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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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度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0）第 217058 号），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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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天马 股票代码 0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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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宁 张丽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甲 18 号院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甲 18 号院 

电话 010-85660012 010-85660012 

电子信箱 dsh@tianma-group.com dsh@tianma-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高端装备制造业务 

1、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高端装备制造业务的主要经营主体为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天马”）和齐重数

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重数控”）。 

成都天马主要生产及销售各类通用及专用轴承，包括铁路轴承﹑风电轴承、短圆柱滚子轴承﹑推力调心滚子轴承﹑圆锥

滚子轴承等十大类、8,000多个品种的轴承产品，广泛应用于轨道交通、风力发电、冶金、电机、通用机械、海上舰船、航

空航天等领域，是中国铁路总公司下属各铁路局（公司）及各铁路车辆定点生产企业，主要客户还包括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

司、GE Company、Vestas Nacelles America Inc.、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等大型知名企业。由于公司持有的成都天

马全部股权已于2019年11月完成司法拍卖，自2019年12月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轴承业务亦不再是公司主要业务。 

齐重数控始建于1950年，是国家一五时期重点建设的156个项目之一，为我国机床行业大型重点骨干企业和行业排头兵。

齐重数控主要生产及销售各种立、卧式重型机床，包括重型深孔钻镗床、铁路车床、轧辊车床、落地铣镗床、立式铣齿机床、

滚齿机床等十大类、26个系列、600多个品种的机床产品，广泛应用于交通、能源、冶金、机械、船舶、航空、航天、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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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行业，部分高端产品出口到欧洲、韩国、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齐重数控是国家科技部认定的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

企业，全国CAD应用工程示范企业，建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和博士后流动站。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拥有以政府特殊贡献专家、

国内机床行业学科带头人为核心成员的科研开发队伍。 

2、经营模式 

公司在成都和齐齐哈尔等地拥有轴承和数控机床生产基地，占地面积超过120万平方米，在成都、齐齐哈尔等多地建有

研发中心。经过多年积累，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品体系，并持续研发创新，不断推出有技术含量、有竞争优势的新产品，满

足市场需求。公司采购特钢、精密件等原材料，在生产基地自行组织生产，同时寻找下游各类应用客户，实现销售，并提供

售后服务以提高用户满意度。 

轴承及机床业务的销售均采取直销和经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公司在全国主要城市均设有直营办事处，负责开拓市场，

以及沟通重点客户。同时，公司也在当地发展经销商，根据经销商的信用状况、规模能力和资质等要素对其进行授权经营，

以便更好地贴近当地市场，服务客户。此外，公司还专设进出口销售部，负责产品出口销售。 

3、公司面临的市场格局 

由于我国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轴承下游产业如汽车等行业快速发展，对轴承产品的需求不断加大，我国轴承行业

已形成较大的市场规模，与世界轴承工业强国相比，我国轴承业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为高精度、高技术含量和高附

加值产品比例偏低，产品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新一轮的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为我国轴承行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部分

优秀企业利用其在产品、技术、品牌等方面的优势，持续创新研发以推出新产品，进行差异化竞争，以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主

动地位和更大的市场份额。 

2019年我国机床行业全年主要经济指标与上年同期相比明显降低，公司所属的金属切削机床领域的产量、产值等指标下

滑尤其明显，全国近千家金属切削机床企业的营收和利润较上年全面下降，约半数企业经营亏损，整个行业总体上延续了上

年的下行趋势。整体宏观经济增速回落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放缓，叠加汽车、电子产品等主要用户的需求下降是造成

机床行业下行的直接原因。目前机床市场需求端出现结构性升级调整特征，加速了行业分化，部分企业加大研发方面投入，

聚焦主业和客户核心需求，市场份额得到提升，部分企业资金紧张，亏损扩大，出现更为严重的经营困难。国内机床和国外

同行在技术、产品、服务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在目前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多数企业很难有能力

