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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7                      证券简称：中公教育                  公告编号：2019-058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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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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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公教育（亚夏汽车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更名为

中公教育） 
股票代码 00260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 亚夏汽车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桂红植 顾盼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 23 号汉华世纪大厦 B 座 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 23 号汉华世纪大厦 B 座 

电话 010-83433677 010-83433677 

电子信箱 ir@offcn.com ir@off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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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637,419,515.48 2,444,594,379.72 4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3,025,465.15 212,346,372.55 13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72,434,917.34 197,870,522.03 13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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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54,766,798.53 3,131,127,582.06 39.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4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4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56% 18.96%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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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90,117,450.90 7,202,071,521.23 4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55,622,680.96 2,953,951,905.00 -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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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55 
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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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忠芳 境内自然人 41.36% 2,550,549,260 2,550,549,260   

李永新 境内自然人 18.35% 1,131,415,121 1,058,718,560 质押 954,750,000 

王振东 境内自然人 15.61% 962,471,418 962,471,418 质押 268,600,000 

北京航天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3% 267,353,171 267,353,171   

北京广银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9% 178,235,447 178,235,447 质押 30,000,000 

北京基锐科创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4% 89,117,723 89,117,723   

北京中公未来信息咨

询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0% 80,000,000 0   

周夏耘 境内自然人 1.28% 78,848,640 78,848,640 质押 45,000,000 

周晖 境内自然人 1.17% 72,277,920 72,277,920 质押 13,399,020 

周丽 境内自然人 0.78% 48,185,28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鲁忠芳和李永新系母子关系。鲁忠芳、李永新和北京

中公未来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系构成一致行动人。周夏耘与周晖为父子关

系、周夏耘与周丽为父女关系。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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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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鲁忠芳、李永新 

变更日期 2019 年 01 月 31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鲁忠芳、李永新 

变更日期 2019 年 01 月 31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 年 0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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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 年上半年，稳就业作为中央“六稳”工作之首已近周年，就业优先政策更是首次被置于宏观政策

层面，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尤其强调稳增长首要是为保就业。并要求高职院校扩招 100 万，5 月首次专门成

立国务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而言，高校毕业生就是保就业的重中之重。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预

计达 834 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强有力的就业支持措施有效抗击了就业市场可能的剧烈波动，加之这一轮机构改革临近尾声，在地方

和基层招录的带动下，招录大环境逐步回暖，进入新一轮的上扬周期。 

除了上述显而易见的变化之外，还有两个深层次的就业和职业教育新动向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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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地方公共服务消费和就业有望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国家行政学院的研究表明，我

国地方公共领域消费和就业偏低，在经济增速减缓的大背景下，根据国际经验，中国公共部门消费和就

业隐含巨大空间。经合组织认为， 中国若要发展服务导向型经济，必须扩大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社

会部门，通过社会支出归位恢复被挤占的私人消费能力，从而拉动内需。 

其二，研究生报考的热度大幅提升，参考学生范围加速向往届和在职人群扩展。在大学扩招 20 年之

后，研究生教育正厚积薄发成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升级的重要枢纽，高等院校的资源总量和持续稳定

投入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强大后盾，将对国家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产生至关重要的支撑

作用，同时也有力策应了稳就业的政策导向。 

在过去的半年，中公教育顺势而为，如期完成销售计划。对考研和 IT 等赛道级战略新品类进行更大

规模的投资。加速主动变革：启动新一轮教研改善行动；深化以双师和全业务系统一体化协同再造为代

表的经营数字化转型；借助一站式学习基地对产能扩张的新动能，在部分重点业务区域率先实施从酒店

式分散流动教学到“大工厂式”一体化集中教学的升级，同时拉升公司整体的垂直一体化快速响应能力，

推动公司向职业教育 3.0 的新阶段迈进。 

1、卓越管理应变能力有效迎击了市场的特殊波动 

在公务员国考招录剧烈收缩约四成、省考招录缩招约四分之一的背景下，行业受到了显著冲击。公

司表现出了行业龙头应有的卓越管理应变能力，逆势增长，大幅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并借势扩大

市场占有率，依然实现了稳健快速的增长。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6.37亿元，同比增长 48.7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3 亿元，同比增长 132.1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4.7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38.76%。 

主要经营资源和业绩指标数据如下表： 

项目  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经营资源方面 

直营分支机构数量（个） 880  701 25.53%  

员工人数（人） 30,790 25,718 19.72% 

研发人员数（人） 1,946 1,350 44.15% 

教师人数（人） 11,604 9,424 23.13% 

项目 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业务方面 

面授培训人次（万人） 93.09 71.17 30.80% 

面授培训收入（万元） 316,782.58 229,511.98 38.02% 

线上培训收入（万元） 44,451.91 14,529.48 205.94% 

利润方面 营业收入（万元） 363,741.95 244,459.44 4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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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49,302.55 21,234.64 132.18% 

