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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推荐北京卓教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推荐报告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下发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

务规则》），北京卓教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教国际”、“公司”、“股

份公司”）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其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事宜，并向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大同证券”或“我公司”）提交了挂牌申请。 

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

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我公司对卓教国际的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公司

治理和合法合规事项等进行了尽职调查，对卓教国际本次申请进入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出具本报告。 

一、尽职调查情况  

大同证券卓教国际股份挂牌公开转让项目小组（以下简称“项目小组”）根据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的要求，对

卓教国际进行了尽职调查，调查的主要事项包括公司的基本情况、历史沿革、独

立性、关联交易、同业竞争、规范运作、持续经营、财务状况、发展前景、重大

事项等。  

项目小组与卓教国际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员工等进

行了交谈，并同公司聘请的北京市炜衡（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中正天

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注册会计师进行了交流；查阅了公司章程、三

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记录、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会计凭证、会

计账簿、审计报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资料、纳税凭证等；了解了公司的经

营状况、内控制度、规范运作情况和发展计划。通过上述尽职调查，项目小组出

具了《北京卓教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挂牌公开转让尽职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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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核意见  

我公司内核小组对卓教国际拟申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备案文件进

行了认真审阅，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召开了内核会议，参与项目审核的内核成

员为参与项目审核的内核人员为孙超、王晓东、蔡文彬、程曦、祁茂华、宁道宏、

陆国存七人，其中：行业内核委员为蔡文彬、财务内核委员为王晓东、法律内核

委员为孙超。上述内核成员不存在近三年内有违法、违规记录的情形；不存在担

任项目小组成员的情形；不存在在该公司中任职以及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其公正履

行职责的情形。 

根据《业务规则》对内核机构审核的要求，内核成员经审核讨论，对卓教国

际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出具如下的审核意见： 

（一）我公司内核小组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

工作指引（试行）》的要求，对项目小组制作的卓教国际股份拟申请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备案申请文件的进行了审阅，并对尽职调查工作底稿进

行了抽查核实，认为项目小组已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

调查工作指引（试行）》的要求对公司进行了实地考察、资料核查等工作；项目

小组中注册会计师、律师、行业分析师已就尽职调查中涉及的财务会计事项、法

律事项、业务技术事项出具了调查报告。项目小组已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的要求进行了尽职调查。 

（二）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的格式

要求，公司已按上述要求制作了《公开转让说明书》等整套申报材料，公司挂牌

前拟披露的信息符合信息披露的要求。 

（三）2012 年 3 月 15 日，自然人孙海瑶认缴注册资本 10 万设立北京安博

育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6 年 5 月 31 日，北京卓教国际科技有限公司按经审

计的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北京卓教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依法设立已满两年；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设立了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法人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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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卓教国际与我公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

续督导协议书》，由我公司负责推荐其股份挂牌公开转让，并对其进行持续督导。 

综上所述，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颁布的《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规定的挂牌条件。7 名内核成员经投票表决，

一致同意推荐卓教国际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三、推荐意见 

根据项目小组对卓教国际的尽职调查情况，我公司认为卓教国际符合进入全

国股份转让系统所规定的挂牌条件： 

（一）公司设立已满两年 

公司前身北京安博育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3 月 15 日。2016

年 5 月 31 日，公司以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并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改制过程合法合

规，存续期间已满两年。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以推动中外文化、艺术、教育、体育交流为核心，组织中国青少年团体

参加众多国际大型文化、艺术节庆活动，自行策划组织中国青少年赴境外并进行

多领域的交流活动和研学旅行，以及组织国内教育系统人员进行国际考察、公务

交流，从而成为国际交流领域的行业领先企业之一。公司的业务涵盖教育公务考

察、教师培训、学生国际交流、大型国际活动承办等领域。目前已规模化运营的

业务主要是学生国际交流的游学业务。公司从成立至今主营业务未发生过变化。

公司管理团队具有丰富的文化教育业务的行业积累，公司在行业内已经拥有了较

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获得了客户较高的认可。在成熟团队的持续耕耘下，公司

发展前景良好，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因此，我公司认为卓教国际业务明确，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公司已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办公会制度、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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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制度。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能够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

议事规则的规定规范运作。此外，公司还制订了《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等制度。 

公司没有因违反环保、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产生的侵

权行为。公司缴纳的税种和税率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近两年公司在不

存在因税务、质量监督、环保、安全、社保等方面的问题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公司所使用主要财产的所有权人为公司，不存在权属纠纷。 

（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公司自成立以来，增资、减资、股权转让等均履行了股东会审批，工商变更

