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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紫天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紫天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 在 中 国 证 监 会 指 定 的 创 业 板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经公司事

后审核，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三节 公司业务概况”和“第

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部分内容需要补充披露，现就有关内容予以

补充更正。 

更正前： 

第三节 公司业务概要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2020年春节前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迅速蔓延，对国内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为本行

业带来了危险与机遇共存的新机会，在市场需求整体不明朗的情况下，公司积极寻求转型

方式，在互联网相关领域取得较大的进展，深耕广告全产业链领域。上市公司已将南通锻

压如皋有限公司51%的股权转让，传统装备制造业务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报告期

内广告业务是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 

    1、公司业务现状 

    现代广告服务业务具体包括楼宇广告业务与互联网广告营销业务，楼宇广告业务主要

根据客户的广告发布需求和客户产品的目标消费群体分布情况，与客户协商制定具体发布



方案，在客户所要求的时间段选取合适的楼宇媒体资源位置并为客户提供终端广告发布服

务，公司定位于向写字楼办公的中高收入群体进行精准营销，主要通过具有丰富资源的信

息服务公司、4A公司等各代理公司合作来为全国性的品牌客户、全球500强企业及区域知

名品牌进行形象宣传和营销策划。互联网广告营销业务主要是将广告主需要投放的广告通

过互联网渠道传播，并最终在电脑或移动设备上呈现，广告主根据广告所实现的商业效果

与公司进行结算。 

(1)楼宇广告 

    亿家晶视为全国性楼宇视频媒体运营商之一，专注于商务楼宇视频媒体的开发与运

营。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亿家晶视所处行业为“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项下的“L72商务服务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亿家晶视属于“L7259其他广告服务”。亿家晶视以楼宇视频媒体资

源为载体，根据客户的广告发布需求和客户产品的目标消费群体分布情况，与客户协商制

定具体发布方案，在客户所要求的时间段选取合适的媒体资源位置并为客户提供终端广告

发布服务，公司定位于向写字楼办公的中高收入群体进行精准营销，主要通过与4A公司等

代理公司合作来为全国性的品牌客户、全球500强企业及区域知名品牌进行形象宣传和营

销策划。 

    2020年春节期间，国内大部分省市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且疫情出现全球蔓延

的情况，对实体经济和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楼宇广告行业也受到疫

情较为严重的影响，短期出行人数的骤减及长期居民消费向互联网转移的情况，直接影响

了楼宇广告的受众，各类型广告主在楼宇广告媒体的广告投放预算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减

少。2020年，公司楼宇广告业务受新冠疫情影响较为明显，2020年1-9月营业收入出现了

较大幅度的下滑，公司及时根据最新市场情况，积极调整了经营策略，结合疫情期间商务

楼宇人流量骤减的情况，公司短期内主动收缩了部分一线、新一线城市采购成本较高的自

有点位布局，并开始积极探索发展方向，调整经营战略，包括优化点位布局及进一步加大

对战略客户的引进。随着疫情影响的减缓及公司战略举措的落地，公司2020年第四季度楼

宇广告业务逐渐好转。 

（2）互联网广告 

    里安传媒主要从事互联网推广营销服务，上游承接互联网产品，下游对接终端流量渠



道。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里安传媒所处行业为“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项下的“I64互联网和相关服务”；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里安传媒属于“L7251互联网广告服务”。作为一

家基于大数据技术，提供程序化广告投放策略和技术解决方案的效果广告公司，主营业务

为移动互联网广告的投放，客户群体主要覆盖游戏、电商等互联网线上产品，均属于互联

网营销需求较大的行业。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大部分城市、社区及道路采取封闭管理措

施，公司在部分城市和地区的电梯广告正常发布受限，楼宇广告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

下降。面对疫情对楼宇广告业务带来的负面影响，公司抓住疫情期间用户居家隔离、移动

设备使用时间大幅增加的机遇，积极利用上市公司资源发展互联网广告营销业务，互联网

广告业务成为公司重要的收入增长引擎。 

    2、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目前上市公司业绩增长主要来自广告服务业，自转型从事现代广告行业以来，一直致

力于拓展优质客户和布局丰富的媒体资源，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1,572.89万元，

