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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大教育股价收益率走势 

颂大教育（430244）：拟募资 4.4 亿元，加码教育信息化和幼教  

 

2017 年 4 月 26 日 

 赵巧敏（分析师） 黄莞（研究助理） 

电话： 020-88836110 020-88832319 

执业编号： A1310514080001  

邮箱： zhaoqm@gzgzhs.com.cn huangguan@gzgzhs.com.cn 

【事件】 

颂大教育（430244）4 月 25 日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公司拟发
行不超过 4000 万股（含 4000 万股）股票，发行价格为 11 元/股，
融资总额不超过 4.4 亿元（含 4.4 亿元）。 

【事件点评】 

公司此次融资 4.4 亿元，主要用于战略布局公司在学前教育
和教育信息化领域。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途包括四个方面： 

（1）拟投入 1.40 亿元进行基础教育大数据建设项目运营，
以建立“标准统一、全面覆盖、互联互通“的教育大数据平台，
建设周期为 2 年，包括 IDC 机房建设、软硬件设备、内容资源购
买及铺底流动资金。公司产品已覆盖教育“三通两平台”的各个
方面，形成了完备的产品链，积累了海量教育大数据，为打造教
育大数据平台奠定了基础。 

（2）拟投入 8832.40 万元进行幼儿园教育产品云端化项目建
设，建设周期为 2 年，主要为软硬件设备购置及铺底流动资金等。
有助于拓展幼教信息化业务，丰富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内容，提升
公司的盈利能力。 

（3）拟投入 1.24 亿元建设幼儿园旗舰园，建设周期为 1 年。
旗舰园的建造有利于提升公司幼儿园品牌的影响力，并成为公司
幼教产业在当地的品牌传播中心和区域支持中心，有助于公司在
当地更好的拓展幼儿园运营管理渠道，并为公司幼教产品的推广
奠定基础。 

（4）拟投入 88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满足公司业务规
模和业务领域扩大的需求，同时此举以股权融资替代部分债权融
资，优化了公司的资本结构。 

力推 PPP 和融资租赁模式，实现 3 年 9 倍跨越式发展。颂大
教育是一家专注于教育信息化，主营教育信息化环境建设、教育
软件及系统研发和提供教育云平台运维服务的教育信息化综合
服务运营商。公司开创性地引用 PPP 和融资租赁模式，累计签约
近 3 亿元的 PPP 订单，带动公司营收和净利润近三年分别增加了
13.78 倍和 9.08 倍，成长性显著。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3.52 亿元，
同比增长 38.97％；归母净利润 5346.95 万元，同比增长 67.44％。 

渠道下沉深化服务和进军学前教育，打造新的业绩爆发点。
（1）通过前期的软硬件卡位和全国跑马圈地，公司业务已覆盖
19 个省（自治区），70 余地市、10000 余学校、2000 余万师生
用户。基于已形成的多层次数据采集通道，后续基于用户数据挖
掘和运营服务将为公司打开新的业绩爆发点。2016 年其软件开发
及技术服务收入 5159.75 万元，同比增长 128.26%便是明证。（2）
2016 年初全面进军学前教育，已实现 36 所幼儿园托管运营，覆
盖 6 个省，10 个地市，7000 余名在园幼儿。16 年幼教收入 1485.63

万元，17 年拟拓展至 50-60 家托管园，18-19 年有望全面爆发。 

暂不考虑投资并购的前提下，预计公司 2017、2018、2019

年实现营收 4.56、5.67、7.00 亿元，归母净利润 0.67、0.89、1.15

亿元。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上 

 
维持强烈推荐 

目标价：14.68 元 

 

 

 

公司数据 

收盘价（元） 12.46 

总股本（亿股） 1.01 

流通股本（亿股） 0.64 

总市值（亿元） 12.59 

流通市值（亿元） 7.99 

净资产（万元） 35377.71 

总资产（万元） 55433.76 

每股净资产（元） 3.5 

相关报告： 

1. 【深度报告】颂大教育（430244）：

乘教育信息化东风，3 年 9 倍成长笑

傲群雄-20170411 

2．颂大教育（430244）：“PPP+融资

租赁”加速跑马圈地，2015 年营收增

长 287.94%-20160331 

3．新三板教育行业 2016 年度策略：

教育信息化建设升级，创新融合是趋

势-2015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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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2017E 2018E 2019E 

