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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垒股份收购美杰姆，早教市场迎来新变局：三垒股份于 2018 年 6

月 7 日发布公告，宣布拟联合第三方成立子公司、以 33 亿的全现金收

购源自美国的早教巨头美杰姆，对应 2017 年静态 PE 约为 38.78 倍的交

易预案。交易对方霍晓馨、刘俊君、刘祎、王琰、王沈北承诺标的公

司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的实际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80

亿元、2.38 亿元、2.90 亿元。此次收购，三垒股份将注入早期教育培训

资产，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在教育行业的产业布局，公司将形成“制

造+留学+早教”产业布局。 

 

■消费+人口红利驱动，早教行业发展前景良好：在人口效应、消费升

级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幼儿园市场、亲子园市场以及教育产品市场三

轮共同驱动，早幼教市场规模 2021 年预计可达 9200 亿（Frost&Sullivan）。

亲子园补充幼儿园教育，市场巨大且正在迅速增长。根据 Frost＆Sullivan

报告，2016 年度亲子园入园人数为 1580 万人，实现 1286 亿的市场规模。

预计 2021 年达到 2710 亿，CAGR 为 16.1%。整个幼教市场中优质资源

的并购整合空间正进一步缩窄，目前并购整合、布局赛道仍然是主要

的方式。未来在早幼教领域，内生成长性将会是关注的重点。新三板

市场中爱乐祺(831797.OC)亦布局早教市场。 

 

■美杰姆——国内优秀的早教品牌企业：“美吉姆”早教品牌在全球早

教领域拥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于 2009 年进入中国，通过全国范围内

的早教中心为广大婴幼儿提供专业的早教课程内容及授课服务。根据

公司公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美杰姆在全国范围内共有 340 家

美吉姆早教中心，以加盟为主，共计 257 个加盟中心、83 家直营美吉

姆早教中心。公司旗下有欢动课、艺术课、音乐课三大课程领衔，品

牌价值凸显。其中 2016、2017 年的营业收入分别 11719.66 万元、21663.03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3476.91 万元、8509.35 万元，盈利能力突出。 

 

■看好赛道+公司，增值率达到 3766.04%：美杰姆此次交易评估增值

322168.62 万元，增值率达到 3766.04%。一方面是由于美杰姆所处的早

教行业未来市场前景广阔；另一方面在早教赛道中，美杰姆品牌效应

和核心竞争力突出，好赛道+好公司赋予美杰姆较高的估值水平。三垒

股份联合独立第三方成立公司型并购基金，以全现金 33 亿元收购美吉

姆 100%股权，而交易对手再以获得的现金 33 亿元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完成绑定，同时股份分三期解锁。三垒股份业务可拆分为母公司、楷

德教育和美杰姆三部分，其中楷德教育承诺 2018 年实现的净利润将不

低于 0.26 亿元，美杰姆承诺 2018 年实现的净利润将不低于 1.80 亿元，

假设母公司业绩保持在 2017 年的-0.09 亿元不变，三垒股份 2018 年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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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净利润合计为 1.97 亿元。此次收购采取的是现金收购方式，并未增

发新股，我们预计 2018 年每股收益将实现较大的增长，从 2017 年的

0.05 元增长至 0.54 元。 

 

■投资建议：两大主线看四大领域。根据我们对新三板教育行业的梳理，

我们认为 2018 年下半年新三板教育行业受益领域和标的情况遵循两大

主线投资策略下。 

1）上市排队企业：我们建议关注亿童文教（430223.OC）、行动教育

(831891.OC)、传智播客(839976.OC)、佳奇科技（834061.OC）和华腾教

育（834845.OC）； 

2）细分行业龙头：涉及早幼教、k12、职业教育和教育信息化四大领

域，其中在幼教领域，内生成长性将会是关注的重点，新三板市场中

我们建议关注朗朗教育(834729.OC)、荣信教育（833632.OC）和爱立方

(836859.OC)；K12 赛道建议关注世纪明德（839264.OC）；职业教育板

块建议关注教师网(871610.OC)；教育信息化建议聚焦深度布局教育信

息化软硬件技术以及内容、业务覆盖全国渠道的综合服务运营商，包

括金智教育（832624.OC）和麦可思（833861.OC）。 

 