投入足够资金进行新产品研发，产品升级困难，迫切需要体制和机制的突破以推动行业健康发展。另外，在中美贸易摩擦背

景下，行业也出现了积极因素，机床产品2019年全年进口下降，出口上升，金属切削机床领域实现贸易顺差。随着国家深入

贯彻落实工业转型升级规划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国内机床制造企业面临着发展机遇期，在成本、技术、销售渠道和

服务等方面存在差异化竞争优势的企业，有机会在未来趋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4、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趋势 

公司主要从事轴承及机床的生产和销售，属于精密机械制造和高端装备制造行业。随着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

级的要求，国家鼓励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并出台了系列鼓励的政策，公司所在的轨道轴承和

机床行业在未来几年会迎来发展机遇期。我国机床的数控化率在最近几年不断提高，产品已基本满足中低端市场需求，但与

欧美等机床制造大国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贴近用户需求以及产品的持续升级应当是企业未来的优先方向。 

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机床市场需求短期内难有大的提升。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

稳健的货币政策，强调稳增长的重要性，将有利于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有利于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未来，一

方面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人口红利”正在逐年消失，企业将从“低成本战略”向“科技化战略”转型，

向智能化和自动化要“技术红利”已成为企业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行业竞争更加激烈，缺乏创新能力、核心竞争力以及运营

机制不合理的企业将被淘汰，而优势企业将会抢占更多的市场，并进行收购兼并从而做大做强，市场份额也将进一步向优势

企业集中。 

（二）创投服务与资产管理 

1、主要业务 

创投服务与资产管理，是指向创业企业进行股权投资，通过提供资金和经验、知识、管理、信息网络等方面的援助和分

享，促进创业公司更好的发展，以期所投资企业未来在上市或股权转让时，企业获得资本增值收益的投资方式。公司主要通

过下属的天马诚合、天马星河等主体从事创投服务与资产管理业务，专注于大数据、云服务、人工智能、新零售等领域。2019 

年，公司通过收购徐州咏冠、徐州慕铭 100%股权，获得了汉博商业、江苏润钰、重庆园林、信公咨询及永顺生物等公司的

少数股东权益，另外出资3,500万元认购宁波首科燕园康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份额，持续壮大并优化

公司的投资组合。截至2019年末，公司管理资产账面价值约8.33亿元。 

公司致力于成为行业内优秀的创投服务与资产管理机构，为此建立了严谨规范的投资管理体系、风险控制体系和投后管

理体系，确立了科学的投资理念和经营模式，拥有三十余人的专业投资团队，培育了一批成长性好、科技含量高、有一定行

业地位的创业企业。公司参股投资的信公咨询、科技谷、云问科技、星闪世图、小派科技、运去哪等多家单位于2019年完成

了新一轮融资，部分被投企业正在准备或已经申报IPO，也有部分被投企业由于市场或管理等方面的原因于年内停止运营。 

2、经营模式 

    创投服务与资产管理业务拥有不同于一般实体企业和其他类型金融企业的商业模式。公司的商业模式可以总结为“募、

投、管、退”四个主要阶段，即募资、投资、投后管理、退出四个阶段。公司通过以自有资金出资，及向第三人募集资金设

立创投基金，将自有及募集的资金投资于企业，通过企业自身成长及创投企业提供经验、管理、信息网络等方面的服务，带

来被投资企业价值提升，最终通过股权增值为创投基金带来投资收益。 

3、公司面临的市场格局 

根据基金业协会披露数据，截至2019年12月末，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合计14,882家，私募股权、创投类基金总规模97,426亿元，其中创投基金规模达到11,494亿元。2019年创业投资市场延续了

2018年的走势，募资、投资持续降温，市场分化现象明显，资源更多的向头部机构、上市公司产业资本集中，中小创投企业

生存日益困难。资金募集方面，由于市场监管趋严叠加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以及中美贸易战等因素影响，流入股权投资行业的