营业收入（百万） 352.22 456.43 567.08 699.74 

同比(%) 38.97 29.59 24.24 23.39 

归母净利润（百万） 53.47 67.41 89.16 114.52 

同比(%) 67.44 26.07 32.27 28.44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42.96 65.41 87.16 112.52 

同比(%) 41.03 52.25 33.26 29.10 

   风险提示：运营资金不足的风险、规模化发展管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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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团队介绍： 

在新三板进入历史机遇期之际，广证恒生在业内率先成立了由首席研究官领衔的新三板

研究团队。新三板团队依托长期以来对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丰富研究经验，结合新三板的

特点构建了业内领先的新三板研究体系。团队已推出了周报、月报、专题以及行业公司的研

究产品线，体系完善、成果丰硕。 

广证恒生新三板团队致力于成为新三板研究极客，为新三板参与者提供前瞻、务实、有效的

研究支持和闭环式全方位金融服务。 

 

团队成员： 
袁季（广证恒生总经理兼首席研究官）：从事证券研究逾十五年，曾获“世界金融实验室年
度大奖—最具声望的 100 位证券分析师”称号、2015 年度广州市高层次金融人才、中国证券

业协会课题研究奖项一等奖和广州市金融业重要研究成果奖，携研究团队获得 2013 年中国证
券报“金牛分析师”六项大奖。2014 年组建业内首个新三板研究团队，创建知名研究品牌“新
三板研究极客”。2016 中国金融风云榜“中国金融管理年度创新人物”，2016 年金号角奖金
牌研究员。 

赵巧敏（新三板研究副总监、副首席分析师）：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国际金融市场硕士，8 年
证券研究经验。具有跨行业及海外研究复合背景，曾获 08 及 09 年证券业协会课题二等奖。
具有多年 A 股及新三板研究经验，熟悉一二级资本市场运作，专注机器人、无人机等领域研
究，担任广州市开发区服务机器人政策咨询顾问。 

林全（新三板高端装备行业研究负责人）：重庆大学硕士，机械工程与工商管理复合专业背
景，积累了华为供应链管理与航天企业精益生产和流程管理项目经验，对产业发展与企业运
营有独到心得。 

温朝会（新三板 TMT 行业研究负责人）：南京大学硕士，理工科和经管类复合专业背景，

七年运营商工作经验，四年市场分析经验，擅长通信、互联网、信息化等相关方面研究。 

黄莞（新三板教育行业研究员）：英国杜伦大学金融硕士，具有跨行业及海外研究复合背景，
负责教育领域研究，擅长数据挖掘和案例分析。 

魏也娜（新三板 TMT 行业研究员）：金融硕士，中山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学士，3 年软
件行业从业经验，对计算机、通信、互联网等相关领域有深刻理解和敏锐观察，2016 年加入
广证恒生，从事新三板 TMT 行业研究。 

谭潇刚（新三板高端装备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机化学博士， 曾发表多篇 SCI 论文，
研究涉猎化学、物理和材料等交叉领域；具有知名券商研究所、投行经历，兼备理工、金融
复合知识背景和跨一、二级市场研究视角。重点关注动力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及其相关产业
链。 

陆彬彬（新三板主题策略研究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金融硕士，负责新三板市场政策

等领域研究。 

 

联系我们： 

邮箱：huangguan@gzgzhs.com.cn 

电话：020-88832319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重要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第 5 页 共 5 页 

证券研究报告 

公司研究 

广证恒生：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4 楼 

电话：020-88836132，020-88836133 

邮编：510623 

 

股票评级标准： 

强烈推荐：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15%以上； 

谨慎推荐：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15%； 

中性：6 个月内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回避：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上。 

 

分析师承诺： 

本报告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

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在作者所知情的范围内，公司与所评价或推荐的证券

不存在利害关系。 

 

重要声明及风险提示： 

我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仅供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的客户使用。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不保证该信

息未经任何更新，也不保证我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报告中的信息或所

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

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我公司已根据法律法规要求与控股股东（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各部门及分

支机构之间建立合理必要的信息隔离墙制度，有效隔离内幕信息和敏感信息。在此前提下，投资者阅读本

报告时，我公司及其关联机构可能已经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

或者可能正在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法律法规政策

许可的情况下，我公司的员工可能担任本报告所提到的公司的董事。我公司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

告公开前已经通过其他渠道独立使用或了解其中的信息。本报告版权归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

所有。未获得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

复制。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

的删节和修改。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