 

 

2、持续积极投资创造稳健快速增长 

公司是知识员工密集型公司，人力资源和全国网点网络资源是支持业绩增长的核心经营资源，尤其

是教师和研发人员的规模直接决定了经营的产能。考研和 IT 培训等新品类的增长势头强劲，进一步提升

了核心经营资源投资的扩张需求，并使得一站式学习基地的投资需求日趋强烈。 

报告期末，公司员工总数 30,790 人，比 2018 年的 25,718 人增加了 5,072 人，增幅为 19.72%。总

人数中增长比例最高的为研发和教学人员，研发和教学人员增加了 2,776 人，增幅为 25.77%。 

3、充沛的内在活力驱动招录培训业务稳步发展 

招录培训业务内在活力充沛，业务走势并非简单由当期一些序列的外部招录人数变化所决定。在报

告期内，国考招录规模骤减的特殊情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前业绩的增幅，但多重积极因素依然主导了

招录培训业务的稳步发展趋势。 

公共部门就业需求旺盛。大学毕业生人数持续增长，总数超过 800 万，已占全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就

业需求的近 6 成。并且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正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深入而持续下沉。 

培训人次大幅增长。报告期内，累计培训人次达 178.90 万，比上年同期的 123.93 万增长 44.35%。

其中，面授培训人次为 93.09 万，比上年同期的 71.17 万增长 30.80%；线上培训人次为 85.81 万，比

上年同期的 52.76 万增长 62.64%。公务员序列的培训人次并未因招录形势剧烈波动而减少，依然增长了

约 10 个百分点。此外，在职报考学习人群快速增加，推动线上培训序列营收迅猛增长。 

龙头效应释放带动客单价进一步增长。尤其是在长周期学习趋势的带动下，公务员序列的单价比去

年同期增长近 15%，综合序列的单价同比增幅则超过了 15%。线上培训序列的单价更是有大幅的提升。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6 

教师及基层公共服务岗位招录业务形成新增长极。公共部门消费扩张的趋势明显，公共服务有天然

的基层属性，因此新增的招录岗位越来越多来自于教师以及医生、警察等基层岗位。当然，即便在公务

员和事业单位等成熟领域，招录岗位也是以基层和一线的普通工作人员为主，由此同样也符合公共部门

消费扩张的趋势。报告期内，公务员序列的营收占比从上年同期的 58.89%下降到 50.0%，教师、综合及

线上业务的合计营收占比达 43.41%，比去年同期提升超 10 个百分点。  

更重要的是，公司的密集渠道网络高度适应了招录岗位持续下沉的趋势。另一方面，下沉市场的需

求更为分散，竞争者参与门槛更高，也更有利于公司领先的教研规模实力以及垂直一体化快速响应能力

的充分发挥。 

4、新品类放量增长快速提升职业教育综合服务能力 

今年上半年，考研和 IT 培训等职业能力提升新业务增长迅猛。在本报告期内，新业务所在的综合序

列营收同比增长高达 89.43%。 

这些新业务获得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复制了主业的经营方法，通过专业化研发、大规模专职师资和

精细化的运营服务，创新了行业的经营模式，创造了新的供给，从而赢得了学员的信任。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就业招录领域之外的新品类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将大大提升公司的职业

教育综合服务能力，带动客群范围、新类型教研人力资源、学科知识资源、一站式教学以及深度渠道等

各方面的大幅扩展。 

在报告期，新业务与招录业务的协同性不断提升。随着职业教育综合服务能力的增强，公司将获得

更大规模的企业资源和更高水平的企业能力，这也反过来为招录领域实现突破性创新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5、主动经营变革放大企业平台优势 

报告期，公司加速展开经营数字化转型，扩大双师应用水平，发起全业务系统的一体化协同再造，可

以在线监测动态市场进展，可以管到班、服务到单个学员。通过新 CRM 系统和教学辅助系统的上线及迭

代，初步改变了之前业务一线环节不在线或在线不连通的状况，为实现整个业务体系的一体化数字化经

营构建了基本框架。 

报告期，公司的一站式学习基地利用率大幅提升，这是因为考研和 IT 培训等新业务天然有长期集中

封闭学习的需求，同时长周期的招录培训课程也越来越多。这一方面将为未来加大一站式学习基地投资

提供充足的业务量支撑，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投资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性，需要酌情加速。 

上述两个维度的主动经营变革放大了企业的平台优势，拉高了行业的服务标准，将大大提高行业准入

门槛并加速优胜劣汰。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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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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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原因： 

财政部自 2017 年以来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

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等四项金融工具准则，同时要求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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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企业在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

期限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并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原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上述财政部于 2017 年以来修订的四项金融工具准则及相关规定执

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原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

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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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