增幅为64.37%；净利润30,994.64万元，增幅17.02%。 

（1）亿家晶视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高端楼宇媒体为基础，以创新技术和高覆盖

广告资源网络为重点，以多种形式产品和多维度全方位商业服务模式为保障的公司战略，

通过提供不断创新的高品质广告发布平台，强化“亿家晶视”的品牌形象。作为中国高端

楼宇数字媒体代表者，在纳入上市公司管理体系以后，亿家晶视充分利用上市公司资本力

量，经营表现良好，极大地增厚了上市公司业绩，并对公司在广告行业产业链整合提供有

效助力，公司依托现有广告行业媒体优势，拓展以小米集团、华扬创想、科大讯飞为代表

的优质客户群体，进一步夯实公司业绩基础。 

（2）上市公司依托现有广告资源的优势，通过并购里安传媒进一步布局互联网领域

和开拓海外市场；通过收购Clockwork及其旗下资产，积极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进一步

提升公司互联网广告及内容变现业务的盈利效率。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对全球经济造成

了严重影响，疫情期间在线进行娱乐、购物、教育和办公的方式比以往发展更加迅猛，形

成新的数字生态系统。疫情推动和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在线”进程。随着世界各地大力推

动5G技术、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基建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催生新营销模式和商业



业态，数字经济已成为拉动经济恢复增长的重要引擎。里安传媒以互联网广告及内容变现

业务为支点，触达全球市场，通过自有数据和投放平台实现多维度的策略分析，不断优化

核心竞争力，提高自身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品牌知名度及公司盈利能力。 

   （3）在流量精细化运营的市场竞争环境中，2020年部分广告联盟的崛起与竞合，为广

告主提供了较好的价值赋能，短视频平台站外流量等变现红利显著，进一步带动游戏、资

讯类工具、小说阅读等广告主扩大互联网广告营销需求，为公司业绩快速增长提供了发展

性机遇。 

    3、现代广告服务行业的发展状况、周期性： 

    在经历早期的快速发展后，我国广告行业已进入平稳发展及行业内部不断调整的阶

段，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9年中国户外广告市场研究报告》，2018-2021年间，线下

广告规模预计将按2.5%的年复合增长率持续增长，并于2021年达到1813.5亿元。与其余类

别线下广告因受消费者移动性增加影响而导致受众流失、市场规模收缩不同，户外广告场

景化和强制性等的特征和数字化赋能的增强，使广告主对其的需求不断增强，成为拉动线

下广告增长情况回暖与持续提升的主力军，预计到2021年，户外广告将占据整个线下广告

市场规模的39.2%。楼宇电梯、影院和交通出行成为中国户外广告市场的主要场景构成，

其市场份额占比于2018年分别达到35.6%、47.7%和11.6%，未来三年内，楼宇电梯将继续

保持较高的增长，超过交通出行成为第一大户外广告场景。艾瑞分析认为，楼宇电梯、交

通出行和影院三大场景受到青睐的主要原因，除了场景在人流量和广告环境密闭性等方面

的优势外，最关键还是遵循了城市居民当代“衣食住行工作娱乐”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轨迹。

近年来，中国广告市场媒体已形成电视媒体、互联网媒体、生活圈媒体三大阵营格局，不

同媒体形式的广告花费变动趋势有所差异。根据CTR媒介智讯的数据显示，2019上半年，

受到经济环境“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的影响，广告主对2019年整体经济市场的信心有所波

动。致使中国广告市场重新进入调整期，上半年中国广告市场整体下滑8.8%，传统媒体下

滑更为严重，同比降幅达到12.8%。分媒体来看，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生活圈媒体乃至互

联网媒体在2019年上半年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传统户外媒体刊例花费降幅扩大到18.9%。

投放量较大的几类广告牌类型如候车亭广告、看版广告、站台广告等也均呈现不同程度的

花费缩减。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生活圈媒体，两大梯媒和影院视频媒体的广告刊例花费同

比增长收缩到5%左右。 



 

 

    根据艾瑞咨询2019年度中国网络广告核心数据显示，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达6464.3

亿元，受整体经济环境下行影响，2019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同比增长30.2%，相比较

2018年有所下降。但从网络广告市场规模的绝对值来看，中国网络广告产业的生命力依然

旺盛，预计在2022年市场规模突破万亿大关。互联网广告服务具备广告展现方式更加灵活

多样，对广告服务商整体服务水平的要求更加突出的等特点。互联网环境下，网站种类繁

多，新的技术手段和表现模式也层出不穷，广告营销手段由过去传统媒体对大众的单向广

告传播转变为互联网媒体可以通过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与广告受众的双向互动，这种转变

