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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数据 

2017 年 7 月 20 日  

收盘价(元)    12.38 

总股本(万股)     5471 

流通股本(万股)     2346 

总市值(亿元)     6.77 

每股净资产(元)     2.80 

PB(倍)     4.42 

              

 

 

 

 

 

财务指标 

 2014A 2015A 2016A 2017E 2018E 

营业收入(百万元) 87.33 107.88 108.78  168.61  204.02  

净利润(百万元) 12.27 25.7 18.46  32.33  38.15  

毛利率（%） 42.53 58.57 61.39 60.58 60.87 

净利率（%） 14.04 23.82  16.97  19.17  18.70  

 ROE（%） 28.44  46.44  15.54  17.43  19.94  

EPS(元) 1.04 2.1 0.56  0.59  0.70  

  

公司专注于物流教育服务及培训认证业务。包括实验实训室
建设、数字化资源建设；物流培训与认证服务、物流产业大数据
建设与应用等。其中，教育服务和物流培训认证服务建立在公司
长风模式的基础上，长风模式是以未来课堂为载体，以物流资历
架构下岗位能力单元开发的数字化资源为内容支撑，以教学云平
台为技术支撑，以多元化评价体系为质量保证，开创复合性服务
类职业专业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 

覆盖全国开设物流专业院校资源领先。据公司公转书介绍，
截至 2015 年 4 月院校类客户数量已累计 2400 余家，覆盖了全国
已开设物流相关专业的 80%左右。公司自主研发的物流职业资历
架构是国内物流领域唯一的标准体系。在平台方面，公司建设运
营的长风网，形成了面向物流从业人员的终身学习（培训）平台，
面向物流教育的基于 SAAS 服务模式的物流教学及教学资源云平
台，面向企业培训服务的基于 SAAS 模式的内训云平台，用以支
撑大规模社会用户、教育用户、企业用户的在线学习与在线培训
需求。  

按照 2013 年物流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为 6.8%的比重
分配计算，物流行业职业培训市场规模约为每年 44 亿元，未来 5

年的总规模将达到 220 亿元。物流业吸纳就业人数快速增加，从
业人员从 2005 年的 1780 万人增长到 2013 年的 2890 万人，年均
增长 6.2%。行业每年将以 180 万人左右的规模持续增长，物流职
业培训市场潜力巨大。 

  

盈利预测 

预测公司 2017~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0.323 亿元、0.382 亿元，每股收益分别为 0.59 元、0.7 元。 

风险提示 

市场竞争的风险；培训业务发展缓慢的风险。 

络捷斯特(834832)    积极打造物流教育与培训的生态链 

研究员 周川南 

zhouchuannan@wtnee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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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分析 

 与实际控制人相关分析 

邵清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53.77%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邵清东先生，1974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
北京工商大学，1997 年 7 月至 2000 年 4 月任天津轮船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航运部商务主管；2000 年 4 月至 2003 年 7 月任北京易合在线物流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2003 年 8 月至 2004 年 10 月待业；200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7 月任北京络捷斯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1 年 12 月起担
任全国物流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013 年 3 月起担任全国电子商务教育
教学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2013 年 11 月起担任中国物流学会常务理事；2014 

年 11 月被推荐为全国交通运输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同时，在全国 5 

个物流相关职教集团担任理事；被全国物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聘为委员；
在全国 11 所院校兼任客座教授；2015 年 7 月起任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任期
三年。报告期内，无股权质押情况。 

2017 年 7 月 11 日公司公告股东邵清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厚枫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存在股东违规交易的情形。 

 与业务相关分析 

 以院校类客户为代表实验室建设业务增长放缓，若不能拓展新领域的客户
将影响公司业绩增长。  

   专注于物流职教服务领域  

 北京络捷斯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公司专注于物流教
育服务及培训认证业务。包括实验实训室建设、数字化资源建设；物流培训与
认证服务、物流产业大数据建设与应用等。其中，教育服务和物流培训认证服
务建立在公司长风模式的基础上，长风模式是以未来课堂为载体，以物流资历
架构下岗位能力单元开发的数字化资源为内容支撑，以教学云平台为技术支撑，
以多元化评价体系为质量保证，开创复合性服务类职业专业全新的人才培养模
式。 