资金收窄，新设创业投资基金无论数量和规模均出现下降，完成募资的基金主要集中在成长及创投型基金。基金的募资格局

也发生一定变化，政府引导资金、国资企业及上市公司活跃度提升，成为资本的重要来源。在投资端，被投企业的估值分化

也愈加明显，基于盈利和现金流等基本面的投资逻辑重回主导，并享受市场给予的高估值，自身盈利能力弱或通过大量“烧

钱”扩张的企业融资变的越来越困难。受融资困难、自身经营不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部分初创企业出现了业绩下降、裁员、

资金链断裂、破产清算等情况。2019年，各创业投资机构加大了对所投企业的管理和退出力度。由于科创板的推出，退出市

场有所回暖，创投市场退出案例数较上年有所上升。 

4、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趋势 

总体来看，国内股权投资行业近十年来得到快速发展，管理规模不断增长，但随着行业的不断成熟以及市场的变化，一

级市场与二级市场估值及价差将进一步缩小，纯财务投资赚取超额回报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投后管理价值创造的重要性已

越发受到基金管理人的重视，各机构纷纷加强产业属性，偏向早期项目，帮助企业在更早的时期对接行业资源并赋能其快速

发展，深度参与被投企业的经营业务。与此同时，投资机构更加重视生态圈的建设，与产业资本深度结合，涉足的业务也更

加宽泛，除了更好的向被投企业赋能以外，财务顾问或投资咨询等业务也能帮助投资机构取得更多的业务机会。 

爆发于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创投行业造成较大影响，特别是对现金流周转较为依赖的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更大，

生存压力明显增加。可以预见的是，2020年创投领域仍将呈现普遍收紧的态势。与此同时，危中亦有机，有一部分企业在疫

情期间逆流而上，尤其是线上或有供应链优势的企业，业务量迎来爆发，新基建、医药、线上办公、电动汽车等领域都出现

了较好投资机会。总体而言，在经济寒冬和疫情的双重压力下，各个行业会加剧洗牌，多数行业会出现分水岭，头部优质企

业会进一步发展，能够经受住考验的企业将更具备投资价值。 

国内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建立已成为各方面的共识，2019年成功推出科创板，新三板、上市公司再融资新规以及创业板改

革都在进行或酝酿之中，为股权类资产退出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渠道。公司目前投资项目更偏向于高科技、互联网及大数据、

云服务、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基础设施建设、新零售等相关领域，主要定位于中早期创业投资项目，新冠肺炎疫情会

对所投项目造成一定影响，但程度有限。2019年公司着力加强了投后管理工作和项目服务，以专业团队为依托，与被投企业

深入沟通交流，了解企业发展关键及困难所在，通过各种形式向被投企业赋能。公司将坚持偏早期的定位和产业属性的强化，

同时积极关注并参与资本市场相关业务，加强团队建设，进一步完善投资管理体系，持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 

（三）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1）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业务由控股子公司北京热热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热热文化”）负责开展。 

热热文化在技术体系的支撑下，为客户提供互联网内容安全审核业务，其主要针对互联网媒体的内容体系进行分级审核

处理，针对涉黄、涉赌、涉毒、涉枪、涉恐、涉爆、涉政以及违规内容等进行不同程度的筛选并反馈至客户乃至公安机关，

净化网络环境，及时发现并防范网络社会中不符合公俗良序、违反法律法规的现象和事件。业务范围涵盖图文、音乐、网络

文学、动漫、音频、视频、游戏、广告等。客户（百度等媒体平台）向公司开放内容处理后台，公司依照违法违规的鉴定标

准对内容进行分级审核和处理，最终客户以准确率高于98%的有效审核数量以及预算控制与热热文化进行结算。 

同时，热热文化通过对现有的产品、技术资源进行整合，依托内容审核资源的优势，以应用服务的方式，与百度公司进

一步合作，通过合作开发的服务系统为百度贴吧等内容平台提供虚拟激励服务，并以此作为流量获取来源，在内容平台上搭

建应用场景，来增加用户粘性，通过电商平台、游戏分发、广告平台等实现商业变现。 

（2）公司面临的市场格局及所处行业的发展趋势 

热热文化成立于2016年10月，2017年进入互联网安全审核业务领域，2017年下半年通过其先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和卓

