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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永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道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司红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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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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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81,608,608.26

722,455,374.87

-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183,846.89

-31,600,959.44

45.62%

-19,202,071.78

-35,377,346.19

45.72%

-122,044,554.83

-34,519,674.01

-253.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7

-0.0804

45.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7

-0.0804

45.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2%

-4.48%

-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2,472,810,201.95

2,489,474,527.24

-0.67%

220,090,884.49

237,339,867.47

-7.2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63,677.9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5,875,960.25
-300,189.41
1,191,551.12
2,429,672.81
2,018,224.8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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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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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32,897

0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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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嘉兴乾德精一投
资合伙企业（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84%

78,000,000

境内自然人

7.30%

28,692,110

境外法人

6.10%

23,990,806

王雁铭

境内自然人

4.07%

16,003,324

刘伟

境内自然人

2.07%

8,138,416

叶春华

境内自然人

2.07%

8,129,491

胡兰

境内自然人

1.14%

4,472,571

李春辉

境内自然人

0.92%

3,631,521

陈南京

境内自然人

0.91%

3,594,256

屠爱容

境内自然人

0.78%

3,052,123

键桥通讯技术有
限公司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56,360,000

冻结

52,260,000

质押

23,990,800

78,000,000

限合伙）
黄喜胜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21,519,082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键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23,990,806 人民币普通股

23,990,806

王雁铭

16,003,324 人民币普通股

16,003,324

刘伟

8,138,416 人民币普通股

8,138,416

叶春华

8,129,491 人民币普通股

8,129,491

黄喜胜

7,173,028 人民币普通股

7,173,028

胡兰

4,472,571 人民币普通股

4,472,571

李春辉

3,631,521 人民币普通股

3,631,521

陈南京

3,594,256 人民币普通股

3,594,256

屠爱容

3,052,123 人民币普通股

3,052,123

徐隽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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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辉女士的姐姐，嘉兴乾德精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下简称“乾德精一”）与刘伟构成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说明

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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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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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的说明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未金额

期初金额

应收款项融资

6,529,302.60

10,283,846.40

预付款项

254,103,806.54 185,023,347.28

其他流动资产

25,627,224.13

37,448,315.88

无形资产

45,240,831.30

34,079,419.43

短期借款

36,716,800.00 106,629,884.00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36.51% 主要系期初至本报告期末收到的票据到期兑付所致；
37.34% 主要系本期预付供应商货款所致；
-31.57% 主要系上年待抵扣进项税额在年初至报告期末抵扣所致；
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店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应付票据

32.75%

简称“开店宝科技”）无形资产增加所致；

-65.57% 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归还银行贷款及贴现票据到期兑付所致；

943,470.00 -100.00% 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使用票据结算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8,834,263.86

43,858,979.01

-34.26% 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支付上年计提的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29,910,473.25

44,529,412.22

-32.83%

应付利息

3,289,820.03

2,117,021.11

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缴纳所得税以及对上年末未抵扣的进项税进行
抵扣所致；

55.40% 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计提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二）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项目的说明
单位：元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店宝科技的线下收单交易量

销售费用

4,715,862.03

9,642,030.37

其他收益

5,428,418.41

12,124,121.39

-55.23% 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收到政府补贴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3,973,279.48

-2,560,357.92

-55.18%

信用减值损失

-3,134,657.84

资产处置收益

63,677.98

-51.09%

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对联营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损失较去年同期增加
所致；

3,142,941.98 -199.74% 主要系公司去年同期冲回计提的坏账准备所致；
159,854.37

-60.17% 主要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店宝科技较去年同期处置老旧POS减少所致；
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店宝科技的较去年同期实现

营业利润

-4,495,715.77 -34,978,348.71

营业外支出

300,922.44

2,314,017.14

87.15%

扭亏为盈所致；

-87.00% 主要系去年同期公司支付公益性捐赠、赔款等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下降，市场营销费用也相应下降所致；

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店宝科技的较去年同期实现
-17,183,846.89 -31,600,959.44

