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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59            证券简称：佳发教育                公告编号：2020-048 

成都佳发安泰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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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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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发教育 股票代码 30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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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晶 阴彩宾 

办公地址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二路 188 号佳发科技

大厦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二路 188 号佳发科技

大厦 

电话 028-65293708 028-65293708 

电子信箱 cdjiafaantai@163.com cdjiafaanta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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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4,603,728.89 291,768,269.58 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8,226,921.94 95,689,333.66 2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18,568,462.34 95,583,126.31 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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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050,734.92 88,905,095.00 -43.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59 0.2394 23.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59 0.2394 23.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9% 11.93%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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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2,138,697.41 1,256,195,505.97 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17,020,762.71 964,341,448.17 5.4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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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斌 境内自然人 33.16% 132,485,907 99,364,429 质押 86,315,100 

凌云 境内自然人 13.03% 52,048,017  质押 12,825,000 

陈大强 境内自然人 10.23% 40,880,926  质押 12,658,500 

西藏德员泰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07% 36,227,007    

郭雯 境内自然人 1.71% 6,844,177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1% 4,415,388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

方优选价值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8% 3,905,380    

大家资产－工商

银行－大家资产

－蓝筹精选 5 号

集合资产管理产

品 

其他 0.90% 3,578,072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宝

盈科技30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4% 2,550,000    

大家资产－民生

银行－大家资产

－盛世精选 2 号

集合资产管理产

品 

其他 0.57% 2,277,69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西藏德员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27,639,719 股,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587,288 股，合计持有 36,227,00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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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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面对新冠疫情公司经营管理层积极响应，一手抓疫情防护，一手抓经营管理。公司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积极组织复工复产，各项业务稳步推进，有序开展。公司所在的教育信息化行业受到疫情影响，公司智慧教育系统产品

中的录播系统、生涯规划类课程等产品疫情期间在“停课不停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疫情影响也出现客户短期复工受阻、

部分项目延期招投标、高考由往年的6月份延期到7月份开考等情况导致公司业绩及回款出现短期季节性波动。由于客户刚性

需求属性相对较强，第二季度以来，各项业务正常开展，业务进展加速，恢复增长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4,603,728.8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8,226,921.94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5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18,568,462.3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05%。 

（一）成功交付国家教育考试综合管理平台，并完新一代英语口语机考产品研发 

1.标准化考场 

考试综合管理平台作为第二轮标准化考点建设的核心，由公司于2015年率先推出，并成功在河南省试点运行。报告期内，

公司中标宁夏省省级考试综合管理平台。同时，完成国家教育考试综合管理平台的交付使用，公司服务和承建能力再次得到

验证，并为公司在继续建设地市级、区县级平台和学校的标准化考点取得入口优势，继续巩固了公司在标准化考点业务的领

先地位。报告期内，面对新冠疫情导致高考由往年的6月份延期到7月份开考带来的收入短期季节性波动影响，标准化考点设

备实现收入216,654,646.52元，同比增长3.18%。 

2.英语口语机考 

新高考改革和新中考改革带来了对英语口语机考的需求，教育部下发《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要求各

省（区、市）在考试内容设置时要对外语听力和口语的考试提出要求；各省也下发“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

意见”，各省根据实施意见进行中、高考考试改革，开始要求中、高考考试外语增加口语机考考试。上海高考、广东高考、

北京中考、江苏中考、浙江部分地区中考及诸多省份下属地市均已在中、高考考试中正式实施英语听说考试。考试以人机对

话答题形式进行，成绩纳入中高考总分。全国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学校数约7.67万所，在校生人数达到8600万人，英语口语

