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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80                             证券简称：紫天科技                            公告编号：2018-076 

江苏紫天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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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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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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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天科技 股票代码 30028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南通锻压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鲍蕾 李刚 

办公地址 江苏省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锻压产业园区 江苏省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锻压产业园区 

电话 0513-82153885 0513-82153885 

电子信箱 ntdydsh@163.com ntdyds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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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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1,106,692.20 116,698,252.02 15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974,668.63 1,209,276.77 2,62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3,584,676.31 -2,591,904.41 1,395.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946,079.61 -24,951,520.84 52.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56 0.0094 2,3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56 0.0094 2,3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1% 0.19%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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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2,279,305.37 1,069,665,999.18 10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05,232,754.66 636,710,804.43 89.2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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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余市安常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92% 33,500,000    

九江市伍原汇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29% 17,968,500 17,968,500   

深圳嘉谟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嘉谟逆

向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96% 16,020,000    

郭庆 境内自然人 9.47% 13,835,933  质押 2,6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3% 1,507,800    

徐晓 境内自然人 0.93% 1,359,614    

姜增娜 境内自然人 0.91% 1,327,888    

黄珊 境内自然人 0.86% 1,251,300    

赵云 境内自然人 0.79% 1,160,000    

谢平逸 境内自然人 0.73% 1,066,4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1、公司股东徐晓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98,800 股外，通

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60,814 股，合

计持股数量为 1,359,614 股。 

2、公司股东姜增娜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通过证

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27,888 股，合计持

股数量为 1,327,888 股。 

3、公司股东黄珊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通过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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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51,300 股，合计持股

数量为 1,251,300 股。 

4、公司股东谢平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43,540 股外，

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22,910 股，

合计持股数量为 1,066,450 股。 

5、公司股东赵军杰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45,000 股外，

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17,100 股，

合计持股数量为 1,06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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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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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上半年度经营指标完成情况及重点经营工作： 

    1、指标完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原有优势产业基础上，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优势，通过内生式发展和外延式产业投

资并购扩张相结合的方式，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收购亿家晶视70%股权，成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通过协同整合，推进了公司快速发展。报告期内，主要采用“锻压设备制造”+“现代广告服

务”双轮驱动业绩增长，实现营业收入30,110.67万元，比上年增加18,440.84万元，增幅158.02%。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297.47万元，比上年增加3,176.54万元，增幅2626.81%。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358.47万元，比上年增加3,617.66万元，增幅1395.75%。 

    2、重点经营工作 

    （1）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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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规范运作三会，认真开展信息披露工作，相关决策事项、决策程序及时、合法。不断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法人治理相关制度。开展组织结构和定岗定编的优化设计、积极推进优化薪酬结

构、推进绩效考核评估体系，持续提高法律对重大经营活动支撑的有效性，着力解决公司发展中存在的管

理瓶颈和短板问题，保持组织持续发展活力。公司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做好内部控制评价和内

部控制审计工作，梳理内部控制制度和内部控制流程，规范内部控制运行评价管理，保障内部控制体系长

期有效运行。公司内控体系的不断加强与完善，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进一步提高。  

   （2）双主业的发展取得阶段性进展 

    公司一方面对原有的锻压设备结构进行调整，即对发展前景及盈利能力较弱的资产进行处置，将处于

亏损状态的全资子公司人人发公司和磐庆公司进行了出售。目前锻压设备行业经济仍处于低位运行状态，

行业经济形势尚未明显好转，下游行业投资动力不足导致重型锻压设备的市场需求缩减，公司从稳健投资

的角度考虑，将非流动资产予以变现，有利于降低公司的投资风险，提高公司资金运行效益，确保公司及

股东利益最大化，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对盈利能力相对较强的业务领域加快产品的推出及研发的投入，公司新产品的研发、技术改型周期快，

一般正常交货期内就能够完成开发、设计、改型产品。再通过精益化管理，全面提升管理效率和劳动生产

率，同时紧密结合市场，适时调整销售策略，加大国内外市场营销力度，根据用户要求对产品进行不断改

型完善，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对市场反应敏捷，方式灵活。报告期内，液压机销售

收入15,861.1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462.03万元，增长68.75%。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亿家晶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公司将打造具备国内领先的集互联网广告精准投放、楼宇视频媒体广告投放和广告整体营销策划为一

体的“全媒体整合营销服务”业务板块，有效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本次重组将吸纳标的公司股东作为

上市公司新股东，同时引入部分具有一定资源的战略合作机构和其他合作对象参与本次重组配套募集资金

的定向增发，公司股权将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有利于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结构，提高规范水平，提升管理效

率，同时也有利于未来上市公司发展战略的持续深入拓展。总之，通过产业投资和对外并购，有利于加快

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改善公司业绩压力，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

股东利益最大化。 

    （3）拓展产业基金布局 

    为提升业绩，拓展盈利增长点，创造公司价值，全资子公司深圳澳志国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火

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并购基金—火线互联网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通过参与投资设立

并购基金，借助专业团队，整合利用各方优势资源及资本化市场的优势，扩宽公司投资渠道，有助于公司

未来获取优质的并购资产项目，加快公司发展脚步。参与投资基金平台，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整体竞争

实力与盈利能力，实现公司快速、稳健、健康的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4）技术研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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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研发项目计划，部分产品已实现生产并陆续投入市场形成销售，

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为公司提供了稳定的并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产品，其中绿色重组材成形智能化

装备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被列为江苏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今年又新增2个研发项目：

YQK34-5000型电极压制机组研发项目、YQK71-2500型复合材料成形液压机研发项目。在项目研发过程中，

也培养了一批行业高端研发技术人员及专职研发人员，为公司储备了技术人力资源，同时还申请了一些专

利技术，保障了公司的技术优势。数控车间金荣根被授予江苏制造突出贡献奖、江苏制造工匠称号。 

（5）产品品质管理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对产品质量的精益求精的管理要求，技术中心充分发挥企业的省级“江苏省超大

吨位锻压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省企业院士工作站、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的检

测功能，从材料性能试验到产品检测全套的试验检测，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对公司所有产品进行质量上的

严格把关，加强了焊接工艺、探伤、硬度、平面度、垂直度、倾斜度、可靠性等全方位的测试，产品满足

行业多项国内国际标准的同时，性能及稳定性大为提升，客户满意度也随之提高。 

(6)生产制造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制造部门加强与工程、计划、研发等部门的协同，根据客户、机型、订单等特点，

采用多种方式改善工作方法，实施精益生产，在成本管控、客户交付满意度等方面较上年同期均有提升，

产品制造成本大幅降低，客户交期缩短，劳动生产效率提升明显，为销售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7）强化全面风险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全面风险管理，重视安全生产，有效预防各类事故；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了安全

管理，以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公司在加强各项安全管理工作的同时，启动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使安全管

理更加科学有效，形成了网格化的安全生产管理系统。强化产品质量管理，严控经营风险。公司审计部加

强对公司各业务板块的审计工作，保持公司内部管理和内部控制规范有效，各项制度能够顺利运行，风险

得到有效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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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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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1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南通锻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九江市伍原汇锦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806号），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2018年5月16日，公司完

成亿家晶视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项，亿家晶视70%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成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将亿家晶视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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