越的营销能力进入了百度集团的集中采购大名单，成为“百度贴吧”内容审核的主要服务提供商，并将业务从“百度贴吧”扩展

到了包括“直播”、“百度知道”、“百度网盘”、“百度搜索”等在内的全百度业务线。同时凭借为百度服务的经验累积和口碑，

进一步拓展内容审核市场以及信息技术服务领域。 

随着国家对网络安全的重视程度以及网络安全政策法规的逐步完善，中国网络安全市场规模逐渐增长，据统计数据显示，

2019年网络信息安全市场规模达695亿元，远高于全球市场平均增速，预计2021年我国网路信息安全市场规模将超过900亿元。

由于政策推动的高景气环境，我国网络信息安全行业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前瞻分析认为，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热热文

化未来业绩增长空间巨大。 

同时，信息技术服务业是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具有技术更新快、产品附加值

高、应用领域广、渗透能力强、资源消耗低、人力资源利用充分等突出特点，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热热文化依托互联网内容审核资源的优势，以应用服务的方式，为合作客户提供特定场景下的网络信息技术服务。随着合作

的深入，商业模式逐步成熟，应用场景会得到更为广阔地拓展。 

（四）传媒业务 

（1）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传媒业务由控股子公司中科华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华世”）负责开展。 

中科华世的主营业务为图书发行和内容研发，其主要面对国内教育市场（中小学生及学前幼儿师生），研发策划中外名

著、国学、历史、幼儿绘本等图书，以民营渠道、网络渠道、直销渠道等渠道进行生产营销活动，并提供针对项目配套的培

训及售后拓展业务。 

http://baike.eastmoney.com/item/%E9%BB%84%E9%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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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面临的市场格局及所处行业的发展趋势 

自2014年以来中国图书零售市场连续5年保持10%以上的增速，2019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达1,023亿元，同比增

长14.4%，而中科华世主营是一家集策划、创作、组稿、编辑、发行为一体的文化出版发行公司，其主要经营面向中小学生

社科阅读类图书和学前教育读物，少儿图书市场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发展空间的细分市场（欧美国家少年儿童图书占总体图书

市场的比率为20%，而我国仅为12%，我国少年儿童的阅读市场还有着广阔的成长空间），未来发展潜力较大。 

在2019年度迅速扩张市场销售的基础上，中科华世规划未来进一步引进高水平人才，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着力点在网络

销售：一是在当当、京东、卓越、拼多多、天猫、抖音、今日头条已经开辟的市场进一步深化，二是加大开发适合网络销售

的产品力度；在2019年成功引进日本、韩国和台湾绘本的基础上，加强本部绘本研发力量；积极对接政府倡导项目，承接国

家重大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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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179,222,799.15 1,871,287,489.85 -36.98% 2,537,507,92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4,015,461.13 -634,975,473.02 -160.48% 52,091,59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87,733,637.41 -592,089,419.41 -134.38% -360,766,800.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62,335.26 -67,360,799.06 79.57% 80,602,327.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923 -0.5345 -160.49% 0.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923 -0.5345 -160.49% 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77% -17.96% -50.81% 1.1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4,627,340,599.08 7,787,609,483.50 -40.58% 8,602,279,49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54,624,941.72 3,210,964,608.76 -51.58% 3,854,307,628.8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88,085,571.33 277,302,535.07 218,050,773.04 295,783,91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734,448.51 -173,647,400.68 -260,666,928.89 -1,091,966,68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3,897,284.51 -167,887,449.23 -182,594,984.92 -933,353,918.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075,399.06 2,189,140.24 -16,266,491.78 45,390,4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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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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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0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52,213 报告期末表决权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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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总数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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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什星河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97% 356,000,000 0 

质押 356,000,000 

冻结 356,000,000 

霍尔果斯天马

创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49% 148,413,061 0 质押 95,040,000 