登记等法律手续；公司股份制变更的过程中，各股东均依法履行了出资义务，履

行了股东会审批，工商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公司股权明晰，不存在潜在股权纠

纷，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卓教国际已与我公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大同证券同意推

荐卓教国际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持续督导。 

我公司同意推荐卓教国际挂牌的理由具体如下：  

1、公司具有丰富的业务资源 

公司与近 100 家中国驻外大使馆保持良好关系，如英国、法国、德国、波

兰、俄罗斯、意大利、日本、韩国、印尼、美国、加拿大、匈牙利、比利时、西

班牙等使馆。公司定期组织学生开展“走进使馆”进行文化交流，同时邀请各国

的大使、文化参赞走进学校与学生交流。 

公司还是数十个国际艺术、科技、体育节庆活动的地区合作代表，如世界

合唱大赛、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纽约艺术节、韩国青少年艺术节、德国勃拉姆斯

合唱节、意大利戏剧艺术节、中美青少年科技艺术节、丹麦童话故事节、澳洲青

少年网球大赛等。 

同时，公司拥有丰富的地接资源。与美国、英国、韩国、日本、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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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西班牙、德国、丹麦、俄罗斯、坦桑尼亚等国家的地接资源都保持了良

好的关系。 

公司历经多年发展，已经积累了近 300 多所中小学资源、600 多名优秀中小

学带队老师及近百名外籍领队，这些资源为公司的发展保驾护航。 

2、公司具有良好的品牌优势 

由中国教育学会举办，公司策划并执行的“中华文化小大使展示活动”，每

年有近 30 万人参加，业已成为国内知名的青少年中外交流公益平台。活动传播

的“为中国孩子带来世界、为世界孩子带来中国”的理念，和热爱中华文化的价

值取向，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同时，公司在承办中华文化小大使的活动

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宣传和展示，奠定了公司在中小学生市场中良好的市场形象和

公信力。 

3、业务团队经营丰富 

公司业务团队具有多年的行业经验，对游学业务拥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并在行业的快速发展中形成了具有公司特色的业务模式和风格。以江涛、陈超、

黄剑峰为核心的公司业务团队经过多年的合作，已形成良好的协同模式，并且业

务骨干团队日益扩大，公司的人才梯队逐渐成型，为公司后续在市场竞争中快速

发展奠定基础。 

4、公司创新能力强，课程内容丰富 

游学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旅游，主要是因为游学注重于在活动中植入各种

教育元素，引导孩子们进行思考、体验、知识归纳，训练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沟

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公司对每一个项目均设计了丰富的活动主题，充分利

用游学活动中的各种元素，开展培训教育，并让孩子学以致用。公司的课程内容

均为自行开发。公司每年根据市场热点、时政设计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活

动教案，让孩子们在参加游学活动中真正学到知识，获得能力的提升。 

（六）关于公司是否属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

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以下简称“解答（二）”）第一条规定的

负面清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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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是否属于科技创新公司 

（1）行业分类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和《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分类，公司所处行业属于教育业（P82），细分

行业为文化艺术培训（P8293）；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管理

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属于技能培训、教育辅助及其它教育（P829）；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

业属于教育服务（13121110）。 

（2）判断是否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 

根据《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公司不

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 

2、若属于非科技创新类公司请论证说明公司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是否低于

行业同期平均水平 

（1）行业平均营业收入水平测算 

行业

大类 

数据

来源 

市场

类别 

2014 2015 
两年收入之和 

（万元） 
行业平均收

入（万元） 

样本数 

（个） 

行业平均收

入（万元） 

样本数

（个） 

上市

公司 
122,515.11 2 124,603.92 2 247,119.03  

新三

板 
2513.34 11 3892.71 11 6406.05 

区域

股权

市场 

457.98 2 605.135 2 1063.12 

国内

宏观

行业

数据 

行业

数据 
154.71  774700 213.31  778200       368.02  

（2）数据来源说明 

根据 Wind查询公开市场数据，统计出上市公司、新三板、区域股权市场教

育行业企业平均收入水平。根据《2015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4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及中国产业信息网的《2016 年中国教育培训行

业发展现状及市场规模预测》，全国教育培训机构 2014年和 2015年分别有 7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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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所和 77.82万所，营业收入规模分别为 1.2万亿元和 1.6万亿元。 