下的互联网广告效果具有可量化分析、可持续快速优化等传统广告营销手段不曾具有的优

势。 



 

    2019年中国五大媒体广告收入规模达7628.1亿元，其中网络广告的占比进一步提高，

占六大媒体广告总收入规模的84.7%，达6464.3亿元。而包括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广

告在内的线下广告收入规模则继续保持缓慢下降的趋势至1163.8亿元，受疫情影响，居民

的触媒习惯和时间更多集中在网络媒体，因此预计2020年线下广告收入将进一步缩减，这

也推动广告主将更多的广告预算向线上倾斜，预计2020年网络广告收入规模将接近8000

亿元。 

 

    广告媒体行业作为广告行业的细分子行业，其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

增长速度密切相关。由于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特点，消费者购买力、广告主经营业绩、企



业品牌传播预算投入相应也会存在周期波动，因此，宏观经济景气变化有可能会给公司带

来业绩波动的影响。 

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概述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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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采用传统装备制造业和现代广告服务业双轮驱动的经营模式，实现营

业收入141,572.8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5,441.15万元，增幅64.37%。实现净利润

30,994.64万元，比上年增加4,507.16万元，增幅17.0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4,399.81万元。 

    2、重点经营工作 

（1）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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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公司市场地位，积极面对疫情影响 

    2020年，公司楼宇广告业务受新冠疫情影响较为明显，2020年1-9月出现了较大幅度

的下滑，公司及时根据最新市场情况，积极调整了经营策略，结合疫情期间商务楼宇人流

量骤减的情况，公司短期内主动收缩了部分一线、新一线城市采购成本较高的自有点位布

局，并开始积极探索发展方向，调整经营战略，包括优化点位布局及进一步加大对战略客

户的引进 。随着疫情影响的减缓及公司战略举措的落地，公司2020年第四季度楼宇广告

业务逐渐好转。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大部分城市、社区及道路采取封闭管理措施，公司在部分

城市和地区的电梯广告正常发布受限，楼宇广告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面对疫情

对楼宇广告业务带来的负面影响，公司抓住疫情期间国民居家隔离、移动设备使用时间大

幅增加的机遇，积极利用上市公司资源发展互联网广告营销业务，成为公司重要的收入增

长引擎。 

    公司致力于打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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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加强产业进步，力求借助资本市场提升产业动力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战略规划方向，在现有广告资源基础上，大力拓展线上广告方向，

目前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同时，公司于2020年2月20日披露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募

资43，041.53万元用于“搭建大数据及AI驱动的程序化广告平台项目”和“构建数据分析

工具及广告库存智能匹配系统项目”，并将引入战略投资者更好的支持上市公司朝新的业

务发现蓬勃发展。 

    公司与快手科技、字节跳动等头部媒体战略绑定合作关系，以优质内容生态共建，实

现深耕产业发展的目标，进一步拓展互联网广告及内容变现业务方向。 

更正后： 

第三节 公司业务概要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2020年春节前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迅速蔓延，对国内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为本行

业带来了危险与机遇共存的新机会，在市场需求整体不明朗的情况下，公司积极寻求转型

方式，在互联网相关领域取得较大的进展，深耕广告全产业链领域。上市公司已将南通锻

压如皋有限公司51%的股权转让，传统装备制造业务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报告期

内广告业务是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 

    1、公司业务现状 

    现代广告服务业务具体包括楼宇广告业务与互联网广告营销业务，楼宇广告业务主要

根据客户的广告发布需求和客户产品的目标消费群体分布情况，与客户协商制定具体发布



方案，在客户所要求的时间段选取合适的楼宇媒体资源位置并为客户提供终端广告发布服

务，公司定位于向写字楼办公的中高收入群体进行精准营销，主要通过具有丰富资源的信

息服务公司、4A公司等各代理公司合作来为全国性的品牌客户、全球500强企业及区域知

名品牌进行形象宣传和营销策划。互联网广告营销业务主要是将广告主需要投放的广告通

过互联网渠道传播，并最终在电脑或移动设备上呈现，广告主根据广告所实现的商业效果

与公司进行结算。 

(1)楼宇广告 

    亿家晶视为全国性楼宇视频媒体运营商之一，专注于商务楼宇视频媒体的开发与运

营。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亿家晶视所处行业为“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项下的“L72商务服务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亿家晶视属于“L7259其他广告服务”。亿家晶视以楼宇视频媒体资