深圳市中奇信

息产业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1% 52,443,552 0   

王芳芳 境内自然人 1.59% 18,836,800 0   

卜长海 境内自然人 1.57% 18,660,000 0   

谭桂芳 境内自然人 1.51% 17,995,100 0   

沈高伟 境内自然人 1.31% 15,515,800 0   

中投发展（深

圳）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6% 15,000,001 0   

马全法 境内自然人 1.08% 12,792,717 0   

齐齐哈尔市国

有资产投资运

营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95% 11,26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霍尔果斯天马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马兴法先生是马全法先生的弟弟，是沈高伟

先生的姑父；深圳市中奇信息产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中投发展（深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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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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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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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7,922.2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6.98%；总资产为462,734.06万元，较上年年末减少

40.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55,462.49万元，较上年年末减少51.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

165,401.55万元，较上年同期亏损增加160.48%。报告期亏损较上年大幅增加主要由资产处置、资产减值等原因引起，未来

并不具有持续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公司持有的成都天马90%的股权于报告期内被司法拍卖，产生处置损失

38,914.44万元；（2）子公司齐重数控应收取的土地收储款经各方协商降低2亿元,于报告期内确认债务重组损失12,592.39万

元；（3）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等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合计77,838.90万元。 

除上述引起公司亏损的重大事项以外，公司经营业务整体正常，内部管理水平不断提高，遗留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目

前主要业务情况现状如下： 

1、高端装备制造业务 

在复杂严峻的内外部形势下，2019年中国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逆周期调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国内生产

总值较上年增长6.1%。在中美贸易摩擦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国内经济遭遇了持续的下行压力。2019年整个机床行业总体上

延续了上年的下行趋势，全年产量、产值等主要经济指标与上年同期相比明显降低，公司所属的金属切削机床领域尤其明显。

机床市场需求端出现结构性升级调整特征，加速了行业分化。部分企业加大研发方面投入，聚焦主业和客户核心需求，市场

份额得到提升，部分企业资金紧张，亏损扩大，出现更为严重的经营困难。国内机床和国外同行在技术、产品、服务等方面

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市场竞争处于劣势，在目前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多数企业很难有能力投入足够资金进行产品研发，产品

升级困难。但是，2019年行业也出现了一些积极因素，机床产品全年进口下降，出口上升，公司所属的金属切削机床领域实

现贸易顺差，海外市场的重要性日渐凸显。 

面对机床行业持续下滑以及竞争充分的市场环境，公司管理层勤勉、忠实地履行自身职责，贯彻执行董事会、股东大会

决议，围绕年度经营目标，科学严谨地分析行业发展趋势，制定合理的经营计划，调整产品结构，淘汰落后产能，相应处置

了一批生产设备和积压存货，对因产线调整等因素引起的固定资产和存货减值进行了充分预计。2019年公司持续完善各项规

章制度，优化内部管理流程，落实经营管理责任制。同时在业务层面进行策略调整，销售端重质量轻规模，不再接受回款条

件差、毛利低的订单，生产端厉行节约，按车间或部门制订定额，独立考核。不断调整优化人员结构，根据生产规模匹配人

员数量，成本和费用全面下降。上述努力取得明显成效，齐重数控2019年实现合同签约额3.38亿元，多数合同在账期、毛利

率等方面较以前年度有大幅改善。由于产品生产周期较长，上述调整导致的改善多数会在2020年及以后年度得到体现。 

2、创投服务与资产管理业务 

创投服务与资产管理是公司的主业之一，目前公司已经建立了完整的业务团队，覆盖存量管理、创业投资、资本市场等

各个领域。截至2019年末，公司管理资产账面价值约8.33亿元，投资企业数量近百家。自2018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及

去杠杆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创投服务行业受到较大冲击，募资难、募资贵的状况在2019年仍然持续，大批创业公司面临资

金断裂风险，公司账面部分投资项目面临较大的减值压力。公司已投资项目多偏重于大数据、云服务、人工智能、新零售等

领域，且多数属于早期阶段，报告期内较多项目发展不及预期，业绩明显下滑，部分项目由于资金问题出现裁员、业务停滞

甚至破产清算的情况。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投资项目的管理，组建了专业的投后团队，在了解被投企业业务的基础上，协助