■行业关键数据速览： 

1）资本市场动态：三垒股份拟收购美杰姆。 

2）一级创投项目：披露金额的融资案例共计 12 个，涉及素质教育、

教育信息化等赛道。 

3）其他重要资讯：我国首个英语学习者英语能力测评标准，于本月实

施。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力度不及预期、教育产业渗透率提升低于预期、

行业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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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行业要闻盘点：33 亿最大金额早教并购出现，三垒股份教育

领域再布局 

1.1. 三垒股份收购美杰姆，早教市场迎来新变局 

三垒股份于 2018 年 6 月 7 日发布交易预案，宣布拟联合第三方成立子公司，以 33 亿的全

现金收购源自美国的早教巨头美杰姆，对应 2017 年静态 PE 约为 38.78 倍。交易对方霍晓

馨、刘俊君、刘祎、王琰、王沈北承诺标的公司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的实际实现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80 亿元、2.38 亿元、2.90 亿元。此次收购，三垒股份将注入早

期教育培训资产，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在教育行业的产业布局。 

 

加快教育战略部署，三垒股份将形成“制造+留学+早教”产业布局。三垒股份在 2017 年之

前，主营塑料管道成套制造装备及五轴高端机床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

PE/PP 管自动化生产线、PVC 管自动化生产线、数控单机、精密模具及五轴高端数控机床

等。公司于 2017 年上半年以 3 亿元收购楷德教育 100%股权正式进入教育留学领域。此次

收购美杰姆，将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在教育产业链的布局，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教育培训业

务的综合竞争力，促进上市公司经营规模和盈利水平的快速增长。 

 

图 1：三垒股份具体业务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整理制图 

 

1.1.1. 消费+人口红利驱动，早教行业发展前景良好 

在人口效应、消费升级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早教市场未来增量可观。根据 Frost&Sullivan 报

告，中国早幼教服务市场规模从 2011年 1793亿元增长到 2016年4716亿元，CAGR21.3%。

并且预计未来还将保持着10%以上稳定的增速，预计到2021年达到9200亿，CAGR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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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我国早幼教市场规模（亿元） 

 

资料来源：Frost＆Sullivan 报告 

 

亲子园市场庞大高度分散，地区分布差异大，未来将逐步下沉渗透。中国的亲子园市场仅有

少数几个成熟的全国品牌和大量的小型本地运营商，而且特许经营模式是亲子园市场主要的

推广方式。根据 Frost＆Sullivan 报告，2016 年度，前五大玩亲子园品牌的市场份额仅占市

场份额的 0.23％，其中红黄蓝占 0.13％。由于与区域经济和人口密度相关的亲子园地理分布

不均衡，全国平均亲子园覆盖率（每千名儿童 0.6 个）落后于一级城市（每 1,000 名儿童 2.5

个）。未来亲子园市场仍然具有巨大的潜力，将不断加快市场整合和渗透到下级城市。 

 

补充幼儿园教育，亲子园市场潜力巨大。亲子园是对幼儿园教育的一种有效补充，市场巨大

且正在迅速增长。根据 Frost＆Sullivan 报告，2016 年度亲子园入园人数为 1580 万人，实

现 1286 亿的市场规模。预计 2021 年达到 2710 亿，CAGR 为 16.1%。 

 

图 3：我国亲子园入园学生数（万人）  图 4：我国亲子园市场规模（亿元） 

 

 

 

资料来源：红黄蓝招股说明书  资料来源：红黄蓝招股说明书 

 

1.1.2. 美杰姆：国内优秀的早教品牌企业 

“美吉姆”早教品牌 1983 年创立于美国加利福尼亚，至今品牌成立已有 30 余年，目前在全

球 31 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开设了儿童教育中心，在全球早教领域拥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2009

年，“美吉姆”品牌进入中国，通过全国范围内的早教中心为广大婴幼儿提供专业的早教课

程内容及授课服务。根据公司公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美杰姆在全国范围内共有 340

