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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的补充更正公告 

关于 公司 部分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联络互动”）

于 2022 年 4月 29日披露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公司控股子公

司 Newegg Commerce,Inc 在美国同步披露了 2021年财报，根据其最新的业务数

据及情况，经公司事后再次审核，对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部分内容进

行补充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一、具体更正情况 

2021 年年度报告： 

1.“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之“一、公司的主营业务”之“1、海外跨境电商” 

（更正前）： 

直营销售业务：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整合现有资源，借助自身互联网技术优势

条件以及平台运营多年的先发优势，不断拓展市场覆盖率，对平台货品的多样性

和内容的丰富度进一步深化：在 Newegg 拥有超过 3900 万个库存单位，涵盖 2000 

多个类别的商品通过平台直接销往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涵盖北美、拉美、

欧洲、中东及非洲以及亚太等市场的同时，企业积极布局媒体销售，通过包括

Newegg Studios 、Google Shopping 、Slickdeals 及 Instagram 在内的站外

各类媒体渠道对品牌或单个商品进行链接推广，以期实现低成本引流，多渠道创

收。 

第三方市场平台业务（Marketplace）：第三方平台业务具备无需占用电商

平台资金、收取稳定管理费、有利于增加经营产品种类及规模等特点，是目前

Newegg 电商平台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Newegg 基于自身丰富的海外运营经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平台超过 3600 万注册用户的流量优势，为用户提供全面的电子商务解决方案，

包括产品上架、营销渠道、客户服务及物流方案(SBN) 等增值工具和服务,协助

商家完成从商品上架到品牌营销、销售售后等一整套服务。 

（更正后）： 

直营销售业务：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整合现有资源，借助自身互联网技术优势

条件以及平台运营多年的先发优势，不断拓展市场覆盖率，对平台货品的多样性

和内容的丰富度进一步深化：在 Newegg 拥有超过 3800 万个库存单位， 涵盖

1800 多个类别的商品通过平台直接销往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涵盖北美、拉

美、欧洲、中东以及亚太等市场的同时，企业积极布局媒体销售， 通过包括 

Newegg Studios 、Google Shopping 及 Instagram 在内的站外各类媒体渠道对

品牌或单个商品进行链接推广，以期实现低成本引流，多渠道创收。 

第三方市场平台业务（Marketplace）：第三方平台业务具备无需占用电商

平台资金、收取稳定管理费、有利于增加经营 产品种类及规模等特点，是目前 

Newegg 电商平台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Newegg 基于自身丰富的海外运营经验、

平台超过 3960 万注册用户的流量优势， 为用户提供全面的电子商务解决方案， 

包括产品上架、营销渠道、客户服务及物流方案(SBN) 等增值工具和服务,协助

商家完成从商品上架到品牌营销、销售售后等一整套服务。 

 

2. “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主营业务分析”之“2、收入与

成本”之“（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更正前）：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1,502,226,180.74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

例 
9.08%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

售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 5 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客户一 802,614,337.00 4.85% 

2 客户二 231,754,091.48 1.40% 

3 客户三 188,585,076.00 1.14% 

4 客户四 162,808,786.00 0.98% 

5 客户五 116,463,890.25 0.70% 



 

合计 -- 1,502,226,180.74 9.08% 

（更正后）：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1,492,649,419.66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

例 
9.02%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

售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 5 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客户一 802,614,337.00 4.85% 

2 客户二 231,754,091.48 1.40% 

3 客户三 188,585,076.00 1.14% 

4 客户四 162,808,786.00 0.98% 

5 客户五 106,887,129.18 0.65% 

合计 -- 1,492,649,419.66 9.02% 

 

3. “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六、税项”之“1、主要税种及税率” 

（更正前）： 

存在不同企业所得税税率纳税主体的，披露情况说明 

纳税主体名称 所得税税率 

数字天域(香港)科技有限公司 适用于香港当地税收法律。 

杭州联络互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增值税率 3%，企业所得税率 25%。 

Connect  Technova  Inc. 适用于美国当地税收法律。 

去玩有限公司 适用于香港当地税收法律。 

上海域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增值税率 3%，企业所得税率 25%。 

Newegg commerce,Inc 及其各子公司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

务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Newegg Inc.部分中国境 内子公司适用该优惠税

率。 

霍尔果斯联合双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增值税率 6%,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新

疆喀什霍尔果斯两个特殊经济开发区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12 号)）规定，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在新疆喀什、

霍尔果斯两个特殊经济开发区内新办的属于《新疆

困难地区重点鼓励发展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范围内的企业，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

税年度起，五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 

霍尔果斯迪岸浩发广告有限公司 

增值税率 6%,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新

疆喀什霍尔果斯两个特殊经济开发区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12 号)）规定，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在新疆喀什、



 

霍尔果斯两个特殊经济开发区内新办的属于《新疆

困难地区重点鼓励发展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范围内的企业，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

税年度起，五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 

西藏万途思瑞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增值税率 6%，根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西藏自治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若干规定的通知》

（藏政发[2021]9 号）规定，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9%。 

西藏迪岸润吉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增值税率 6%，根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西藏自治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若干规定的通知》

（藏政发[2021]9 号）规定，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9%。 

（更正后）： 

存在不同企业所得税税率纳税主体的，披露情况说明 

纳税主体名称 所得税税率 

数字天域(香港)科技有限公司 适用于香港当地税收法律。 

杭州联络互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增值税率 3%，企业所得税率 25%。 

Connect  Technova  Inc. 适用于美国当地税收法律。 

去玩有限公司 适用于香港当地税收法律。 

上海域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增值税率 3%，企业所得税率 25%。 

Newegg commerce,Inc 及其各子公司 

适用于经营当地税收法律。根据财税[2017]79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商务部 科技部 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政策推广至

全国实施的通知》，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对经

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

收企业所得税。Newegg commerce,Inc 部分中国境

内子公司适用该优惠税率。 

霍尔果斯联合双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增值税率 6%,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新

疆喀什霍尔果斯两个特殊经济开发区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12 号)）规定，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在新疆喀什、

霍尔果斯两个特殊经济开发区内新办的属于《新疆

困难地区重点鼓励发展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范围内的企业，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

税年度起，五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 

霍尔果斯迪岸浩发广告有限公司 

增值税率 6%,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新

疆喀什霍尔果斯两个特殊经济开发区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12 号)）规定，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在新疆喀什、

霍尔果斯两个特殊经济开发区内新办的属于《新疆

困难地区重点鼓励发展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范围内的企业，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

税年度起，五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 

西藏万途思瑞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增值税率 6%，根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西藏自治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若干规定的通知》

（藏政发[2021]9 号）规定，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9%。 



 

西藏迪岸润吉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增值税率 6%，根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西藏自治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若干规定的通知》

（藏政发[2021]9 号）规定，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9%。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已同步补充更正，除上述补充更正内容外，

其他内容不变，更新后的《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公司对上述补充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定期报告编制的审核工作，提高定期报告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5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