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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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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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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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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82,032,5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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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533-3590083 0533-3590083 

电话 0533-3590083 0533-359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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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助学读物的策划、设计、制作与发行，为我国中小学师生提供学习和备考解决方案。 

公司专注于我国K12基础教育领域，主要产品为以中小学教辅图书为主的中小学生助学读物，同时，基于多年在教辅领

域积淀的优质内容，进一步提供基于互联网的线上产品，即面向中小学教学各个环节的数字化产品和相关教学及学习软件。 

在教育出版领域，公司已打造出以“志鸿优化”为核心品牌的系列助学读物，包括《优化设计》《优化训练》《十年高考》

《优秀教案》《智慧背囊》和《时文选粹》等品牌图书，公司每年策划出版图书3,000余种，产品种类齐全、覆盖了我国中

小学全部学科及主要教材版本，能够满足从小学到高中12个年级同步、备考、工具参考和教研活动等各类需求。 

公司充分把握新高考、新教材的新一轮教育改革契机，积极拓展教育科技及教育服务领域，利用公司在多年的经营过程

中形成的内容资源和渠道资源，在纸质图书产品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在线教育产品的研发，以B2B2C的方式进行推广，通过为

老师和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达到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学习的目标。产品包括在线学习平台、试题资源库、智能作业与考试测评

系统、智能教辅产品、在线教育APP、升学规划及新高考解决方案等。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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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出版环节，公司以图书内容提供商的角色，从事教辅图书等中小学助学读物的研发与制作，向出版社提供图书内

容。公司打造了一支集教学、考试、研发、编辑、信息技术为一体的综合研发团队，策划、研发人员所具备丰富的教育工作

经验及教学理念为公司研发工作提供了保障，通过对我国的教育改革、教育理念、考试制度、命题、用户需求和市场竞争变

化进行长期、系统的跟踪和研究，形成了业内较强的研发能力和根据国家教育考试改革、教材版本变化迅速更新教辅图书的

快速反应能力及创新能力。 

截至目前，公司已与包括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科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现代教育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

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云南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等国内主要教育类图书出版社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在图书发行环节，由公司策划的教辅图书等助学读物经出版社出版后，公司以总发行商的角色，向出版社采购或包销经

出版的图书，再批发给销售区域的经销商或代理商。广泛的营销渠道建设与营销能力是公司赢得市场份额的重要保障。公司

已构建了面向全国市场的营销网络体系，通过对销售渠道及业务进行管理，为线上线下教育产品与服务提供强有力的渠道支

撑。 

在图书出版领域，我国现行政策尚未向民营企业开放出版环节，允许和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的环节主要为图书内容提供和

图书发行流通，由此产生了公司上述特定的业务模式，即经营业务分布于图书出版产业链出版环节的两端，这也是民营图书

企业普遍采用的经营模式。另外根据教辅新政，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通常指定新华书店从事系统征订教辅的征订与销售，

公司需要与新华书店进行业务合作。 

公司已建立和完善了适应国家现行政策的图书业务经营模式，并与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在我国关于

教育出版和教材教辅现行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公司现有的经营模式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三）行业发展状况 

我国图书出版市场主要分三大类，即大众出版、专业出版和教育出版，教辅及助学类读物属于教育出版大类中的细分门

类。 

我国的教辅市场催生于上世纪改革开放后的 90 年代，并在本世纪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推动以及高考分省命题、中考分地

命题等背景下得到繁荣和发展。 

从我国图书市场结构来看，教育类图书占据了我国图书市场的半壁江山。由于中国教育类图书市场的特殊性，该类业务

市场份额近50%，远超美国教育图书28%的市场份额。虽然一般大众图书市场随着消费升级获得快速发展，但教材教辅业务

仍是中国出版传媒企业的主要业务支柱和利润来源。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2019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全国新华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各类图书的零售

数量为81.42亿册，零售金额为1,007.97 亿元，其中文化、教育类图书73.27亿册，零售金额804.02亿元，中小学课本及教学

用书33.02亿册，286.30亿元，教辅读物33.98亿册，393.80亿元。就教辅读物而言，上述统计尚未涵盖民营教辅机构通过经销、

代销等方式实现的销售额。 

教辅图书等助学类读物直面我国中小学生这一庞大的用户群体，消费者几乎遍及每个家庭，教辅行业已成为我国图书出

版领域特点显著的一个细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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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357,177,555.44 385,710,340.65 -7.40% 381,436,74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268,550.10 33,610,277.70 -1.02% 31,806,93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588,785.78 24,633,782.56 -32.66% 25,388,633.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86,482.48 82,478,881.21 -97.11% 43,556,506.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24 -25.00% 0.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24 -25.00% 0.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0% 7.33% -0.43% 7.31%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740,945,173.83 719,225,113.78 3.02% 643,510,16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3,292,369.03 470,525,693.93 4.84% 446,717,166.23 



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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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30,048.65 45,250,129.95 160,940,046.40 116,457,33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58,480.46 3,417,638.96 25,905,343.28 6,804,04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32,813.88 -358,772.21 14,251,885.42 5,628,486.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38,886.93 -55,854,634.48 6,574,322.56 42,327,9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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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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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9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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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志鸿教育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71% 85,020,000  质押 30,459,000 

