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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54                            证券简称：世纪天鸿                            公告编号：2020-074 

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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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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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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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天鸿 股票代码 30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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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杰 韩海涛 

办公地址 淄博市高新区天鸿路 9 号 淄博市高新区天鸿路 9 号 

电话 0533-3590083 0533-3590083 

电子信箱 sjthzqb@zhnet.com.cn sjthzqb@zhnet.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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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9,780,178.60 106,380,938.60 -2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59,158.50 7,750,473.54 -9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291,586.09 4,008,435.15 -182.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515,747.55 -10,523,306.53 -342.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1 0.0426 -9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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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1 0.0426 -92.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2% 1.72% -1.6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707,204,524.12 719,225,113.78 -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60,582,977.43 470,525,693.93 -2.1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97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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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志鸿教育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71% 85,020,000 85,020,000 质押 31,538,000 

巴学芳 境内自然人 4.18% 7,609,550 0   

任伦 境内自然人 4.18% 7,605,000 7,605,000 质押 2,978,300 

浙江伟星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1% 3,653,000 0   

宁波大榭开发区

君荣石化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4% 1,900,000 0   

金祖龙 境内自然人 0.57% 1,040,000 0   

张学军 境内自然人 0.54% 984,750 738,562   

于宝增 境内自然人 0.51% 919,620 689,715   

张立杰 境内自然人 0.47% 863,590 696,442   

赵永舟 境内自然人 0.44% 806,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北京志鸿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任志鸿与任伦为父子关系，张立

杰在北京志鸿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张学军在北京志鸿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下属子

公司淄博鸿鼎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张建国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1,380 股外，还通过中银国际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73,056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

股票 744,43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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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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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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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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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突发并迅速蔓延，公司及上下游企业受新冠疫情影响复工延迟，物流受阻，上半年全国

范围内学校延迟开学，部分地区取消了春季学期的开学计划。公司管理团队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

促进复工、复产，尽可能降低疫情的影响，同时响应国家号召做好“停工不停学”的相关工作。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的营

业收入和利润出现相应的下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9,780,178.60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5.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559,158.50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2.79%。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1.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开展“停工不停学”相关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积极应对疫情挑战，及时采取疫情防控措施，克服困难坚持推进业务拓展，竭尽全

力降低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同时为响应国家关于“停工不停学”的号召，结合公司传统内容优势，集中相关研发力量，

及时推出“志鸿优化网”、“志鸿教育网”、“优化学习”等网站或APP，并开展了直播课程、在线作业等相关业务，为中小学教

师和学生提供学习和备考方面的辅导，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结合市场环境，尝试公益直播课等营销模式 

随着实施新高考省份的不断扩大以及考试大纲逐步取消所带来的行业变化，公司积极研究各省新高考政策，对接高端

专家资源，结合相关政策推出《中国高考报告》、《政策与命题解读》、《高考评价体系解读》等“高考蓝皮书”系列产品，

为广大师生和教育工作者提供最新的专业备考工具。面对新的市场环境，公司对教委、学校等用户开展了“蓝色战役”活动，

邀请蓝皮书核心主编推出系列公益直播课程，累计举办50多场直播， 200万人次观看直播。同时，公司深入研究产品的营销

推广，积极尝试自媒体营销，开通头条号和抖音号进行线上产品的推广，推动了产品的线上销售。 

3.推进教育科技板块业务，推动在线产品和数字化发展常态化 

报告期内，公司重新确立了智能教育事业部的定位和职能，使其专注于智能教辅的研发与销售，在公司层面形成了智

能教辅、数字媒体、内容资源三个板块，事业部架构逐步完善，团队逐步搭建成型，业务更加聚焦。内容资源建设方面，在

之前的基础上重点突破初中、高中的相应学科的题库建设。公司上半年研发了系列智能教辅产品在部分学校进行了试点与推

广。同时，公司推进现代纸书项目，重点进行自媒体运营，搭建微信在线资源知识商城，建设面向K12阶段学生及家长的短

视频和小程序体系。 

4.新业务孵化进展顺利，平台建设取得成绩 

以全资子公司山东鸿翼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为运营主体的新业务孵化平台在上半年进展顺利。为实现创业孵化平台的集

聚发展，搭建“开放、共享”的出版融合发展生态圈和独立的创业空间，孵化平台上半年购置了土地及办公场地，以自主经营

方式拓展平台空间并储备资源，实现创业孵化平台长期有序发展。同时，孵化平台在上半年组织了两次路演活动，10多个项

目参与路演，并成功落实了现代纸书、字帖专项、XR教育等项目的落地。孵化平台与专业机构合作的孵化基金也完成了私

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上半年，孵化平台还申报了“山东省2020年度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工程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并被列入淄博市文化产业市级孵化器和淄博市孵化器培育单位。 

5.启动战略管理，推进人才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了战略管理项目，与国内知名的战略规划公司进行了接触和洽谈，结合行业的发展趋势，与专业机

构共同研讨制订企业未来战略方向、战略目标和实施路径。同时，公司与小米谷仓学院达成了全案合作，旨在借助外部力量

和成熟的经验驱动公司在品牌、产品和渠道的升级，持续打造“爆品”。在人才建设方面，公司从业务骨干和之前引入的管培

生中继续选拔人才充实到管理干部中，并成立志鸿商学院，负责公司培训体系建设，专门进行管培生的招聘和培养。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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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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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共计15户，包括母公司1户，1级子公司3户，2级子公司11户，与2019年相比增加了1级子

公司1户，2级子公司1户： 

1）山东鸿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成立，注册资本510万元，本公司持股50.98%，自成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2）山东世纪鸿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成立，注册资本300万元，本公司之子公司鸿翼教育持股51%，自成立

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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