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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

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 

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 

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 

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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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义务披露人、

财达证券 
指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五互联、上市公

司、公司 
指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集合计划 指 
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财达证券 5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龚少晖部分股份被强制执行

而导致集合计划之管理人财达证券被动成为公司单

一拥有表决权份额最大的股东。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 指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本报告书中，如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差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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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财达证券以管理人的身份，披露本集合计划在三五互联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情况。 

财达证券主要情况如下： 

名称：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自强路 35号 

法定代表人：翟建强 

注册资本：27.45 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000738711917Q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代销金融产品；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经营期限：长期 

主要股东：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自强路 35 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情况，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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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图如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财达证券 32.44%的

股份，是财达证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二）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控股股东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唐钢)是国有特大型企业，全国十

大钢铁企业之一。唐钢集团始建于 1943 年，前身为日本东洋纺绩株式会社开办

的唐山制钢所。后经过历次隶属与名称变更，公司于 1995 年 12 月改制为国有独

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为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河北省国资委”）。2006 年 1 月，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组建唐

钢集团公司的批复》（冀政函【2005】127 号），河北省国资委将持有的宣化钢

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宣钢集团”）和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承钢集团”）的国有股权划转至唐钢集团。2008 年 6 月，根据《河北省

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组建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冀政函【2008】60号），

河北省国资委将其持有的唐钢集团的国有产权整体划入河钢集团。河钢集团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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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达证券 100%的股权，河北省国资委持有河钢集团 100%的股权，因此，河北省

国资委为财达证券的实际控制人。 

（三）股东情况 

财达证券一季度末前十大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股东性质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52,631,050 32.44 国有法人 

河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 441,780,550 13.61 国有法人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340,000,000 10.48 国有法人 

邯郸市鹏博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119,772,000 3.69 境内非国有法人 

河北国傲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 3.08 境内非国有法人 

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00 2.47 国有法人 

唐山金海资产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67,088,000 2.07 国有法人 

河钢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2,280,000 1.92 国有法人 

泊头市天润纺织有限公司 60,000,000 1.85 境内非国有法人 

秦皇岛市财信资产管理中心 58,150,400 1.79 国有法人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情况 

序

号 
被参控公司 参控关系 

持股比

例(%) 
主营业务 

1 
财达期货有限公

司 
控股子公司 99.20 

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

咨询及资产管理 

2 
财达投资(天津)

有限公司 

间接全资子

公司 
100.00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批发零售业等 

3 
财达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股权投资;与股权投资相关的财务顾问

业务 

4 
财达鑫瑞投资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以自有资金对国家非限制或非禁止的项

目进行投资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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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成立于 2002 年 4 月 25日主营业务为证券经纪；证券投资

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

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为期货公司提供

中间介绍业务。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21-12-31/2021

年度 

2020-12-31/2020

年度 

2019-12-31/2019

年度 

        营业总收入 252,429.67 204,978.96 181,326.03 

        净利润 68,052.28 53,200.64 60,924.61 

        资产总计 4,529,239.69 3,913,606.77 3,421,437.29 

       资产负债率 73.35% 77.19% 74.66% 

        负债合计 3,412,872.39 3,020,786.02 2,554,354.18 

      净资产收益率 6.10% 5.96% 7.03%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权益 1,115,941.69 892,399.81 866,671.56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受到处罚和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财达证券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

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不存在与证券市场相关的重大不良诚信记录，亦不

存在正在被证券监管部门或者证券交易所调查的情形。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财达证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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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本公司 

职务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

地区的居留权 
长期居住地 

翟建强 男 
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 
中国 否 石家庄 

张  明 男 
副董事长、总经

理 
中国 否 石家庄 

孙鹏 男 董事 中国 否 秦皇岛 

庄立明 男 董事 中国 否 石家庄 

张元 男 董事 中国 否 石家庄 

唐建君 女 董事 中国 否 石家庄 

  韩  旭 男 职工董事 中国 否 石家庄 

李长皓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否 北京 

李世银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否 北京 

龙传喜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否 北京 

张宏斌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否 石家庄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违法违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不存在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 