家美吉姆早教中心。2016、2017 年的营业收入分别 11719.66 万元、21663.03 万元，净利

润分别为 3476.91 万元、8509.35 万元，盈利能力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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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模式 

直营+加盟模式，轻资产运营。美杰姆主要采取轻资产运营模式，资产结构中以流动资产为

主，除上海之外的主要办公及经营场所均系租赁取得。美杰姆采取加盟和直营相结合的模式

运营，且以加盟模式为主。根据公司公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美杰姆在全国数十个

省份开设了 340 个美吉姆早教中心，其中拥有 257 个加盟中心，83 家直营美吉姆早教中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通过标的公司主要从事美吉姆早教中心授权加盟业务。 

 

图 5：加盟业务流程  图 6：直营流程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课程端 

三大课程领衔，品牌价值凸显。美杰姆进入中国以来，不断引进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

内容，有欢动课、音乐课和艺术课三大系列课程。并在结合国内早教行业教学经验的基础上，

不断提炼、发展和壮大。其中公司取得了 ABK 关于艺术课程的授权，该授权将于 2030 年到

期；取得了 Music Together 关于音乐课的授权，该授权将于 2025 年到期。 

 

表 1：美杰姆三大课程 

欢动课 艺术课 音乐课 

针对不同年龄段、符合儿童天性的课程体系 

主要通过绘画、雕塑、版画、

拼贴、印染、动画、建筑等

多种艺术表现形式，给予儿

童丰富的多元文化体验，培

养儿童早期的艺术素养 

通过 Lap song、手指游戏、稳定节拍的感受和练习、器乐自由演

奏、无歌词吟唱、自由舞蹈、现场即兴表达等多种音乐活动和教

学形式，为适龄儿童提供丰富多彩的音乐体验，培养孩子的音乐

基本能力和音乐素养，增强自我表达的能力和自信心，开拓孩子

的视野，促进孩子在语言、情感、社交等多方面的发育。 

阶段一（6 周-6 个月）：该阶段旨在培养婴儿早期

的视觉、听觉和空间探索能力，主要通过运动、歌

曲、舞蹈及多种适合婴儿的骑乘和秋千游戏等教学

方式，让婴儿学习到促进身体成长、语言沟通及智

力发育的新技能。 

阶段二（7-13 个月）：该阶段主要通过开展入门级

的身体伸展性、翻跟头、平衡能力和敏捷性技巧的

锻炼，歌曲、舞蹈及各种适合婴儿的骑乘和冒险游

戏等，进一步增强婴儿的体能、感官和认知能力。 

阶段三（14-22 个月）：该阶段主要着重于培养孩

子的平衡能力、垫上运动能力、上肢力量和敏捷

性，通过歌曲、舞蹈、手偶表演、骑乘、游戏等教

学形式，促进孩子在体能、认知、社交等多方面的

发展。 

阶段四（23 个月-2 岁半）：从该阶段起，标的公司

采用结构化的教学模式，对孩子进行精细动作、大

动作及操作性技巧的培养。孩子臵身于歌唱、舞

蹈、手偶表演、骑乘游戏和“惊喜时刻”等丰富多

彩的课程活动中，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品格和自信。 

阶段五（2 岁半-3 岁半）：初级运动技巧、精细动

作和大动作的熟练程度以及操作性技巧的练习成为

这一阶段的教学重点。父母的参与逐步减少，培训

师开始更多地与孩子直接交流，孩子在课程中学习

倾听、服从指令和团队合作，以便养成独立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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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推广端 

线上推广投入为原点，与线下体验宣传相互推动。美杰姆的市场推广活动主要由市场部负责，

其推广策略为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上推广主要通过包括百度、

360、搜狗在内的主流搜索引擎向潜在客户投放精准广告，同时利用微信、微博、大众点评

等自媒体向潜在客户宣传并推送标的公司的课程及服务；线下推广则以各直营及加盟中心为

基础，通过举办各类品牌推广活动、开展免费试听课程、在特定地点进行讲座及海报宣传等

方式进行线下的销售推广。 

 