其制订战略或资本市场规划，对接各种资源进行业务协同，尽最大努力保障公司权益。 

2019年，公司有欣博电子、宁泽金融、爱论答、昆羽科技等项目成功退出，并出资3,500万元参股投资的宁波首科燕园

康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只基金中投资的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20年1月12日登陆科创板，

并且另有多个项目已申报IPO，未来退出收益可期。 

3、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业务 

2019年4月，公司通过收购徐州睦德的全资子公司徐州长华100%股权，取得了对热热文化的控制权，将其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热热文化的主营业务为互联网安全审核及信息技术服务；2019年7月热热文化通过资本公积转增方式，将注册资

本600万元人民币变更为10,000万元人民币。2019年实现并表收入12,428.28万元，并表净利润4,458.67万元，业务稳定增长。 

4、传媒业务 

2019年4月，公司通过收购徐州睦德的全资子公司徐州长华100%股权，取得了对中科华世的控制权，将其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中科华世的主营业务为图书发行和内容研发，2019年实现并表收入12,435.25万元，并表净利润2,254.18万元，业

务稳定增长。 

综上所述，上市公司已经形成了高端装备制造、创投服务与资产管理、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及传媒几大主业并举、多轮

驱动的发展格局，能够有效规避依赖单一业务的经营风险，保障公司整体业绩的持续增长，多主业发展使得公司形成了较强

的抵御风险能力。同时，由于公司各个产业均能够独立运营，均有完整独立的机构、人员、资金等，能够满足上述产业发展

的需求，未来还将保持各板块业务原有的管理体系和人员体系不发生变化，因此不会产生资源配置上的不正当竞争。同时，

公司将以整体利益出发，协调发展各个业务板块，为进一步保障股东利益提供业务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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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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承 682,535,876.04 60,317,608.34 8.84% -57.05% -68.50% -3.21% 

机床 225,701,652.91 18,559,951.71 8.22% -11.43% 100.81% 4.59% 

互联网信息技术

服务 
122,673,062.88 50,284,961.12 40.99% 100.00% 100.00% 40.99% 

图书 102,734,520.22 29,591,793.22 28.80% 100.00% 100.00% 28.80% 

纸张 11,687,937.55 1,668,593.76 14.28% 100.00% 100.00%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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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亏损较上年大幅增加主要由资产处置、资产减值等原因引起，未来并不具有持续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

公司持有的成都天马90%的股权于报告期内被司法拍卖，产生处置损失38,914.44万元；（2）子公司齐重数控应收取的土地

收储款经各方协商降低2亿元,于报告期内确认债务重组损失12,592.39万元；（3）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

资等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合计77,838.9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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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① 执行修订后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准则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

号），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计量和披露作出修订。2019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2019年6月10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应根据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调整；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进行追溯调整。 

② 执行修订后的债务重组会计准则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

对债务重组的确认、计量和披露作出修订。2019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2019年6月17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该准

则的规定进行调整；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进行追溯调整。 

③ 采用新的财务报表格式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2019

年9月1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本公司2019年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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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情形，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股东权益变动表列报

项目的变化，主要是执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变化，在以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中反映。财会〔2019〕6号中还将“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别列示。 

执行该通知对本公司列报前期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序号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2018年12月31日 

增加+/减少- 

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71,902,011.48 

应收票据 +32,918,226.72 

应收账款 +800,570,303.83 

应收款项融资 +38,413,480.93 

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66,373,749.43 

应付票据 +40,302,349.00 

应付账款 +426,071,400.43 

④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

融工具准则”，修订前的金融工具准则简称“原金融工具准则”)。 

金融资产分类与计量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基于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及企业管理该等资产的业务模式分类为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三大类别。取消了贷款和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原分类。权益工具投资一般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也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

期损益。 

金融资产减值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减值的要求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以及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以及未提用的贷款承诺和财务担保合同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采用预期信用损失

模型以替代原先的已发生信用损失模型。 

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

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不进行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