源为载体，根据客户的广告发布需求和客户产品的目标消费群体分布情况，与客户协商制

定具体发布方案，在客户所要求的时间段选取合适的媒体资源位置并为客户提供终端广告

发布服务，公司定位于向写字楼办公的中高收入群体进行精准营销，主要通过与4A公司等

代理公司合作来为全国性的品牌客户、全球500强企业及区域知名品牌进行形象宣传和营

销策划。 

    2020年春节期间，国内大部分省市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且疫情出现全球蔓延

的情况，对实体经济和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楼宇广告行业也受到疫

情较为严重的影响，短期出行人数的骤减及长期居民消费向互联网转移的情况，直接影响

了楼宇广告的受众，各类型广告主在楼宇广告媒体的广告投放预算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减

少。2020年，公司楼宇广告业务受新冠疫情影响较为明显，2020年1-9月营业收入出现了

较大幅度的下滑，公司及时根据最新市场情况，积极调整了经营策略，结合疫情期间商务

楼宇人流量骤减的情况，公司短期内主动收缩了部分一线、新一线城市采购成本较高的自

有点位布局，并开始积极探索发展方向，调整经营战略，包括优化点位布局及进一步加大

对战略客户的引进。随着疫情影响的减缓及公司战略举措的落地，公司2020年第四季度楼

宇广告业务逐渐好转。 

（2）互联网广告 

    里安传媒主要从事互联网推广营销服务，上游承接互联网产品，下游对接终端流量渠



道。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里安传媒所处行业为“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项下的“I64互联网和相关服务”；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里安传媒属于“L7251互联网广告服务”。作为一

家基于大数据技术，提供程序化广告投放策略和技术解决方案的效果广告公司，主营业务

为移动互联网广告的投放，客户群体主要覆盖游戏、电商等互联网线上产品，均属于互联

网营销需求较大的行业。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大部分城市、社区及道路采取封闭管理措

施，公司在部分城市和地区的电梯广告正常发布受限，楼宇广告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

下降。面对疫情对楼宇广告业务带来的负面影响，公司抓住疫情期间用户居家隔离、移动

设备使用时间大幅增加的机遇，积极利用上市公司资源发展互联网广告营销业务，互联网

广告业务成为公司重要的收入增长引擎。 

2、主要业务模式 

上市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包括楼宇广告业务与互联网广营销业务 

（1）楼宇广告业务介绍 

公司目前从事楼宇广告业务，公司本着以“精准营销”为核心的理念，面向“高端受

众”，运用先进的“无线3G传输”技术，专注于商务楼宇视频媒体的开发与运营，同时兼

营社区LCD领域相关媒体资源。 

（2）互联网广告营销业务介绍 

公司所从事的互联网广告营销业务是效果类广告服务的一种，主要是将广告主需要投

放的广告通过互联网渠道传播，并最终在电脑或移动设备上呈现，广告主根据广告所实现

的商业效果与公司进行结算。 

效果广告是指广告主根据广告所实现的商业效果与互联网媒体或互联网广告服务商

进行结算的广告类型，常用的商业效果包括APP下载、APP安装、用户注册、商品购买等，

可以归纳为按CPI或CPA模式结算。 

公司通过SDK、API等方式聚合大量广告媒体的用户流量，帮助广告主分配广告预算、

选取目标受众、制定广告投放决策并采买用户流量，广告主根据广告所实现的商业效果与

公司进行结算。 



3、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目前上市公司业绩增长主要来自广告服务业，自转型从事现代广告行业以来，一直致

力于拓展优质客户和布局丰富的媒体资源，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1,572.89万元，