（3）营业收入对标 

公司以推动“国际交流”为核心，主要从事中小学生国际游学业务。行业大

类的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从事业务庞杂，主要为语音培训、职业培训、高

考培训、图书发行、考试测评、课外教育等各种业务，不具备可比性。 

根据细分行业可比挂牌公司数据对比，目前挂牌公司中具有游学业务或有

明确单列国际游学业务的公司有 5家，其游学或国际游学营业收入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4 年 2015 年 两年之和 

乐旅股份 0 355.93 355.93 

明珠旅游 879.9 1204.11 2084.01 

中凯国际 1258.85 1611.23 2870.08 

世纪明德 1478.28 1887.04 3365.32 

快乐营 48.39 259.92 308.31 

平均值 733.084 1063.646 1796.73 

游学行业在国内兴起得比较晚，尤其是国际游学行业属于游学市场较为高端

的细分市场，在国际游学市场中上规模的企业很少。公司以推动“国际交流”为

核心，主要从事中小学生国际游学业务。公司近两年业务呈高速增长，公司 2014

年和 2015 年销售收入总和为 2379.1万元。公司近两年营业收入规模超过具有同

类业务的挂牌公司平均营业收入水平，也超过全国教育培训行业平均营业收入水

平，符合“报告期两个完整会计年度营业收入高于同期行业平均水平”的挂牌条

件。 

（4）公司属于非科技类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净利润水平如下： 

类别 2016 年 1-8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净利润（元） 4,495,508.02 3,588,997.76 -48,464.89 

公司不存在最近两年及一期持续亏损的情况。 

（5）公司主营业务在报告期内一直均为中小学生国际游学业务，不属于《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修正）》中的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

类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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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请投资者关注的事项 

大同证券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以下事项： 

（一） 市场竞争的风险 

伴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游学作为一种新型的学习、文化交流、体

验生活的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欢迎和认可。中国的游学市场规模已经超过

100 亿元，并且持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游学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巨大的行业潜

力，吸引了各种各样的竞争者进入游学领域，行业竞争压力越发明显。其次，大

型集团的进入，给游学行业注入雄厚资本实力的同时也改变了行业原有的发展格

局和模式，资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二） 缺乏行业标准及监管的风险 

游学行业是一个新兴行业，尚未形成清晰的行业标准和监管体系，导致行业

中存在一定的混乱现象和不规范的现象。这种现象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干扰行

业的正常发展，尤其是加大了正常经营机构的沟通成本和运营成本。伴随市场规

模越来越大，建立清晰的行业标准，确定明确的行业监管机制是维护行业持续发

展的必要措施。 

（三） 业务区域集中的风险 

公司业务主要集中在北京地区，市场分布相对集中。目前公司在小学生国际

游学业务中处于行业领先的地位，并具有广泛的市场认可度。公司打造的“中华

文化小大使”成为国际游学市场的一个知名品牌。每年全国参加公司“中华文化

小大使”评选活动的学生达到 20 万-30 万人，公司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

北京是公司业务发展的大本营，公司具有良好的客户基础和市场影响力，因此在

北京开展业务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在品牌影响力、教育体系、社会资源等方面的

优势。但业务过于集中在北京，会使公司受北京的市场环境、行业政策的影响较

大，从而造成公司业务发展存在潜在的地域性风险。 

（四） 新市场拓展的风险 

符合公司高端定位的消费群体在一、二线城市具有广阔的市场。上海、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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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杭州等地的潜在客户群体十分庞大，为此公司正逐步进行进行全国业务布

局，计划逐步把业务拓展到其他一、二线城市。但是，新城市的业务发展受到业

务团队、市场渠道、政府资源、市场宣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要形成一定规模、

取得预期的效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五） 人才培养速度与业务增长不匹配的风险 

公司在北京市场具有明显的市场优势，并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为了进一步

扩大公司的业务规模，公司逐步向全国重点城市进行扩展。新市场的开拓、客户

群体的快速增加形成了明显的业务骨干需求缺口。根据历史经验，要培养成熟的

业务骨干受到个人素质、业务能力、敬业态度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因此业务骨干

的培养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且人员的扩张受到客观因素的限制，无法在短期内快

速增长，从而造成业务人员规模无法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速度的风险。 

（六） 出游安全的风险 

游学安全问题为重中之重。由于公司以中、小学生及其家庭为主要服务群体，

尤其是文化交流活动参加人员为未成年人，集体外出游学存在交通、住宿、餐饮、

人身等方面的各种安全风险。公司通过提高辅导老师比例，明细划分生活、学习

辅导老师，精细管理活动流程和细节，加强活动纪律和安全意识教育等措施提高

安全保障。虽然公司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安全，并不断向营员强调安全注意事项，

游学活动本身仍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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