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的情况，不存在与证券市场相关的 重

大不良诚信记录。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均不存在在境内、境外 

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的情形。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最近两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情况

说明  

（一）最近两年控股股东情况 最近两年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未发生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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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两年实际控制人情况 最近两年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未

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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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为

33,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02%。本次权益变动系因公司原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龚少晖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和比例减少，从而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被动成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股份增持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的计划。如未来 12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增持或减持股份的决定，信息披

露义务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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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不变，为

33,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02%。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因龚少晖先生与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融证券”）发生相关纠纷，

华融证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措施，通过司法拍卖处置龚少晖先生持有的

22,395,700 股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前，龚少晖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81,477,735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2.28%，鉴于其中 33,0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9.02%）

对应的表决权已委托给财达证券行使，龚少晖先生享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为

48,477,73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26%，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财达证券拥有表决权的股数及比例未发生变化，享有表决

权的公司股份数仍为 33,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02%，被动成为公司单

一拥有表决权份额最大的股东；龚少晖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59,082,035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16%，享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为 26,082,035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7.13%。龚少晖先生不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财达证券被动成为公司单一

拥有表决权份额最大的股东。 

具体情况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前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拥有表决权股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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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少晖 无限售流通股 
81,477,735 22.28% 48,477,735 13.26% 

财达证券 - - - 33,000,000 9.02%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拥有表决权股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财达证券 - - - 33,000,000 9.02% 

龚少晖 无限售流通股 59,082,035 16.16% 26,082,035 7.13% 

（注：上表中合计数如与各加数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为四舍五入造成）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处于司法冻结及质押状

态。 

四、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财达证券拥有表决权的股数及比例未发生变化，享有表决

权的公司股份数仍为 33,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02%，被动成为公司单

一拥有表决权份额最大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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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公司原第一大股东龚少晖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和比例减

少，从而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被动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公

司股份数量和比例未发生变化，不涉及资金支付行为，不涉及资金来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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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 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或调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具体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将

支持上市公司继续发展主营业务，积极维护股东权益。如未来根据上市公司 实

际 情况需要进行资产、业务等方面的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 法

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应程序和义务。 

 

二、 未来 12 个月内拟对上市公司资产、业务进行处置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

其 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具体计划，或上

市公 司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如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

应调 整，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应程

序和 义务。  

 

三、 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监事

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任期等的计划或建议，与其他股东之间未就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如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

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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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应程序和义务。 

 

 四、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的计划。

如 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

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应程序和义务。  

 

五、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

调 整的计划。未来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

人将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六、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

重大 调整的计划。未来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调整的，信息披露义

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 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架构 

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未来如果上市公司根据实际情况需要进行上述重组和调 

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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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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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

务独立不产生影响。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市公司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建立了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在采购、生产、销售、 

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仍作为独立运营的上市公 

司继续存续，在人员、资产、业务、财务、机构等方面均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保持 

独立。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并 

履行相应的义务。  

二、同业竞争的情况  

上市公司主要从事互联网服务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截至本报告书签署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均不存在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与

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三、关联交易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亦 

不存在关联交易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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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 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

之间没有发生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的情况。 

二、 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发生合计金额超过 5 万元的交易。  

三、 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况。 

四、 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和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

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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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在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自查确认文件，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

之日前最近六个月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方式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行

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

在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自查确认文件，信息 

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最

近六个月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方式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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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财务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财务资料   

财达证券近三年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资产：       

    货币资金 1,134,116.73 935,852.16 859,519.69 

        其中：客户资金存款 1,010,598.18 792,896.59 739,681.32 

    结算备付金 331,501.66 437,102.19 315,475.71 

        其中：客户备付金 244,235.38 340,684.36 234,299.38 

    拆出资金       

    融出资金 686,711.67 574,107.66 389,365.78 

    金融投资 1,989,545.85 1,623,774.62 1,435,192.78 

        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  1,981,545.85 1,615,774.62 1,432,192.78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8,000.00 8,000.00 3,000.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衍生金融资产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93,701.04 218,768.41 316,968.42 