机考带来学校端和学生端对考试组织、日常测评练习的需求，市场规模巨大。 

目前，各省市通过新建或改造学校机房的方式建设英语听说标准化考场，在考试期间作为听说考试专用环境，平时则作

为学校普通机房使用，并辅助学校开展日常英语听说教学活动。存在“项目前期投入成本高”、“分批组织学生上机费时费力”、

“设备多，维护管理难”等诸多问题，并且受限于学校“学生多，机房少”的客观情况。报告期内，针对上述难题，公司联合腾

讯研发“新一代英语听说人机对话系统”，实现了英语听说人机对话系统在脱离机房环境下的运行，解决了建设成本、考试组

织、日常使用维护等问题，预计下半年正式向市场进行推广。 

（二）智慧教育各项业务进展逐渐加速，呈恢复性加速增长态势 

受疫情影响，智慧教育出现部分项目延期招投标延期的情况，但第二季度以来，各项业务正常开展，业务进展加速，呈

恢复性加速增长态势。 

1.  教考统筹业务 

公司在客户兼顾标准化考点的建设需求之上，帮助用户按照自身需求制定教考统筹产品建设方案，获得更多客户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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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轮标准化考点建设周期中，将教考统筹产品随着标准化考点设备快速的入校，为客户节约成本的同时，实现了多系统

的高效互用和统一管理。报告期内，公司在兼顾向K12类学校拓展和销售教考统筹产品的同时，继续加大对高校的推广工作，

先后中标了广西工业大学、集宁师范学院、中国海洋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等高校项目。 

2.  新高考产品 

新高考改革以来，从学生选科目定方向、综合素质的培养、再到高考志愿填报时的专业选择，都带来了学生对生涯规划

的需求。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初中生升普通高中的平均升学率不到60%，大分部学生需选择就读职业类学

校，致学生在初中阶段就将面临学校选择及专业技能选择的难题，同样增加了初中学生对生涯规划的需求。 

公司以生涯规划为着力点拓展新高考市场，为学校及学生提供生涯测评、生涯课程等入校服务；开设全新的生涯研学课

程，提供适用且内容丰富的生涯研学服务；打造区域生涯研学基地样板工程等生涯规划产品及服务。报告期内，公司联合参

股公司，在疫情期间向学校免费提供的生涯规划类产品，“专业说”、“职业说”等生涯规划类课程登录“学习强国”平台，助力

学生和家长了解、理解、规划生涯。同时，还不断丰富和完善研学服务产品、积极推进江油市生涯规划中心建设并拟与多地

政府合作共同打造区域生涯体验中心，保障生涯规划产品市场的持续拓展。 

3.  区域智慧校园建设 

随着公司智慧教育产品的不断落地，公司区域智慧校园顶层设计能力不断得到认可，开始不断承建区域智慧教育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先后中标了凉山彝族自治州、达州市、贵安新区等区域智慧校园建设项目，入围2020年贵州电信数字校园合

作伙伴招募项目，并与宜宾市政府签署长期合作协议，共同打造宜宾区域教育云平台。 

（三）加强与渠道商的合作 

报告期内，公司利用线上网络平台召开渠道发布会，分区域对公司产品进行宣讲，对渠道商进行培训，增强其对公司产

品的理解和推广力度。同时，加强与运营商的合作，分别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鹤壁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山西分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洛阳分公司等运营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就区域智慧教育及智慧招考业务达成战略合作。 

（四）与腾讯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与腾讯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腾讯拥有丰富的底层AI技术及云服务能力，佳发专注教育信息化十余年，长期把握教育行业用户对业务、产品的需求，

佳发产品遍布全国29个省的教育机构，并积累了全国范围内的上千家合作伙伴。 

双方决定互相视对方为国内教育市场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在品牌、产品研发、联合推广、用户服务等领域展开战略合

作。就国内普通教育（K12）、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领域的市场信息进行共享，联合参与区域级智慧教育项目。 

在英语口语考试产品的合作中，腾讯提供基础语音核技术和云服务能力，公司提供符合行业标准和客户需求的产品体验，

合作开发，形成标准化产品，联合进行市场推广。英语口语系列新产品预计在今年九月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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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

准则第 14 号—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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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自 2020 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参见正文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五-第44

项（3）“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

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

项目情况”。 

2019 年 9 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

[2019]16 号，下称“《修订通知》”），对合并财

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按照会计准则和《修

订通知》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

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

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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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成都佳发安泰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袁斌 

2020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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