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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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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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天马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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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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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38,915,682.85

665,388,106.40

-4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7,933,438.06

-301,381,849.19

12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085,920.11

-271,784,733.74

95.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7,437,700.97

-42,886,258.82

-103.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56

-0.2537

125.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56

-0.2537

125.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9%

-9.72%

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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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4,575,660,265.75

4,627,340,599.08

-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30,567,807.87

1,554,624,941.72

4.8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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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乾顺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13%

250,973,000

0

霍尔果斯天马创业投资集团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公司

12.49%

148,413,061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8.84%

105,027,000

深圳市中奇信息产业投资咨询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4.41%

52,44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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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15,315,800

0

中投发展（深圳）投资咨询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公司

1.26%

15,000,001

0

马全法

1.08%

12,792,717

0

0.95%

11,260,000

0

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齐齐哈尔市国有资产投资运营
国有法人
管理有限公司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冻结

95,040,000

质押

95,040,000

0 冻结

105,0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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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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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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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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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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3,891.5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9.06%；总资产为457,566.03万元，较上年年末减少
1.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63,056.78万元，较上年年末增加4.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793.3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7,931.53万元，实现扭亏为盈。报告期盈利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各下属子公司盈利同比增
加、以前年度计提诉讼违约金转回以及债务偿还导致利息减少等原因。公司主营业务转型后发展良好，盈利能力和内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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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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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管理的股权资产和债权资产账面价值约11.25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92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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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公司投资的I背调、易言科技、嘉兴玻尔等项目实现退出，取得投资收益258万元；收到中数智汇等被投
资单位的投资分红款147.41万元，而中数智汇目前已经申报IPO，未来发展前景可期。另外，公司通过附属企业出资3,000万
元认购了嘉兴翎贲宸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资金主要用于投资国产操作系统领域优质未上市企业的
股权；并通过附属企业出资2,000万元认购了由农银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并管理的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不断拓展新的
投资业务条线。
2、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业务
2019年4月，公司收购徐州长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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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实现并表收入13,365.05万元，并表净利润2,423.90万元。
3、传媒业务
2019年4月，公司收购徐州长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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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实现并表收入5,891.44万元，并表净利润959.91万元。
经过多年的积累沉淀，中科华世已逐步由单纯的图书发行企业转变为图书研发与知识产权授权使用并举的内容创造
型企业，公司申报并获注册的著作权不断增加，每年著作权授权使用收入亦不断增加。
4、高端装备制造业务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2020年1-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12.8%。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下滑，消费、投资增速出现下跌，随着我国对疫情的有效防控，二季度大部分地区实现复工复产，消费、
投资、工业企业利润等指标的降幅均出现不同程度收窄，经济呈修复企稳态势。机床行业受行业下行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
影响，总体运行形势不容乐观，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均大幅下降，上半年行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1.5%，利润总额同比降低
31.7%。随着国家各项政策的扶持和积极推动，下行幅度持续收窄，总体行业运行处于持续改善状态。在复杂严峻的内外部
形势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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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行业也出现了一些积极因素，我国拥有超大市场规
模和内部潜力，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另外国家密集实施系列经济振兴政策，尤其加大对装备制造业的支持力度，
这将形成新一轮的市场拉动，特别是风力发电、军工、航天航空等行业的快速发展，为高档数控机床制造带来了难得的发展
机遇。
面对机床行业持续下滑和国内外疫情不断变化的影响，公司逆势而上，不断寻求新的突破，坚持高质量发展和三个一战
略，即三分之一产品达到国际高端，三分之一产品做好国内现有产品，三分之一产品做好再制造服务，推动企业跨越式发展。
公司坚持以技术创新、智能转型、绿色发展为驱动，改变传统制造业模式，向智能化和服务化转型升级，从实现销售中低端
机床到卖中高端产品、卖技术、卖服务、卖品质的全面转型、全面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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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产品
不断向高附加值、高端化、智能化、复合化、绿色化的方向发展，上半年再制造服务业务板块取得较好成绩，为公司带来新
的利润增长点。公司以提升产品品质为核心，不断淘汰落后产能，购置了高端把关设备，相应处置了一批生产设备和积压存
货，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公司不断优化管理流程，加强内部考核和经营责任制落实，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上半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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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产值同比增长51%。公司坚持预算管理，严格控制成本，降本增效，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合理优化人员，成本和费用大幅下
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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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毛
利率有较大幅度提升。上述努力取得明显成效，齐重数控上半年实现合同签约额2.3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7%。多数合同
在账期、毛利率等方面较以前年度有大幅改善。上述措施使公司上半年扭转了亏损的局面，实现盈利2,647万元。
综上所述，上市公司已经形成了创投服务与资产管理、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及传媒、高端装备制造几大主业并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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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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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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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纳入合并范围的主要子公司详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报告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14家，主
要有南京宏天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徐州隽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徐州市鼎弘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徐州市鼎信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徐州市辉霖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徐州市鼎裕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徐州市荣晋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徐州市嘉恒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徐州市鸿儒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徐州隽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嘉兴翎贲宸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嘉信汇瑞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上海郝沧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增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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