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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睿易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

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

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本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

并且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秘（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郭欣 

电话：0574-86692313-814 

电子信箱：1013557247@qq.com 

办公地址：宁波市镇海区中官西路 777 号汇智大厦 11 层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6年 2015年 增减比例 

总资产 87,194,946.55 37,652,809.39 131.5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339,345.49 35,799,592.12 26.65% 

营业收入 54,969,588.82 18,648,882.75 194.7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39,753.37 3,441,883.97 1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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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8,521,453.37 1,000,865.06 751.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75,623.63 -22,122,844.7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23.51% 15.9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

算） 

21.00% 4.63%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34 14.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0.34 14.7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1.44 3.40 -57.65% 

2.2 股本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的

股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3,317,981 31.52% 9,672,693 30.6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500,000 14.25% 2,891,000 9.15% 

董事、监事、高管 1,625,000 15.44% 3,636,750 11.52% 

      核心员工 - - - - 

有限售

条件的

股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7,208,335 68.48% 21,906,255 69.3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500,000 42.75% 13,500,000 42.75% 

      董事、监事、高管 4,875,000 46.31% 14,906,250 47.20% 

      核心员工 - - - - 

总股本 10,526,316 - 31,578,948 - 

股东总数 11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 

姓名 

股东 

性质 

期初 

持股数 

期内 

增减 

期末 

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限售股份数 

无限售股

份数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数 

1 邵建宇 
境内自然

人 
6,000,000 10,391,000 16,391,000 51.90% 13,500,000 2,891,000 - 

2 

宁波网脉

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584,210 5,168,420 7,752,630 24.55% 5,168,421 2,584,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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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 

3 

深圳中盟

泰资产管

理有限公

司(中盟泰

-新三板6

号私募投

资基金) 

基金、理

财产品 
526,316 1,052,632 1,578,948 5.00% 0 1,578,948 - 

4 

中融恒大

(北京)控

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00,000 1,000,000 1,500,000 4.75% 1,000,002 499,998 - 

5 邵曙前 
境内自然

人 
500,000 625,000 1,125,000 3.56% 1,125,000 0 - 

6 房启龙 
境内自然

人 
0 1,027,000 1,027,000 3.25% 281,250 745,750 - 

7 李晓斌 
境内自然

人 
315,790 631,580 947,370 3.00% 631,581 315,789 - 

8 

北京天圆

胜祥投资

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 474,000 474,000 1.50% 0 474,000 - 

9 

北京洪泰

中企会企

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 473,000 473,000 1.50% 0 473,000 - 

10 

上海经邦

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0,000 200,000 300,000 0.95% 200,001 99,999 - 

合计 10,526,316 21,042,632 31,568,948 99.96% 21,906,255 9,662,693 -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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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4,969,588.82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94.76%；实现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39,753.37 元，同比增长 177.17%。期末总资产达到

87,194,946.55 元，较期初增长 131.58%；期末净资产 45,339,345.49 元，较期初增长

26.65%。 

2016 年，公司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并结合实际应用中的问题对产品不断更新升级，

使其在教学过程中的灵活性、易用性大大提高。同时，公司继续为所有客户学校派驻

专员协助其安全、高效运行教学信息系统并维护系统稳定，坚持服务到位，因此获得

了良好的口碑，公司产品销量大幅增加。截至目前，“睿易云教学系统”已应用于一

百余所学校，在用师生数量超 3 万人，实现了常态化、全学科、全过程地应用。公司

合作学校既有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青岛二中等全国性名校，也

包括绵阳东辰国际学校、攀枝花七中、淄博五中等区域性名校。合作学校的认可及示

范作用带动了公司产品在当地及全国范围内的推广。 

3.2 竞争优势分析 

3.2.1 市场优势 

公司的技术及产品经过近几年在试点学校应用中升级迭代，通过不断总结样板学

校使用者反馈的使用数据及提出的意见，现已经完成核心产品“睿易云教学系统”4.0

版本的开发升级，目前，4.0 版本已在合作学校常态化应用。 

由于公司核心产品具有极强的市场粘连度和渗透性，试点班级学生的学习成绩获

得显著提升后，学校即将产品推荐至每届新入学学生，并成为公司的稳定客户和收入

来源。样本学校同样也会在地区内起到示范作用，进而带动公司产品在当地的推广，

为公司产品走向全国打下基础。 

公司合作学校包括北大附中、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浙江镇海中学等全国性名校，

名校的示范效应对公司市场拓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3.2.2 自有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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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软件产品全部由技术团队自主研发，该系统自成体系，全方位兼容，可独立

满足学校与教学相关的整体需求。公司根据产品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不断更新升级、

固强补弱。此外，云教学系统还具备灵活性和易用性，升级换代简单方便，可根据客

户需求进行功能性二级开发，操作界面直观人性化，程序设计注重细节，易于学习和

掌控。 

3.2.3 完整的服务体系 

作为教育信息化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通过与客户沟通，了解客户的需求后

为客户量身定制基于睿易云教学系统的互动学习云平台、云教学服务平台、云课堂录

播系统、睿易教学测评服务系统等，除根据客户需求制定相应解决方案外，公司还为

客户提供支持软件系统的相应硬件设备，并根据客户需要为客户提供整体教学信息化

网络搭建。此外，公司还为软件系统提供技术支持维护、网络设备保修维修等后续一

条龙服务，所有客户公司都派驻专员协助客户安全运行教学信息系统并维护系统稳定，

同时收集客户反馈和其他意见需求，帮助公司改进服务质量及完善产品研发升级，使

公司产品及服务始终贴合用户需求，建立高度的用户粘性及忠诚度。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由于公司 2016 年业务增长速度较快，新进客户数量增幅较大，为了谨慎的反映

公司的盈利情况、更可靠地反映个人（学生）类客户应收账款可收回性的不同，公司

对老客户和新进客户进行了细分，决定对会计估计进行变更。变更后，可更加合理地

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体情况如

下： 

会计估计变更的 

内容和原因 

开始适用时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为更可靠反映公司对个人（学生） 2016 年 10 月 1 日 调 减 应 收 账 款 期 末 余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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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估计变更的 

内容和原因 

开始适用时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本公司对

个人（学生）单独进行分组并按

账龄计提坏账准备 

360,784.00 元，调增资产减值损

失本年金额 360,784.00 元。 

4.2 本年度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应当对涉及事

项作出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宁波睿易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