增幅为64.37%；净利润30,994.64万元，增幅17.02%。 

（1）亿家晶视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高端楼宇媒体为基础，以创新技术和高覆盖

广告资源网络为重点，以多种形式产品和多维度全方位商业服务模式为保障的公司战略，

通过提供不断创新的高品质广告发布平台，强化“亿家晶视”的品牌形象。作为中国高端

楼宇数字媒体代表者，在纳入上市公司管理体系以后，亿家晶视充分利用上市公司资本力

量，经营表现良好，极大地增厚了上市公司业绩，并对公司在广告行业产业链整合提供有

效助力，公司依托现有广告行业媒体优势，拓展以小米集团、华扬创想、科大讯飞为代表

的优质客户群体，进一步夯实公司业绩基础。 

（2）上市公司依托现有广告资源的优势，通过并购里安传媒进一步布局互联网领域

和开拓海外市场；通过收购Clockwork及其旗下资产，积极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进一步

提升公司互联网广告及内容变现业务的盈利效率。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对全球经济造成

了严重影响，疫情期间在线进行娱乐、购物、教育和办公的方式比以往发展更加迅猛，形

成新的数字生态系统。疫情推动和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在线”进程。随着世界各地大力推

动5G技术、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基建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催生新营销模式和商业

业态，数字经济已成为拉动经济恢复增长的重要引擎。里安传媒以互联网广告及内容变现

业务为支点，触达全球市场，通过自有数据和投放平台实现多维度的策略分析，不断优化

核心竞争力，提高自身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品牌知名度及公司盈利能力。 

   （3）在流量精细化运营的市场竞争环境中，2020年部分广告联盟的崛起与竞合，为广

告主提供了较好的价值赋能，短视频平台站外流量等变现红利显著，进一步带动游戏、资

讯类工具、小说阅读等广告主扩大互联网广告营销需求，为公司业绩快速增长提供了发展

性机遇。 

    3、现代广告服务行业的发展状况、周期性： 

    在经历早期的快速发展后，我国广告行业已进入平稳发展及行业内部不断调整的阶

段，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9年中国户外广告市场研究报告》，2018-2021年间，线下

广告规模预计将按2.5%的年复合增长率持续增长，并于2021年达到1813.5亿元。与其余类



别线下广告因受消费者移动性增加影响而导致受众流失、市场规模收缩不同，户外广告场

景化和强制性等的特征和数字化赋能的增强，使广告主对其的需求不断增强，成为拉动线

下广告增长情况回暖与持续提升的主力军，预计到2021年，户外广告将占据整个线下广告

市场规模的39.2%。楼宇电梯、影院和交通出行成为中国户外广告市场的主要场景构成，

其市场份额占比于2018年分别达到35.6%、47.7%和11.6%，未来三年内，楼宇电梯将继续

保持较高的增长，超过交通出行成为第一大户外广告场景。艾瑞分析认为，楼宇电梯、交

通出行和影院三大场景受到青睐的主要原因，除了场景在人流量和广告环境密闭性等方面

的优势外，最关键还是遵循了城市居民当代“衣食住行工作娱乐”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轨迹。

近年来，中国广告市场媒体已形成电视媒体、互联网媒体、生活圈媒体三大阵营格局，不

同媒体形式的广告花费变动趋势有所差异。根据CTR媒介智讯的数据显示，2019上半年，

受到经济环境“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的影响，广告主对2019年整体经济市场的信心有所波

动。致使中国广告市场重新进入调整期，上半年中国广告市场整体下滑8.8%，传统媒体下

滑更为严重，同比降幅达到12.8%。分媒体来看，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生活圈媒体乃至互

联网媒体在2019年上半年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传统户外媒体刊例花费降幅扩大到18.9%。

投放量较大的几类广告牌类型如候车亭广告、看版广告、站台广告等也均呈现不同程度的

花费缩减。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生活圈媒体，两大梯媒和影院视频媒体的广告刊例花费同

比增长收缩到5%左右。 

 



 

    根据艾瑞咨询2019年度中国网络广告核心数据显示，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达6464.3

亿元，受整体经济环境下行影响，2019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同比增长30.2%，相比较

2018年有所下降。但从网络广告市场规模的绝对值来看，中国网络广告产业的生命力依然

旺盛，预计在2022年市场规模突破万亿大关。互联网广告服务具备广告展现方式更加灵活

多样，对广告服务商整体服务水平的要求更加突出的等特点。互联网环境下，网站种类繁

多，新的技术手段和表现模式也层出不穷，广告营销手段由过去传统媒体对大众的单向广

告传播转变为互联网媒体可以通过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与广告受众的双向互动，这种转变

下的互联网广告效果具有可量化分析、可持续快速优化等传统广告营销手段不曾具有的优

势。 

 