    持有待售资产       

    应收款项 52,346.51 13,348.40 15,861.11 

    合同资产       

    应收利息       

    存出保证金 38,247.23 29,490.91 17,16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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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业务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固定资产 15,843.32 16,089.51 18,136.03 

    在建工程       

    使用权资产 12,305.53     

    无形资产 11,296.51 9,718.63 7,803.24 

    其中：交易席位费       

    商誉 1,791.02 1,791.02 1,791.02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415.07 30,955.33 24,507.82 

    投资性房地产 6,371.59 7,052.23 7,742.77 

    其他资产 23,045.95 15,555.70 11,912.08 

资产差额(特殊报表科目)       

资产差额(合计平衡项目)       

资产总计 4,529,239.69 3,913,606.77 3,421,437.29 

负债：       

    短期借款       

    其中：质押借款       

    应付短期融资款 332,783.34 131,339.59   

    拆入资金     20,006.44 

    交易性金融负债 31,284.47 10,050.52   

    衍生金融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067,139.12 783,548.16 655,858.93 

    代理买卖证券款 1,211,863.57 1,102,003.51 950,176.39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54,556.03 55,897.65 63,305.39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5,482.03 15,746.33 991.60 

    应付款项 34,452.58 4,166.18 8,342.52 

    应付利息       

    合同负债 944.71 1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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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待售负债       

    代理业务负债       

    租赁负债 11,707.33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586,013.64 788,142.56 737,975.35 

    递延所得税负债 5,202.66 3,445.24 4,784.78 

    预计负债 32.48     

    其他负债 71,256.04 126,319.38 112,912.77 

    负债差额(特殊报表科目) 154.39     

    负债差额(合计平衡项目)       

    负债合计 3,412,872.39 3,020,786.02 2,554,354.1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324,500.00 274,500.00 274,500.00 

    其它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金 472,949.13 341,494.86 341,494.86 

    减：库存股       

    其它综合收益   -29.00 -16.00 

    盈余公积金 30,107.07 23,351.30 18,149.69 

    未分配利润 98,963.55 77,256.21 67,286.56 

    一般风险准备 189,421.93 175,826.44 165,256.44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股东权益差额(特殊报表科目)       

    股权权益差额(合计平衡项目)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115,941.69 892,399.81 866,671.56 

    少数股东权益 425.62 420.94 411.5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16,367.30 892,820.75 867,083.11 

负债及股东权益差额(特殊报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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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及股东权益差额(合计平衡项目)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4,529,239.69 3,913,606.77 3,421,4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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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营业收入 252,429.67 204,978.96 181,326.03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09,687.11 103,760.29 76,532.33 

        经纪业务手续费净收入 75,399.57 73,212.99 54,427.34 

        投资银行业务手续费净收入 27,582.22 27,153.08 20,756.37 

        资产管理业务手续费净收入 4,238.07 3,083.86 1,122.53 

    利息净收入 9,877.93 9,413.61 13,660.31 

        利息收入 79,404.56 82,074.18 73,166.07 

        减：利息支出 69,526.63 72,660.57 59,505.76 

    投资净收益 84,362.26 82,103.52 62,238.93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净敞口套期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8,894.85 -6,760.33 10,876.47 

    汇兑净收益 -60.88 -87.02 20.65 

    其他收益 132.84 323.19 152.32 

    其他业务收入 39,535.56 16,235.23 17,838.72 

    资产处置收益   -9.53 6.30 

营业支出 159,784.56 132,362.97 99,054.35 

    税金及附加 2,042.47 2,084.92 1,485.24 

    管理费用 109,906.78 81,229.64 92,313.59 

    资产减值损失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9,366.31 33,674.79 -11,482.61 

    其他业务成本 38,469.00 15,373.62 16,738.13 

    加：营业利润差额(特殊报表科目)       