图表 1     公司主营收入构成 

 

资料来源：choice 

 报告期内，实训室建设、数字化学习业务占公司现阶段收入较大比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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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司的实训室建设客户主要是国内开设物流专业的本科、高职、中职院校。
公司建设涵盖软硬件设施。 

图表 2      实训室建设方案展示 

 

 

资料来源：公开转让说明书  

物流数字化资源体系主要是基于物流职业资历架构能力单元库进行研发，
包括： 

图表 3      数字化资源体系 

  

学习任务库 打破传统的学科体
系，采用 BAG（学
习领域）课程开发
模式，由课程的最
小单元 ----学习任
务组成。以 Logis

物流职业资历架构
为基础支撑，从产
业出发，还原企业
真实操作环境，模
拟工作过程，与实
训相结合，培养学
生综合能力和创新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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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库 以 Logis 物流职业
资历架构中能力单
元的知识要素为依
据进行开发，展现
形式包含了文字、
图片、视频、动画、
交互游戏等多种元
素，并通过与学习
任务的调用关系衔
接到课程教学。为
了方便学生利用碎
片化时间进行学
习，将重要知识点
制作成微课，供学
生自学使用。 

 

案例库 

 

针对四层以上的岗
位层级，每个能力
单元开发N 个微案
例及 1 个综合案
例。现已开发了
500 多个学习任
务、200 多个案例
及 3000 多个知识
点。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认证培训方面，我们认为该项业务长期来看与 C 端客户粘性更强，未来增
长的空间更大。公司认证培训按照用户的不同，分为认证培训、师资培训和企
业培训三类。 

图表 4      认证培训业务情况 

 

培训类别 培训对象 

认证培训 报考人社部国家物流师职业资格认证
高级物流师（一级）、物流师（二级）、
助理物流师（三级）、物流员（四级）
鉴定考试的相关人员，具体报考条件
参照《国家物流师职业标准》，以及中
物联物流师认证、中仓协仓储管理员
资质认证的相关人员。 

师资培训 已获批准、正在申请或准备申请成为
物流师职业资格培训的鉴定机构、远
程培训辅导站的办学单位指定的授课
教师和技术管理人员；各院校物流专
业及相关专业授课教师。 

企业培训 在生产与流通领域中从事与采购、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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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仓储、国际货代、物流信息管理
等物流相关工作的在职人员及中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物流专业在校生及应届
或往届毕业生、创业者、在职欲求发
展的工作者等。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数据整理  

业务推广方面，公司结合了线上和线下的营销方式。其中线上营销指微博、
公众号、微信、电子邮件等手段进行营销方式；线下营销指举办各种推广活动
的营销方式。如创新产品的邮寄营销，每个月邮寄给潜在客户和政府主管部门
的快讯类资料 6000 份左右；微信、微博推广营销，公司建立了一个微博、四
个微信公众号平台，若干个微信群，保证每天有新产品、新服务或者活动信息
通过以上渠道进行推广；线下活动营销包括体验营销以及专项活动营销。体验
营销是通过各种物流行业及教育领域的活动或者在各种相关会议中设立“长风
体验区”展位，通过直接体验提升客户的兴趣等。 

   行业人才缺口巨大  

 物流产业持续发展 

受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及电子商务、信息平台等新产业加速发展，物流产
业持续发展。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2016 年达到 229.7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9%，
过去十年增长了近 4 倍。 

图表 5    物流行业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广证恒生 

 人才需求巨大，培训市场持续发展 

物流业吸纳就业人数快速增加，从业人员从 2005 年的 1780 万人增长到
2013 年的 2890 万人，年均增长 6.2%。行业每年将以 180 万人左右的规模持续
增长，物流职业培训市场潜力巨大。 

据公司 2016 年报中介绍，国内开设物流管理和物流工程专业和方向的本科
教育的大学有 400 多所，主要有大连海事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物资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武汉工业大学等。同时，大约有 60 多所重点
高校招收物流管理、物流工程、供应链管理或者相关方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
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这些学校每年输出的物
流毕业生人数约为 2 万人。此外，有 954 所高职高专院校和 900 所中职院校
开设了物流专业，每年输出约 8 万高职物流人才和 5 万中职物流人才。这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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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每年都培养出大批物流及相关专业人才，成为物流人才供给的主供给方。目
前，我国高素质技能型物流人才的需求缺口巨大，不仅供给总量不足，而且人
员结构不合理，严重制约了现代物流业的快速发展。 

