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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IndustryData] 

公司数据跟踪（FY2019） 

 营业收入（亿元） 7.11 

同比增长 44.3% 

经调整净利润（亿元） 1.36 

同比增长 62.4% 

入读学生人次（万人次） 29.61 

同比增长 22.8% 

辅导课时总数（万课时） 864.2 29.61 

同比增长 36.2% 22.8% 

平均课时费（元） 82.3  

同比增长 6.0%  

学习中心数量 100  

学生续班率（%） 74.1%  

 

 

 

  

[Table_Author] 分析师： 周菁 

Tel： 021-53686158 

E-mail： zhoujing@shzq.com 

SAC 证书编号： S0870518070002 
 

[Table_Summary] 

 主要观点 

营收增长 40%+、经调整净利润增长 60%+ 

思考乐教育 2019 财年实现营收 7.11 亿元/+44.3%，2016-2019 年收入

CAGR 为 60.9%。综合毛利率为 42.7%/+4.8pct，一是课时费提高 6%，

二是教师产能提升，校区使用率约为 70-80%。销售/管理/研发费用率

分别为 3.0%/18.6%/6.4%，同比提高 0.6/4.3/0.1pct，剔除上市开支影响，

调整后管理费用率约为 15.0%/+3.6pct。公司经调整净利润为 1.36 亿元

/+62.4%，对应净利率为 19.1%/+2.1pct。截止期末，公司合约负债为

2.83 亿元/+32.0%，账上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 2.41 亿元/+549.1%。 

 

各项经营指标向好，暂维持收入 30%+、业绩 30-40%+增速指引 

公司本期总入读学生人次为 29.61万人次/+22.8%，2016-2019年 CAGR

为 45.0%；整体学员人数也突破了十万大关，同比增幅超过 19%。全

年辅导课时总数达 864.2 万小时/+36.2%，2016-2019 年 CAGR 为

46.7%；平均课时费为 82.3 元/+6.0%，2016-2019 年 CAGR 为 9.7%。

续班率逐年提高，2019 年达到 74.1%，同比提高 5.8pct，退费率由 2018

年的 9.1%下降至 6.7%。2020 年寒假营收增速达 30%左右，疫情影响

下春季营收仍有 10%左右的增长，且已超过 2019 年春季全部营收规

模。全年来看，如果疫情能在 4 月结束，则 2020 年营收增长 30%、

利润增长 30%-40%的增速指引仍有望实现，若疫情拖到 5-6 月份，业

绩指引可能会下调。目前 2 月份公司的经营现金流仍为正，但 3 月份

可能受影响。 

 

渠道继续扩张&下沉，发力双师和网校，推进激励计划 

公司将继续加强渗透深圳市场并扩大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地域覆盖，

2019 年净增 46 个校区至 100 个/+85%，新进入江门和中山，2020-2022

年计划分别新增 36、40、52 所校区，到 2022 年底计划开设校区数量

合计达 228 个。公司线上以思考乐网校品牌拓展，疫情期间一个月内

新增付费学员超过 3000 名，老学员到场率有 87%、新校区到场率较

低，未来规划线上收入占比达 30%左右。同时，公司于 2019 年秋季

推出双师课堂，采用“优师线上直播教学+辅导老师线下答疑”模式，

推动业务向二三四线城市下沉。公司现有超过 170 名全职研发人员、

10 多位督导专家及一些外界签约专家，携手打造公司中后台，帮助公

司在内容端加深积淀，未来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公司创新性地推出

教师合伙人、校长管理裂变机制和期权合伙人制度等激励机制，吸引

并绑定业内优秀人才。公司中高层人员（校长及以上级别）趋于零流

失，两年以上员工流失率由 2018 年的 3.5%小幅提高至 3.9%，整体处

于较为合理健康的水平，雇员满意度较好。 

 风险提示 

疫情控制不及预期、监管政策趋严带来的不确定性、市场竞争加剧风

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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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财务情况 

公司 2019 财年实现营收 7.11 亿元，同比增长 44.3%，2016-2019

年收入 CAGR 为 60.9%。营收高速增长主要系学习中心数量扩大带

动入读学生总人次增加使得辅导课时总数增加，同时因公司品牌及

声誉提升、知名度及受欢迎程度不断增加使得平均课时费有所增

加。具体分业务看，升学（学业备考课程）业务收入 6.96 亿元，同

比增长 46.4%，营收占比 97.9%/+1.4pct，2016-2019 年收入 CAGR

为 61.0%；乐学（初阶小学素质教育课程）业务收入 1.52 亿元，同

比下降 12.9%，主要系年内三家乐学学习中心关闭，搬迁后于 2019

年底才重新开业。 

图 1 思考乐教育分业务历年收入（百万元）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上海证券研究所 

公司本期综合毛利率为 42.7%，同比提高 4.8pct，其原因：一

是学费提升，公司每年暑假之后会有课时费的提价，2019 年公司整

体平均课时费为 82.3 元，同比增长 6%；二是教师产能提升，东莞、

佛山等地校区慢慢成熟。公司近三年校区使用率约 70-80%，成熟校

区 80%、新校 70%。公司本期销售 /管理 /研发费用率分别为

3.0%/18.6%/6.4%，同比提高 0.6/4.3/0.1pct，销售费用增加主要系上

市时推广品牌的广告及展览开支增加、销售人员薪酬增长；管理费

用增加主要系增加上市开支 2580 万元（2018 年为 1440 万元），行

政人员薪酬福利增加 3800 万元，剔除上市影响，调整后的管理费

用率为 15.0%/+3.6pct；研发支出为 4520 万元，主要系研发人员增

加、加大研发力度以提升教学质量和改善服务的辅导成果，推动未

来在二三四线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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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思考乐教育历年综合毛利率（%） 图 3 思考乐教育历年期间费用率（%）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上海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上海证券研究所 