1.1.3. 看好赛道+公司，增值率达到 3766.04% 

增值率 3766.04%，主要系看好赛道+看好公司。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美杰姆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8551.86 万元，预估值 330720.48 万元，评估增值

322168.62 万元，增值率达到 3766.04%。一方面是由于美杰姆所处的早教行业未来市场前

景广阔；另一方面在早教赛道中，美杰姆品牌效应和核心竞争力突出。好赛道+好公司赋予

美杰姆较高的估值水平。 

 

三垒股份将为本次交易设立一家控股子公司作为收购的实施主体，其中上市公司将认缴收购

方 70%的注册资本，承担 70%对价款约 23.10 亿元，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投资者认缴

收购方剩余 30%的注册资本。此次交易中，三垒股份联合独立第三方成立公司型并购基金，

以全现金 33 亿元收购美吉姆 100%股权，而交易对手再以获得的现金 33 亿元增持上市公司

股份完成绑定，同时股份分三期解锁。 

 

粗略估计，2018 年三垒股份每股收益将获得大幅提升。三垒股份业务可拆分为母公司、楷

德教育和美杰姆三部分，其中楷德教育承诺 2018 年实现的净利润将不低于 0.26 亿元，美杰

姆承诺 2018 年实现的净利润将不低于 1.80 亿元，假设母公司业绩保持在 2017 年的-0.09

亿元不变，三垒股份 2018年预计净利润合计为 1.97亿元。此次收购采取的是现金收购方式，

并未增发新股，每股收益将实现较大的增长，从 2017 年的 0.05 元增长至 0.54 元。 

 

图 7：三垒股份收入及增速  图 8：三垒股份净利润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1.2. 一级市场创投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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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教育行业本周一级创投项目（0604-0610） 

时间 内容 金额 细分行业 轮次 投资机构 

6 月 4 日 在线教育课程平台“知识圈”获好未来千万级 Pre-A 轮融资 千万级 在线教育 pre-A 轮 好未来 

6 月 4 日 宝宝树获阿里战略投资，投后估值约 140 亿元，升级年轻家庭服务 战略投资 阿里巴巴集团 

6 月 5 日 凭借“知识付费”型考试服务切入，录趣科技获 1500 万 A 轮融资 1500 万  教育信息化 A 轮 中国教师研修网 

6 月 5 日 
自适应学习平台悉之教育获新东方 1000 万天使轮投资，小狼担任董

事 
1000 万元 k12 天使轮 

新东方旗下“东方新

创” 

6 月 6 日 
「博鸟绘本」完成 500 万元天使轮融资，从绘本租赁切入做儿童领

域的共享经济 
500 万 

 
天使轮 

华旦天使领投、立元

投资跟投 

6 月 6 日 
教育信息化服务提供商十六进制完成千万级 Pre-A 轮融资，投资方为

春晓资本 
千万级 教育信息化 pre-A 轮 春晓资本 

6 月 6 日 
想将中外融合的国际课程体系带入线下，「蓝橡树」获近千万元 Pre-A 

轮融资 
千万级 国际教育 pre-A 轮 

平安创投及教育行业

资深投资人 

6 月 6 日 
贝壳亲子英语获数百万元天使轮投资，用视频课程+1 对 1 纠音做英

语启蒙 
百万级 

 
天使轮 

少儿教育和互联网行

业从业人士 

6 月 7 日 私人教师辅导冥想课程，10％ Happier 再获 370 万美元种子轮融资 370万美元 
 

种子轮 
 

6 月 8 日 一休数学思维获葡萄控股数百万种子轮投资，上线小程序教学产品 百万级 
 

种子轮 
上海葡萄控股领投、

蓝象资本跟投 

6 月 8 日 闪闪获 A 轮及 A+轮投资 2800 万元，完善亲子行业新零售解决方案 2800 万元 教育信息化 A 轮 

香榧资本、如山资本

董事长王涌及一些教

培机构投资人联合投

资 

6 月 8 日 
专注“母婴+美妆”类消费品，The Honest Company 获 2 亿美元投

资 
2 亿美元 

 
战略投资 

私募股权公司 L 

Catterton 

6 月 8 日 优志愿完成千万级 A+轮融资，欲打造升学规划产业链 千万级 教育信息化 A+轮 
由浙江文化产业成长

基金领投 

资料来源：鲸媒体，芥末堆，投资界，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1.3. 其他重要新闻 