    2019年中国五大媒体广告收入规模达7628.1亿元，其中网络广告的占比进一步提高，



占六大媒体广告总收入规模的84.7%，达6464.3亿元。而包括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广

告在内的线下广告收入规模则继续保持缓慢下降的趋势至1163.8亿元，受疫情影响，居民

的触媒习惯和时间更多集中在网络媒体，因此预计2020年线下广告收入将进一步缩减，这

也推动广告主将更多的广告预算向线上倾斜，预计2020年网络广告收入规模将接近8000

亿元。 

 

    广告媒体行业作为广告行业的细分子行业，其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

增长速度密切相关。由于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特点，消费者购买力、广告主经营业绩、企

业品牌传播预算投入相应也会存在周期波动，因此，宏观经济景气变化有可能会给公司带

来业绩波动的影响。 

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概述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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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采用传统装备制造业和现代广告服务业双轮驱动的经营模式，实现营

业收入141,572.8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5,441.15万元，增幅64.37%。实现净利润

30,994.64万元，比上年增加4,507.16万元，增幅17.0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4,399.81万元。 



    2、重点经营工作 

（1）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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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公司市场地位，积极面对疫情影响 

    2020年，公司楼宇广告业务受新冠疫情影响较为明显，2020年1-9月出现了较大幅度

的下滑，公司及时根据最新市场情况，积极调整了经营策略，结合疫情期间商务楼宇人流

量骤减的情况，公司短期内主动收缩了部分一线、新一线城市采购成本较高的自有点位布

局，并开始积极探索发展方向，调整经营战略，包括优化点位布局及进一步加大对战略客

户的引进 。随着疫情影响的减缓及公司战略举措的落地，公司2020年第四季度楼宇广告

业务逐渐好转。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大部分城市、社区及道路采取封闭管理措施，公司在部分

城市和地区的电梯广告正常发布受限，楼宇广告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面对疫情

对楼宇广告业务带来的负面影响，公司抓住疫情期间国民居家隔离、移动设备使用时间大

幅增加的机遇，积极利用上市公司资源发展互联网广告营销业务，成为公司重要的收入增

长引擎。 

    公司致力于打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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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加强产业进步，力求借助资本市场提升产业动力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战略规划方向，在现有广告资源基础上，大力拓展线上广告方向，

目前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同时，公司于2020年2月20日披露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募

资43，041.53万元用于“搭建大数据及AI驱动的程序化广告平台项目”和“构建数据分析



工具及广告库存智能匹配系统项目”，并将引入战略投资者更好的支持上市公司朝新的业

务发现蓬勃发展。 

公司与快手科技、字节跳动等头部媒体战略绑定合作关系，以优质内容生态共建，实

现深耕产业发展的目标，进一步拓展互联网广告及内容变现业务方向。 

注：公司需要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2017 年修订）》第二十六条要求披露相关内容。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从事互联网营销及数据服务

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1）互联网营销收入整体情况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互联网营销

收入合计 
1,101,895,657.58 77.83% 175,481,974.06 20.37% 527.93% 

（2）广告主所处的主要行业领域 

单位:元 

行业领域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收入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收入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游戏类 666,095,925.01 60.45% 80,353,188.12 45.79% 728.96% 

电商类 212,665,861.91 19.30% 47,099,393.04 26.84% 351.53% 

应用类 174,540,272.16 15.84% 34,815,594.85 19.84% 401.33% 

其他 48,593,598.50 4.41% 13,213,798.05 7.53% 267.75% 

合计 1,101,895,657.58 100.00% 175,481,974.06 100.00% 527.93% 

注：对于面向广告主的业务类型（包括需求方平台、广告交易平台、互联网营销方案策划、内容制作、

投放代理等），说明广告主所处的主要行业领域，列示收入占比在 10%以上的行业名称、收入金额及占

比。 

（3）直接类客户和代理类客户情况 

单位:元 

客户类型 

2020 年 2019 年 

客户数量 收入金额 
客户留存率（如

适用） 
客户数量 收入金额 

客户留存率

（如适用） 

直接类客户       

代理类客户 18 1,101,895,657.58  4 175,481,974.06  

除上述更新补充内容之外，原公告全文其他内容不变，也不会影响原公告

全文中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等财务报表数

据，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江苏紫天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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