公司本期实现归属净利润为 0.95 亿元，同比增长 31.5%，经调

整后净利润为 1.36 亿元，同比增长 62.4%，对应净利率为

19.1%/+2.1pct。截止期末，公司合约负债为 2.83 亿元，同比增长

32.0%，账上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 2.41 亿元，同比增长 549.1%，主

要系 IPO 募集资金净额约 3.84 亿元。 

图 4 思考乐教育历年经调整净利润（百万元）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上海证券研究所 

 

图 5 思考乐教育历年合约负债（百万元） 图 6 思考乐教育历年期末现金情况（百万元）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上海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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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本期总入读学生人次为 29.61 万人次，同比增长 22.8%，

2016-2019 年 CAGR 为 45.0%，主要系校区网络不断扩张带来学生

人数增长。公司学习中心数量从 2016 年的 28 家大幅增加至 2019

年的 100 家，报告期内新增 46 家，同比增幅高达 85%，并新进入

中山和江门两座城市，目前整体导流情况较好。2019 年公司整体的

学员人数也突破了十万大关（2018 年为 83758 人），同比增幅超过

19%。公司全年辅导课时总数达 864.2 万小时，同比增长 36.2%，

2016-2019 年 CAGR 为 46.7%。平均课时费由 2018 年的 77.7 元提高

至 2019 年的 82.3 元，同比增长 6.0%，2016-2019 年 CAGR 为 9.7%。

受益于品牌认知提升、课程品质优异、师资队伍强大等，学员学习

效果较优，续班率逐年提高，2019 年达到 74.1%，同比提高 5.8pct，

退费率由 2018 年的 9.1%下降至 6.7%。 

图 7 思考乐教育历年入读学生人次（人次） 图 8 思考乐教育历年辅导课时总数（万课时）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上海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上海证券研究所 

 

图 9 思考乐教育历年平均课时费（元） 图 10 思考乐教育历年学生续班率和退费率（%）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上海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上海证券研究所 

公司 2020 年寒假营收增速达 30%左右，春季受到疫情影响，

部分学费未来，需要等到疫情结束后转为线下课程，但即使如此，

目前春季营收仍有 10%左右的增长，且已超过 2019 年春季结束时

的营收规模。全年来看，如果疫情能在 4 月结束，则 2020 年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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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30%、利润增长 30%-40%的增速指引仍有望实现，若疫情拖到

5-6 月份，业绩指引可能会下调。目前 2 月份公司的经营现金流仍

为正，但 3 月份可能受影响。 

公司未来发展方向： 

（1）加强渗透深圳市场并扩大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地域覆盖。

公司现有校区覆盖广东省的深圳、东莞、佛山、惠州、中山和江门、

福建省的厦门和福州，2020-2022 年公司计划分别新增 36、40、52

所校区，2020 年开店计划数减少主要受疫情影响，疫情过后公司将

加快招兵买马、在大湾区布局，到 2022 年底计划开设校区数量合

计达 228 个。公司目前单个校区投入成本约 200-250 万元，新分校

爬坡期的中位数约 8-10 个月，深圳地区分校 6 个月、外围城市需要

9-10 个月。 

图 11 思考乐教育学习中心扩张计划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上海证券研究所 

（2）加快线上业务发展。思考乐网校结合了公司的人才、教

学、教研、品牌等优势，为集团线上业务发展的战略级产品。思考

乐网校与思考乐教育线下业务互为补充，为学生提供线下线上的无

缝学习，将以华南地区为起点，逐步发展成为全国具有广泛影响力

的优质在线教育平台。网校课堂采用小班教学方式，教师团队均毕

业于清北及其他 985 高校。疫情期间，公司按原课程、原课次、原

老师的“三原原则”将线下所有学生导到线上，一个月时间网校新

增付费学生超过 3000 名（空中分校、思考乐在线），老学员到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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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87%、新校区到场率较低，家长整体满意度较高，未来公司希望

线上收入占比达 30%左右。 

（3）双师模式助力业务下沉。公司成立了“双教师部门”，于

2019 年秋季推出了思考乐双师课堂，采用“优师线上直播教学+辅

导老师线下答疑”的模式。双师模式在公司推动业务向二三四线城

市下沉时将发挥运营机制优势。 

图 12 思考乐教育推出双师课堂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上海证券研究所 

（4）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公司现有超过 170 名全职研发人员、

10 多位督导专家及一些外界签约专家，携手打造公司中后台，帮助

公司在内容端加深积淀。公司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专注发展内部

课程材料及改进更新课程材料，以提高教学过程的定制化和数字

化。 

图 13 思考乐教育历年研发开支（百万元） 图 14 思考乐教育历年研发人员数量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上海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上海证券研究所 

（5）全方位的员工激励计划。公司将全面推行特色的核心激

励机制，包括教师合伙人、校长管理裂变机制和期权合伙人制度，

对教师、校长及核心管理层提供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公司中高层人

员（校长及以上级别）趋于零流失，两年以上员工流失率由 2018

年的 3.5%小幅提高至 3.9%，整体处于较为合理健康的水平，雇员

满意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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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思考乐教育历年教师流失率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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