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A．新金融工具准则首次执行日，分类与计量的改变对本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账面价值 

2019年1月1日 

账面价值 

资产 
  

其中：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应收票据 71,331,707.65 32,918,226.72 

应收账款 800,570,303.83 800,570,303.83 

应收款项融资 — 38,413,480.93 

其他应收款 3,264,581,363.13 3,264,581,363.1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其他流动资产 298,449,801.26 298,449,801.2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a） 410,626,265.92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债权投资 —  

其他债权投资（b）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1,0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 453,653,365.92 

递延所得税资产 53,734,718.75 53,734,7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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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流动资产 150,009,321.04 150,009,321.04 

负债   

其中：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股东权益   

其中：其他综合收益 -1,780.50 -1,780.50 

盈余公积 408,810,133.61 408,810,133.61 

未分配利润 1,255,646,574.87 1,299,666,632.52 

少数股东权益 191,669,374.92 191,676,417.27 

  2019年1月1日首次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进行调整后，本公司增加留存收益44,027,100.00元，增加股东权益44,027,100.00元。 

B. 新金融工具准则首次执行日，分类与计量改变对上述金融资产项目账面价值的影响：  

（a）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 

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10,626,265.92   — 

转出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转出至债权投资     

转出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转出至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409,626,265.92 44,027,100.00 453,653,365.92 

转出至其他债权投资        

转出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000,000.00   1,000,000.00 

C. 新金融工具准则首次执行日，无分类与计量的改变对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的影响。 

D. 2019年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报告期间，无因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重分类为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或者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⑤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无。 

（2）会计估计变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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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3月决定撤销星河智能对正泽基金的出资，并经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因此正泽基金从2019

年3月31日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公司2019年4月收购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徐州慕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徐州咏冠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100%股权、徐州长华信息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徐州咏革信息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故将其及其子公司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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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成都热热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科华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徐州磐赫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徐州

赫荣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徐州赫爵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和徐州冠睦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3、公司2019年7月设立子公司徐州舒窈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徐州月皓文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徐州骏图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徐州维河文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徐州泽润凯文化咨询有限公司、徐州维河文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故将其纳入合并范

围。 

4、公司2019年9月，子公司北京星河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完成注销，故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5、公司2019年10月，子公司北京鸿晨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完成注销，故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6、公司2019年11月设立子公司徐州市德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睢宁鼎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故将其纳入合并

范围。 

7、公司2019年11月，完成子公司徐州冠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处置，故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8、公司2019年11月，子公司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的股权被司法拍卖，故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9、公司2019年12月，完成子公司GALAXY VENTURES CAPITAL INC、GALAXY INTERNET TECHNOLOGY (AMERICAN) 

LIMITED、GALAXY WEALTH LLC、Galaxy internet (BVI) Limited、Galaxy internet Technology (BVI) Limited注销，故不再

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20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20 年 1-3 月净利润（万元） -150 至 -100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2,77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2019 年第一季度，公司根据当时所有未决诉讼和仲裁案件的进展，对

公司很可能要承担的损失进行了合理判断，计提了违约金支出 7,521 万元；

而截至 2020 年第一季度末，上述未决诉讼和仲裁案件中已有部分案件出具

了判决结果或签署了和解协议，公司根据目前尚未判决的案件最新进展情

况，预计 2020 年第一季度需要计提违约金支出 515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7,006 万元。 

2、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发生利息支出 2,339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3,031

万元，主要由于公司 2019 年偿还杭州天马诚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和杭州天马星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两个基金优先级合伙份额款及

其他借款本金共计 12.93 亿元；另外，公司于 2020 年第一季度与深圳市前

海中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执行和解协议书》，公司无需再计提和支

付该项借款的利息；上述原因导致 2020 年第一季度应承担的利息支出比去

年同期减少 3,031 万元。 

3、2020 年第一季度，公司主要并表子公司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华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热热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共计 1,717 万元；而去年同期，公司主要并表子公司成

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共计-1,412 万元，导致 2020 年第一季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比去年同期增加 3,12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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