            营业利润差额(合计平衡项目)       

营业利润 92,645.11 72,615.99 82,271.68 

    加：营业外收入 776.63 1,455.85 1,682.72 



26 
 

    减：营业外支出 2,185.27 2,119.50 2,138.01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加：利润总额差额(特殊报表科目)       

            利润总额差额(合计平衡项目)       

利润总额 91,236.47 71,952.34 81,816.40 

    减：所得税 23,184.19 18,751.70 20,891.79 

    加：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加：净利润差额(特殊报表科目)       

            净利润差额(合计平衡项目)       

净利润 68,052.28 53,200.64 60,924.61 

    减：少数股东损益 4.68 9.39 7.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8,047.61 53,191.25 60,917.35 

    加：其他综合收益   -13.00 -7.00 

综合收益总额 68,052.28 53,187.64 60,917.61 

    减：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4.68 9.39 7.26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东综合收益总额 68,047.61 53,178.25 60,9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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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和手续费净增加额  224,913.14 200,770.34 169,286.47 

    拆入/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20,000.00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296,170.56 192,646.78 76,104.1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2,678.54 41,242.26 71,339.87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109,820.32 151,790.06 213,197.0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差额(特殊报表科目)     64,230.6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差额(合计平衡项目)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83,582.55 586,449.44 614,158.12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242,915.8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82,094.60 62,474.10 56,568.61 

    拆入/拆出资金净减少额   20,000.00   

    融出资金净增加额 108,994.71 182,518.68 49,329.60 

    支付的各项税费 48,477.02 24,999.62 38,650.1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52,900.30 60,952.75 46,111.79 

    支付手续费的现金 57,252.34 48,662.49 38,552.2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差额(特殊报表科目)   93,136.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差额(合计平衡项目)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92,634.85 492,743.64 229,21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差额(合计平衡

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52.30 93,705.80 384,945.7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20.65 15.50 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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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差额(特殊报表科目)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差额(合计平衡项目)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65 15.50 41.14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10,016.47 6,536.77 7,497.5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差额(特殊报表科目)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差额(合计平衡项目)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016.47 6,536.77 7,497.5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差额(合计平衡项目)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95.83 -6,521.27 -7,456.3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81,454.27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468,000.00 798,000.00 8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差额(特殊报表科目)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差额(合计平衡项目)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49,454.27 798,000.00 8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68,000.00 617,875.00 1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65,811.96 69,157.34 77,670.24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895.95   4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差额(特殊报表科目)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差额(合计平衡项目)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37,707.91 687,032.34 217,670.2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差额(合计平衡项目)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746.36 110,967.66 -137,67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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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财达证券 2019 年度、2020 年度、

2021 年度得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分别众环审字（2020）270093 号、众环审字

（2021）2710100 号、众环审字(2022)2710187 号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前两年所采用的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与最近一年

的一致性  

信息披露义务人 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所采用的会计制度及主

要会计政策均保持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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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他重

大事项和为避免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收购 

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以下情形：  

（一）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二）收购人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收购人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四）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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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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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翟建强 

 

                       日期：2022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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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福建省厦门市火炬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 

股票简称 三五互联 股票代码 300051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河北省石家庄市自强路 35

号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对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持股 5%以

上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拥 

有境内、外 

两个以上上 

市公司的控 

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由于原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降低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被

动成为公司单一拥有表决权份额的最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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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  0            

 

持股比例：  0            

 

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33,000,000 股      

拥有表决权比例：9.02% 

 

本次发生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变动数量：0股 

变动比例：0% 

 

在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时间

及方式 

时间： 

 

方式：由于原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降低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被动成

为公司单一拥有表决权份额的最大股东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持

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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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不排除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

办法》第六条规

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

购办法》第五十

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是否已充分披

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不适用） 

是否披露后续

计划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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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聘请财务

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声明放

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翟建强               

 

                            日期：2022年 5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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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之签字

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翟建强 

 

                       日期：2022年 5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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