表 3：教育行业新闻（0604-0610） 

时间 内容 

6 月 6 日 李克强在宁夏考察时强调 让“互联网+教育”点燃改变人生的火把 

6 月 7 日 教育部长陈宝生：推动扶贫和援派工作再上新台阶 

6 月 7 日 我国首个英语学习者英语能力测评标准，于本月实施 

资料来源：鲸媒体，芥末堆，教育部，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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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全市场关键数据追踪 

2.1. 板块数据（20180604-20180610） 

本周上证综指下跌 0.26%，成交额环比下跌 8.88%；深证指数上涨 0.29%，成交额环比下跌

13.92%；创业板指数上涨 0.12%，成交额环比下跌 13.48%；新三板做市指数下跌 0.24%，

成交额环比上涨 10.42%；教育指数下跌 1.64%，成交额环比下跌 23.34%。 

 

图 9：主要指数周涨跌幅  图 10：周涨跌幅与成交额环比情况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在具体指标中，教育服务指数下跌 1.52%，成交额环比下跌 40.93%；在线教育指数下跌

0.89%，成交额环比下跌 20.42%；职业教育指数下跌 1.46%，成交额环比上涨 13.21%。 

 

图 11：教育其他指数 

 

资料来源：Wind 

 

2.2. 交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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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A 股教育本周涨幅前十（0604-0610）  图 13：新三板教育做市公司本周涨幅前五（0604-0610）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图 14：港股教育本周涨幅前五（0604-0610）  图 15：美股教育本周涨幅前五（0604-0610）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2.3. 新挂牌公司&增发统计一览 

 

2.4. 最新 IPO 排队、辅导情况 

目前截止 2018 年 06 月 10 日，新三板教育企业中共计 9 家企业申报上市辅导，其中亿童文

教、中信出版拟转板创业板，行动教育拟转板主板。 

 

表 4：新三板教育公司相关 IPO 排队、上市辅导情况（截止 20180610） 

代码 最新公告日 企业名称 审核状态 是否已预披露 拟上市板 预计发行股数 

831891.OC 2018-04-13 上海行动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已预披露更新 是 主板 2,109.00 

430223.OC 2018-02-09 武汉亿童文教股份有限公司 已预披露更新 是 创业板 5,000.00 

834291.OC 2017-12-29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已反馈 是 创业板 4,753.79 

834845.OC 2017-09-28 广州华腾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839976.OC 2017-09-04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834061.OC 2017-08-25 广东佳奇科技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831601.OC 2017-03-23 郑州威科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430244.OC 2017-02-17 武汉颂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430518.OC 2012-11-06 广东嘉达早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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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公司公告速览 

3.1. 新三板市场重点公司公告 

 

表 5：新三板教育企业本周重要公告（0604-0610） 

代码 公司 内容 公告类型 

833960.OC 华发教育 
与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唐山市分公司在唐山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甲乙双方基于良好的信任，处于

双方长远发展战略上的考虑，甲乙双方决定共同携手，就智慧教育等领域开展战略合作。 
重大合同 

835474.OC 蓝色未来 
全资子公司蓝色未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与泰山职业技术学院签订了学前教育项目合作协议。双方集合优势资

源，进行深度的校企合作，共同开展学前教育科研活动，打造实习实训场所，进行优质人才的培养。 
重大合同 

871319.OC 金宝威 
以 650 万元收购青州光正经贸有限公司 90%股权；320 万元收购威海宝仁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5420

万元收购济宁市康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3100 万元收购北京致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收购 

839264.OC 世纪明德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2,026,99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5.00 元人民币现金 权益分派 

831797.OC 爱乐祺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控股子公司福清爱乐祺众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其他 

831930.OC 和君商学 基于公司整体战略布局，为提升现有资源使用效率，公司拟注销全资子公司江西和君商学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 