任伦 境内自然人 4.18% 7,605,000 5,703,750 质押 2,530,000 

巴学芳 境内自然人 3.89% 7,086,550    

浙江伟星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1% 3,653,000    

王立新 境内自然人 1.04% 1,891,500    

李剑钊 境内自然人 1.01% 1,837,480    

金祖龙 境内自然人 0.57% 1,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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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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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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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的出现打乱了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节奏，干扰了各行业向前发展的步伐，同时加快了教育行业互联网化的进程。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积极开展工作，通过各种措施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危”中寻“机”，公司在稳定教育图书出版发

行业务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战略规划、智能教育产品、再融资、孵化平台等项目的进展，并且取得了一定成绩。经营业绩方

面，公司努力应对新冠疫情的影响，保障业绩的实现，使经营数据基本保持稳定，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57,177,555.44元，较

去年同期下降7.40%，营业利润50,432,167.62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268,550.10元，较

去年同期下降1.02%，公司资产总额为 740,945,173.83元，同比增长3.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493,292,369.03

元，同比增长4.84%。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1、积极应对疫情，恢复生产经营，推出线上教育应用 

新冠疫情的突如其来打乱了公司正常的经营计划，全国所有中小学都没有正常按时开学，甚至直接取消春季学期，出版

社、新华书店、印刷厂、纸厂、物流运输公司等产业上下游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如何保障教育部提出的“停课不停

学”，如何将书本按时送到学生手中成为摆在公司面前的现实问题。公司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在严格执行防控措施的前提下

通过各种方式恢复生产经营，全年经营业绩基本持平，并在保障线下基础业务的前提下，推出“优化学习”、“优化高分”等APP，

配合“世纪天鸿新高考公益直播课”等多种线上方式服务广大中小学师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且为公司未来发展探索了新

的模式。 

2、清晰战略定位，加强教研建设，发布“高考蓝皮书”系列产品 

公司在疫情期间启动了未来3-5年战略规划工作，聘请国内知名的战略咨询机构，进一步清晰了公司的战略定位、战略

目标和战略路径，并且基于未来成长和长期发展，启动了战略升级工作，驱动公司在品牌建设、产品研发和渠道建设的升级，

制定新十年的战略方向、战略目标以及战略规划，为企业行稳致远绘制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基于新高考战略定位，公司不断加强教研建设，与中国高考报告学术委员会联合推出《中国高考报告》“高考蓝皮书”

系列产品，并在北京召开了《高考蓝皮书2020》新品发布会，高考蓝皮书5大系列产品正式发布，该系列丛书作为学生复习

备考的重要参考，为新高考政策的推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公司作为中国高考报告系列丛书的总发行单位，持续推出

了60余天、50余场、200万人次的“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解读与高考命题变革”公益免费系列课程，为广大高考师生提供最实用

的高考解决方案和备考策略。《高考蓝皮书2020》的发布以及推广，为世纪天鸿在新高考领域创新产品研发和服务奠定了基

础。 

3、研发智能教辅产品，启动教育内容AI系统建设项目 

智能教育事业部经过2年的探索，对行业和业务模式有了清晰的认识和判断，智能教育业务方向清晰、赛道明确，架构

逐步完善，编辑团队和运维团队也逐步搭建成型，现代纸书、智能教辅、数字内容资源建设三大业务稳步推进，传统出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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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出版深度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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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研发的系列智能

教辅产品在部分学校进行了试点与推广。 

公司在本年度启动教育内容AI系统建设项目，基于公司内容研发和线下渠道优势推出智能作业测评系统，对传统教辅

图书进行业务升级，在不改变学生使用纸笔完成作业的前提下提升作业批改效率和学生学习效率，项目实施后将大幅提升教

师的作业批改效率，节省教师工作时间，同时为教师提供教学指导意见，为学生提供学情分析报告和个性化错题集，达到精

准教学的目的。该项目拟通过再融资方式进行实施，目前已经取得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

所将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履行相关注册程序。 

4、孵化平台建设取得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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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平台新购置了办公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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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平台组织了若干次路演活动，数十个项目参与路演，并成功落实了现

代纸书、字帖专项等项目的落地，使创业孵化平台入孵企业总数达到18家。其中，佰鸿壹铭、先德睿2家创业企业率先实现

分红，小仙文创荣获淄博市首届文化创意版权设计大赛二等奖，各公司发展态势整体向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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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孵化平台还申报了“山东省2020年度

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并入选山东省重点文化产业项目、淄博市文化产业市级孵化器和淄博市孵化器

培育单位，标志着公司孵化平台在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做法得到了政府部门和专家团队的认可，将进一步推动孵化

平台的高质量发展，为孵化平台的快速成长奠定了基础。 

5、引进先进模式，推动人才培养 

报告期内公司与小米谷仓学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引进小米谷仓学院的全案服务推动产品研发与渠道建设等方面的升

级，希望借鉴小米的成功模式为公司发展助力。公司成立了志鸿商学院，加强校企合作，面向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

学、中国海洋大学等省内外知名高校引进50余名优秀人才，同时大力选拔年轻人进入管理团队，加强人才后备梯队建设。公

司还启动了“后浪计划”，鼓励内部员工开发具有创意的项目，激发员工的创新创造活力，为人才发展厚植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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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辅图书 317,091,725.27 232,076,077.99 26.81% -7.63% -4.69%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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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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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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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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4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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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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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0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14户（含二级子公司11户），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3户（含二级子

公司2户），减少1户（含二级子公司1户），详见公司2020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析2、

收入与成本（6）报告期内合并范围是否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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