据德勤咨询发布的报告显示，2012 年中国教育培训市场规模达到 9600 亿
元，每年的复合增长率达 12%。其中，职业培训市场规模达到 650 亿元。按照
2013 年物流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为 6.8%的比重分配计算，物流行业职
业培训市场规模约为每年 44 亿元，未来 5 年的总规模将达到 220 亿元。 

公司在行业内的竞争对手主要是第三方物流教育建设服务公司：  

图表 6    竞争对手情况 

   

中诺思，为教育服务领域提供专业化解决方案的互联网企业，专业从事物流行
业信 息化研发、物联网研发、物流系统集成、物流资源平台整合与咨询方案。 

上海博昱，专注于涉及、开发和生产现代物流实训室、工业工程实训室、物业
管理与楼宇自动化系统实训室等教学设备。 

北京金文天地，致力于物流行业、制造行业的应用软件开发、软件系统安装、
计算机系统规划、系统集成、网络调试、软硬件安装等业务。 

 
资料来源：网络数据  

   行业优势明显，打造培训服务体系 

 覆盖全国开设物流专业院校资源领先 

据公司公转书介绍，截至 2015 年 4 月院校类客户数量已累计 2400 余家，

覆盖了全国已开设物流相关专业的 80%左右。公司自主研发的物流职业资历架

构是国内物流领域唯一的标准体系。在平台方面，公司建设运营的长风网，形

成了面向物流从业人员的终身学习（培训）平台，面向物流教育的基于 SAAS

服务模式的物流教学及教学资源云平台，面向企业培训服务的基于 SAAS 模

式的内训云平台，用以支撑大规模社会用户、教育用户、企业用户的在线学习

与在线培训需求。  

公司发展十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研发成果。长风职业教育学院参与或主

导的国家省部行业物流相关标准或重大课题多项。资源研发中心研发了职业资

历架构、学分银行体系、终身学习体系，并基于职业资历架构开发了 500 多个

学习任务，200 多个案例及 3000 多个知识点，取得作品著作权 160 余项。 

 依托长风认证培训打开新增长点 

长风物流认证是按照国际认证通用规范，依据物流职业资历架构，基于物

流职业岗位能力标准推出的职业资格评价标准体系，是业内唯一与物流企业岗

位能力标准完全相适应的认证体系，也是首个物流人才终身学习与认证体系。

长风物流认证体系已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全社会报名长风物流认证累计 4824 人，其中已获取证书的有 352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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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长风物流认证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大数据技术服务业务增长较快，2017 年有望实现业绩

快速增长 

图表 8    公司财务及盈利能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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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hoice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0.84%，净利润比上年减少 7,242,893.31 元，
变动比例为-28.18%。主要原因为人工成本增加、股份支付增加、会计估计变更
引起费用增加，导致营业利润减少，同时因营业外收入减少所致。 

2016 年公司的研发投入取得显著成效，大数据技术服务同比增长 118.19%，
实现销售收入 608.12 万元。同时，公司面向全国开设物流专业课程的各院校
重磅推出“校企深度融合物流长风班合作计划”，标志着公司长风模式的推广全
面展开。我们预计 2017 年公司收入将有较大幅度增长，一方面源于公司 2016

年 5 月中标的上海地区智能物流实训基地的收入确认；另一方面伴随公司的合
作教育以及认证培训业务实施将带来新的增长点。 

 

 盈利预测 

图表 9     盈利预测 

 2014A 2015A 2016A 2017E 2018E 

营业收入(百万元) 87.33 107.88 108.78  168.61  204.02  

净利润(百万元) 12.27 25.7 18.46  32.33  38.15  

毛利率（%） 42.53 58.57 61.39 60.58 60.87 

净利率（%） 14.04 23.82  16.97  19.17  18.70  

 ROE（%） 28.44  46.44  15.54  17.43  19.94  

EPS(元) 
1.04 2.1 0.56  0.59  0.70  

  

资料来源：梧桐公会，choice 

预测公司 2017~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0.323 亿元、
0.382 亿元，每股收益分别为 0.59 元、0.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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