取得新营业执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57)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

调整 
2021年06月18日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44) 

控股股东与财达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表决权委托及股

份协议转让 

2020年07月28日 
关于股份协议转让暨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

2020-138) 

2021年01月29日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相关事项

的后续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 

控股股东与江西绿滋肴控

股有限公司表决权委托及

实际控制人拟变更 

2020年06月29日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等协议暨实际控制

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108) 

2020年08月14日 关于《表决权委托协议》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58) 

2020年10月27日 关于《表决权委托协议》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72) 

2020年12月21日 关于《表决权委托协议》相关事项的后续公告(公告编号：2020-215) 

2021年01月29日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江西绿滋肴控股有限公司表决权委托相关事项

的后续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 

2021年03月11日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江西绿滋肴控股有限公司表决权委托相关事项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30)、关于创业板〔2021〕第117号关注函的回

复说明、关于对龚少晖关注函的回复之法律意见书 

2021年07月06日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江西绿滋肴控股有限公司表决权委托相关事项

的后续公告(公告编号：2021-153)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

持部分股份司法拍卖 

2021年07月06日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暨可能被动减持股份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52) 

2021年08月11日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部分股份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183) 

控股股东股份原减持计划 2021年01月12日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3)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 5 页 / 共 5 页 

期满及新减持计划 

2021年04月13日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计划期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45) 

2021年04月13日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6) 

2021年08月09日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82) 

控股股东与海通恒信国际

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发

生股份过户暨权益变动 

2021年02月26日 
关于股份过户暨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27、2021-028) 

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重

新认定 
2021年01月15日 关于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重新认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 

 

子公司重大事项： 

1、2020年3月17日，公司与吴琦、黄伟鹏、林弋三名自然人共同认缴出资设立厦门三五链上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

万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510万元，持有51％股权)并已取得营业执照；2021年4月7日，链上科技股东变更为三五互联与王琦

(其中公司认缴出资510万，持有51％股权，王琦认缴出资490万，持有49％股权)；2021年4月13日，链上科技更名为厦门雾

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内部转让，转让后公司认缴出资变更为490万，持有49％股权，王琦认缴出资510万，持有51％股权。 

2、2021年7月30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厦门三五互联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三五互联移动通讯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暨重大资产出售之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其摘要

和其他相关提案，同意公司通过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持有的天津三五10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三五互联移动通讯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

暨重大资产出售之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其摘要等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159至2021-162、2021-164至2021-180)以及此

前已披露的其他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119、2021-148、2021-156、2021-158)。 

3、2021年8月17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紧急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紧急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天津三五互联移动通讯有限公司签订〈办公楼购买意向书〉的提案》；为进一步盘活全资子公司

天津三五产业园区，天津三五(卖方)拟与买方天津金域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简称“金域医学”)签订《办公楼购买意向

书》，双方就办公楼产权交易事项达成原则性的框架内容和初步的意向约定。金域医学现为公司天津产业园区相关房产租赁

方之一；交易条件成熟时，双方将另行签订正式购房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全资子公司天津三五互联移动通讯有限公司签订〈办公楼购买意向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186)。 

除前述事项外，报告期内发生的其他重要事项，公司亦已及时以临时公告的形式予以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