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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研究报告·A股公司简评 教育 

拟更名为“科德教育”，收购

中职院校推动职普融合 

 

事件 

公司发布 2020 年三季报：2020 年三季度公司营收 2.31 亿元，同

降 9.13%；归母净利润 5618.1 万元，同增 75.53%；扣非归母净

利润 5566.1 万元，同增 77.58%；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1.17 亿元，

同降 3.16%；EPS（基本）0.20 元/股，同增 51.98%；ROE（加权）

6.32%，较去年同期提升 2.26 个百分点。 

简评 

高考推迟导致培训及招生时间缩短，龙门教育三季度业绩有所下

滑。20Q1-Q3 龙门教育实现营收 3.73 亿元，同降 9.00%；归属于

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1.32 亿元，同增 2.08%。其中 20Q3 龙门教育

实现营收 1.28 亿元，同降 14.67%；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5060.92 万元，同降 11.87%。三季度营收及业绩同比下降主要是

由于新冠疫情之下高考延迟，龙门教育 2020 年暑假短期培训业

务和秋季招生时间缩短，进而影响公司第三季度经营业绩。 

收购中职院校助力异地扩张, 职普融合稳步推进。2020 年 10 月

24 日，公司与长沙市新五美教育签署意向协议，拟收购其持有的

长沙经贸职业中专学校有限公司 51%股权，目标公司整体估值暂

定 1 亿元，核心资产为长沙经贸职业中专学校。长沙经贸职业中

专是一所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开设有旅游服务与管理、计算机

应用技术、新能源汽车装调与检修等专业，在籍学生接近 2000

人。2020 年 9 月，学校由非营利学校变更为营利性学校。收购完

成后，龙门教育将以此为依托，扩张在湖南省的高中、复读、短

期封闭补习等业务，加快异地扩张步伐。此外，2020 年 8 月公司

与倍凡教育签订协议，拟合作拓展职业学校和民办高中业务。伴

随项目收购与整合，公司将普高培训与职高教育相融合，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为公司教育业务带来持续成长空间。 

海外疫情蔓延拖累油墨业务。受海外新冠疫情蔓延影响，公司油

墨出口业务下滑，2020 年前三季度公司油墨业务销售收入同降

14.20%。目前公司积极发展油墨内贸业务，盈利情况有望好转。 

拟更名“科德教育”，凸显教育主业。公司拟更名为“苏州科德

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科德教育”，公司未来将把发展

教育培训业务作为战略重心，推进职普融合，教育业务发展可期。 

盈利预测：预计 2020-22 年营收分别为 8.82、9.66、10.60 亿元，

分别同降 8.1%、同增 9.6%、9.7%；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76、2.23、

2.66 亿元，同增 119.1%、26.6%、18.9%；对应 PE 分别为 33、26、

22 倍，维持“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新冠疫情影响超预期，教培业务发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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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数据 

股票价格绝对/相对市场表现（%）  
1 个月 3 个月 12 个月 

2.5/2.3 -15.35/-12.77 45.42/35.33 

12 月最高/最低价（元）  28.78/12.41 

总股本（万股）  29,702.34 

流通 A 股（万股）  17,236.42 

总市值（亿元）  58.48 

流通市值（亿元）  33.94 

近 3 月日均成交量（万股）  541.06 

主要股东   

吴贤良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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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伍德(300192):龙门教育二季度全

额并表，职普融合开拓新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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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28 
科斯伍德(300192):龙门教育完成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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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介绍 
叶乐：中信建投教育行业首席分析师、中小市值首席分析师，硕士毕业于复旦大学金

融专业，2016 年加入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2017 年《新财富》中小市值最佳分析

师第 3 名团队核心成员，2019 年带领团队获“水晶球”中小市值入围，目前专注于教

育行业及中小市值新消费服务（宠物、人力资源、母婴等）产业研究，对于教育行业

政策变化及体制内外教育有深刻见解。联系方式：18521081258，yele@csc.com.cn 

研究助理 王邵哲 18019484901  wangshaozhe@cs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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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标准  评级 说明 

报告中投资建议涉及的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 6

个月内的相对市场表现，也即报告发布日后的 6 个

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

场代表性指数的涨跌幅作为基准。A 股市场以沪深

300指数作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为基准；

香港市场以恒生指数作为基准；美国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为基准。 

股票评级 

买入 相对涨幅 15％以上 

增持 相对涨幅 5%—15％ 

中性 相对涨幅-5%—5％之间 

减持 相对跌幅 5%—15％ 

卖出 相对跌幅 15％以上 

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 相对涨幅 10%以上 

中性 相对涨幅-10-10%之间 

弱于大市 相对跌幅 10%以上 
 

分析师声明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在此声明：（i）以勤勉的职业态度、专业审慎的研究方法，使用合法合规的信息，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 结论不

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ii）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法律主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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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或者将来为本报告中所提公司提供或者争取为其提供投资银行、做市交易、财务顾问或其他金融服务。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了署名分析师的观点，分析师的薪酬无论过去、现在或未来都不会直接或间接与其所撰写报告中的具体观点相联系，分析师亦不会因

撰写本报告而获取不当利益。 

本报告为中信建投所有。未经中信建投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发、翻版、复制、发布或引用本报告全部

或部分内容，亦不得从未经中信建投书面授权的任何机构、个人或其运营的媒体平台接收、翻版、复制或引用本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版

权所有，违者必究。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中信建投（国际） 

北京 上海 深圳 香港 

东城区朝内大街 2号凯恒中心B

座 12 层 

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

证券大厦北塔 22 楼 2201 室 

福田区益田路 6003 号荣超商务

中心 B 座 22 层 

中环交易广场 2 期 18 楼 

电话：（8610） 8513-0588 电话：（8621） 6882-1612 电话：（86755）8252-1369 电话：（852）3465-5600 

联系人：杨洁 联系人：翁起帆 联系人：陈培楷 联系人：刘泓麟 

邮箱：yangjie@csc.com.cn 邮箱：wengqifan@csc.com.cn 邮箱：chenpeikai@csc.com.cn 邮箱：charleneliu@csci.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