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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1                            证券简称：三五互联                            公告编号：2019-10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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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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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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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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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欣欣 龚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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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592-5392104 0592-5392104 

电话 0592-2953576 0592-2950819 

电子信箱 xuxx1@35.cn gongxd@35.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系国内通过 SaaS 模式为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提供软件应用及服务主要的提供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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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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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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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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帮助企业节约成本，提高平均人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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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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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熙科技拥有策略类游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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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熙科技在其主打游戏《城防三国》、《战争霸业》等产品中

设计了较长的生命周期，产品近年保持稳步发展。同时，道熙科技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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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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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积极拓展移动转售业务，发挥

产业协同发展优势，进一步开拓市场，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公司控股子公司三五新能源通过整合现有资源，开拓新能源汽车销售、运营业务。三五新能源与奇瑞集团旗下开瑞新能

源已建立全面合作关系，共同打造面向全国市场的新能源产品。公司将通过资源整合，推进与战略合作方的全面合作，加速

三五新能源汽车项目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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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234,806,558.59 325,681,938.42 -27.90% 311,642,70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0,824,013.12 67,325,968.53 -725.05% 56,910,96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5,252,330.82 56,718,112.96 -849.76% 41,024,30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331,951.46 62,302,209.24 -38.47% 85,624,548.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5 0.18 -738.89%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5 0.18 -738.89%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32% 7.09% -62.41% 6.3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008,740,511.11 1,524,311,281.11 -33.82% 1,427,903,21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6,570,020.97 978,932,007.92 -47.23% 918,218,099.1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8,806,710.46 59,127,558.42 56,456,450.36 60,415,839.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49,795.80 4,127,531.29 5,004,352.73 -441,405,69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899,632.94 1,422,462.80 4,335,980.29 -441,910,406.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25,590.48 8,615,437.05 6,935,073.46 5,855,8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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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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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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9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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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6% 138,410,501 103,777,876 质押 137,939,866 

龚正伟 境内自然人 3.50% 12,843,323 2,648,944   

吴荣光 境内自然人 1.57% 5,745,539 1,345,495   

新余利盈天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8% 3,973,415 1,892,102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66% 2,409,400 0   

盛真 境内自然人 0.59% 2,173,448 2,060,289   

阮文朝 境内自然人 0.32% 1,167,500 0   

计科平 境内自然人 0.29% 1,074,191 0   

俞仙莲 境内自然人 0.28% 1,020,100 0   

罗敦建 境内自然人 0.24% 89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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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荣光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确认自深圳市道熙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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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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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述 4 名股东签订了该

协议，但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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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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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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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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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互联网游戏业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战略规划和年度经营计划，持续提升公司技术、质量和服务，紧密围绕市场需求拓展经营领域及新

产品，同时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体制。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4,806,558.59元，利润总额-438,603,382.98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20,824,013.12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减少27.90%，减少885.26%，减少725.05%，公司2018年年度业

绩亏损的主要原因系合并层面计提子公司道熙科技商誉减值436,083,087.86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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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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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邮箱 34,075,106.26 28,745,422.71 84.36% -26.12% -28.42% -2.71% 

网络域名 26,289,157.90 8,374,234.91 31.85% -4.55% 20.98% 6.72% 

网站建设 46,589,064.78 39,187,785.53 84.11% -25.75% -28.48% -3.21% 

移动终端产品 283,121.47 216,454.80 76.45% -90.66% 157.70% 8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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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1,409,020.93 4,422,085.79 38.76% -29.37% -50.36% -16.39% 

软件产品销售 20,778,777.61 14,968,509.79 72.04% 13.27% 29.22% 8.90% 

移动电子商务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100.00% 

游戏产品 77,408,810.54 66,212,619.10 85.54% -39.02% -40.70% -2.42% 

移动转售通信产品 12,143,620.76 4,530,663.86 37.31% 752.85% 2,659.61% 25.78% 

房屋租赁 5,829,878.34 -12,198,592.69 -209.24% 501.33% -1,537.76% -296.75% 

合计 234,806,558.59 154,459,183.80 65.78% -27.90% -35.45%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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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20,824,013.12元，较上年同期减少减少725.05%，主要原因系合并层

面计提子公司道熙科技商誉减值436,083,087.86元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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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四次决议通过，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修订： 

1.资产负债表主要是归并原有项目：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原“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7）原“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8）“持有待售资产” 行项目及“持有待售负债” 行项目核算内容发生变化。 

2.利润表主要是分拆项目，并对部分项目的先后顺序进行调整，同时简化部分项目的表述： 

（1）新增“研发费用”项目，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研发费用”项目； 

（2）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3）“其他收益”、“资产处置收益”、“营业外收入”行项目、“营业外支出”行项目核算内容调整。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和调整，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对公司资产总额、

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无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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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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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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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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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天成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2018 年 03 月 29 日 备注 1 备注 1 

厦门三五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2018 年 04 月 28 日 备注 2 备注 2 

刺猬享电（厦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2018 年 10 月 22 日 备注 3 备注 3 

备注 1：2018 年 3 月 29 日，本公司的子公司道熙科技设立天津市天成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为 1,000.00

万元，其中道熙科技认缴 1,000.00 万元，占比 100.00%。截至资产负债表日道熙科技尚未对其实际出资。 

备注 2：2018 年 4 月 28 日，本公司与丁建生、福建号码网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设立三五数字，其注册资本为 1,50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认缴 765.00 万元，占比 51.00%；丁建生认缴 135.00 万元，占比 9.00%；福建号码网软件开发有限公司认

缴 600.00 万元，占比 40.00%。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尚未对其实际出资。 

备注 3：2018 年 10 月 22 日，本公司的子公司三五新能源与陈杰、刘同辉共同设立刺猬享电（厦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其注册资本为 1,00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认缴 550.00 万元，占 55.00%；陈杰认缴 300.00 万元，占比 30.00%；刘同辉

认缴 150.00 万元，占比 15.00%。截至资产负债表日三五新能源尚未对其实际出资。 

    2、合并范围减少 

处置公司名称 处置方式 处置日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处置投资收益 

广州三五知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2018 年 03 月 05 日 1,037,749.21 -841.51 7,684.77 

备注：根据本公司于 2017年 8月 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的《关

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注销控股子公司的议案》，由管理层负责三五知微的清算及注销手续。截止至资产负债日，本公

司已取得广州市珠海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的注销登记通知书。自注销之日起，三五知微不再纳入本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范

围。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________________    

龚少晖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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