45.62%

扭亏为盈所致。

（三）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项目的说明
单位：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2,044,554.83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34,519,674.01 -253.55% 主要系本期公司预付供应商货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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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店宝科技收到筹资活动往来所
114,545,166.57

-17,488,993.54

754.96%

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诉讼事项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乾德精一及其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精一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精一”）因与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台农商行”）营业信托纠纷一
案，分别于2020年3月、2020年7月及2021年4月收到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2020）陕01民初第156号】、《民事起诉
状》、《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陕01民初156号】及《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21）陕01执恢162号】。公司于2021年4月19日接到乾德精一的通知，获悉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将于2021年5月24日
10时至2021年5月25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法院主页
网址：https://sifa.jd.com/360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21日、2020年7月11日、2021年4月7日、2021年4月20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2）、《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2）、《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
2、关于控股股东的合伙人及其认缴出资比例变更的事项
公司于2021年1月22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乾德精一的通知，获悉乾德精一于近日收到嘉兴市南湖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变
更登记情况表，乾德精一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由深圳精一变更为深圳精一及深圳亿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
于控股股东的合伙人及其认缴出资比例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
3、关于控股企业的仲裁事项
公司控股企业共青城正融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正融”）于2020年6月28日收到中国国际经
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委”）送达的《仲裁通知》【（2020）中国贸仲京字第056542号】，于2021年3月1日收到
贸仲委送达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21）中国贸仲京字第0509号】，仲裁庭裁决如下：（1）被申
请人郝日芳向申请人共青城正融支付股权原始认购价成本人民币5,000万元，以及以人民币5,0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30
日起至2020年1月30日止，按照10%年复合回报率的标准计算的回报收益款人民币2,320.50万元，以上本金和回报收益款总计
人民币7,320.50万元；（2）被申请人郝日芳向申请人共青城正融支付以人民币7,320.5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31日起至实
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20年1月20日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15%标准计
算的资金利息损失；
（3）被申请人郝日芳赔偿申请人共青城正融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30万元；
（4）本案仲裁费为人民币581,414
元，全部由被申请人郝日芳承担。该笔款项已由申请人共青城正融全额预缴并相冲抵，被申请人郝日芳应当向共青城正融支
付人民币581,414元以补偿申请人共青城正融代其垫付的仲裁费。本裁决确定的义务应当于裁决作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
毕。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2021年3月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股企业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0）、
《关于控股企业仲裁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
4、关于公司出售房产的事项
公司于2021年2月2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名下房产
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新竹路4号新竹苑6幢办公101-501出售，房产面积合计4,076.87平方米，拟出售金额合计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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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0万元。同日公司与贾春绿、东莞市友邻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纪方”）共同签署了《房屋买卖合约》。公
司在签订购房合约后，及时履行了公司作为卖方应当承担的实现物业无瑕疵的义务，物业已经满足无障碍出售之条件。贾春
绿由于资金安排原因，未能及时完成交易定金的支付。自购房合约签署后，公司多次与贾春绿及其担保方沟通并要求其补充
签署相关文件，贾春绿及其担保方亦表示会尽快安排资金将款项支付给公司。但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尚未收到上述款项，
该物业亦未办理过户仍登记在公司名下，公司将积极与相关方沟通并保留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公司权益的权利。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1年2月27日、2021年3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的《关于出售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关于出售资产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
5、关于参股公司的诉讼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的参股公司深圳盈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继续对部分违约客户提起借款合同纠纷诉讼，截至 2021 年 4 月
27 日，尚未完结案件共计 34 起，涉诉金额合计 39,133.56 万元。其中，报告期内有 8 个案件判决已生效，进入强制执行阶
段，申请强制执行金额含借款本金及利息合计 8,977.09 万元，及逾期利息、案件受理费。有 14 个案件已收到判决书，等待
确认生效申请执行。尚有 1 个案件已开庭尚待判决。有 11 个案件为 2021 年 3 月新增诉讼案件，尚未排期开庭。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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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永彬
202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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