839976.OC 传智播客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传智计算机培训有限公司完成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登记 其他 

834290.OC 培诺教育 
收到英国培生爱德思考试局（PearsonEdexcel）关于培诺教育在湖南长沙成立学术考试中心的授权批复函，

授权培诺教育在长沙组织进行 GCE、GCSE、International GCSE 和 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 学术考试。 
其他 

831797.OC 爱乐祺 
收到副总经理刘皓递交的辞职报告。该辞职副总经理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 00%。刘皓辞职后

不再担任公司其它职务。 

高级管理

人员变动 

870155.OC 高思教育 公司未按期披露 2017 年年度报告可能被终止挂牌的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 

838726.OC 敦善文化 拟与龙德云、蒲倩、余皎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贵州敦善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 

834290.OC 培诺教育 

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大连市中山区培诺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北京培诺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天津南开区

培诺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上海培臻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大连市、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注

册资本分别为人民币 1,000,000 元、500,000 元、500,000 元、1,000,000 元。 

对外投资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3.2. A 股市场重点公司公告 

表 6：A 股教育企业本周重要公告（0604-0610） 

代码 公司 内容 公告类型 

300338.SZ 开元股份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39,619,69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15 元人民币现金 权益分派 

002696.SZ 百洋股份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32,535,70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50 元人民币现金 权益分派 

300364.SZ 中文在线 与快手科技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内容合作及渠道合作方面达成战略合作，合作期限为 3 年。 重大合同 

601999.SH 出版传媒 
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王永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甘肃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其他 

300160.SZ 秀强股份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97,76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20 元人民币现金 权益分派 

300050.SZ 世纪鼎利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60,861,71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200000 元人民币现金 权益分派 

601811.SH 新华文轩 
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233,841,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70,152,300 元（含税）。 
权益分派 

601858.SH 中国科传 
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790,500,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78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40,709,000 元。 
权益分派 

300010.SZ 立思辰 

为满足发展战略需要，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立思辰”）

拟出资自有资金 1,000 万美元在美国设立海外子公司立思辰（美国）有限公司（英文名：Lanxum(USA)Limited）

（暂定名，以美国当地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对外投资 

300205.SZ 天喻信息 
控股子公司武汉天喻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喻教育”）为做大做强智慧教育业务以增资扩股的方式

拟融资 8,000 万元。 
对外投资 

002659.SZ 凯文教育 

收到董事董顺来先生、独立董事陈南岗女士的辞职报告。董顺来先生辞去公司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陈南岗女士辞去公司独立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董顺来先生与陈南岗女士辞职后将不在上市公司担任

其他职务。 

高级管理

人员变动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3.3. 海外市场公司公告 

表 7：海外教育企业本周重要公告（0604-0610） 

代码 公司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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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9.HK 宇华教育 

郑州工商学院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已于 2016 年 5 月届满。截至中期业绩日期，已续领许可证。新许可证将于 2019 年届

满。根据招股章程“业务”一节所述，许昌市魏都区宇华实验双语幼儿园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已于 2018 年 3 月届满，

而济源市宇华实验双语幼儿园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将于 2018 年 7 月届满。 

TEDU.O 达内科技 
达内教育 2018 年 Q1 总净营收为 4.06 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22.1%。其中，K12 领域增长显著，达内“童程童美”2018

年 Q1 招生人数达到 3,895 人，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291.9%。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13 

新三板策略报告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Table_AuthorStatement  

 分析师声明 
 

诸海滨声明，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勤勉尽责、

诚实守信。本人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保证信息来源合法合规、研究方法专业审

慎、研究观点独立公正、分析结论具有合理依据，特此声明。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说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及其投资咨询人员可以为证券投资人或客户提供证券投

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

并向本公司的客户发布。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

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准确

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本

报告中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价格、价值及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

司可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

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

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同时，本公司有权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

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

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本公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如有需要，

客户可以向本公司投资顾问进一步咨询。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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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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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请客户充分注意。客户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其投资决

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在任何情

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

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

公司亦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表、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

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声明条款具有惟一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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