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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1529        证券简称：能龙教育        主办券商：海通证券 

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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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neeq.com.cn）的年度报告全文。 

1.2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

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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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财务报告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 周纯 

电话 +86-760-85229888 

传真 +86-760-88269099 

电子邮箱 nenglong@189.cn 

公司网址 http://www.nenglong.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会展东路 1 号德仲

广场 1幢 16层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http://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http://www.neeq.com.cn/
http://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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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股 

 

主要会计数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总资产（元） 116,972,714.82 134,696,049.63 -13.1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2,712,566.97  128,714,964.89  -20.20% 

营业收入（元） 80,804,136.39  71,991,976.58  12.2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002,397.92  5,557,436.39  -567.8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元） -24,690,107.94 3,252,525.02  -859.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923,783.65  1,830,516.11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47% 6.6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05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05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0.87  1.08  -19.44% 

2.2 股东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68,151,439 57.42% 29,371,468 97,522,907 82.1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4,805,560 12.47% 14,805,560 29,611,120 24.95% 

董事、监事、高管 - - - - -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0,542,936 42.58% -29,371,468 21,171,468 17.8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29,611,120 24.95% -14,805,560 14,805,560 12.47% 

董事、监事、高管 - - - - -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118,694,375 - 0 118,694,375 - 

普通股股东人数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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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限

售股份数量 

1 
中山市能龙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44,416,680 - 44,416,680 37.42% 14,805,560 29,611,120 

2 
北京柏悦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26,268,875 - 26,268,875 22.13% 0 26,268,875 

3 
广东京通资讯科技有限

公司 
15,863,100 - 15,863,100 13.36% 0 15,863,100 

4 
中山市有为股权投资管

理企业（有限合伙) 
11,104,170 -101,000 11,003,170 9.27% 1,782,954 9,220,216 

5 
中山市德业股权投资管

理企业（有限合伙) 
7,360,000 - 7,360,000 6.20% 2,800,000 4,560,000 

6 
深圳市炜烨股权投资基

金企业（有限合伙） 
7,931,550 -908,000 7,023,550 5.92% 1,782,954 5,240,596 

7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1,112,600 -114,000 998,600 0.84% 0 998,600 

8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做市

专用证券账户 
659,100 51,000 691,600 0.58% 0 691,600 

9 刘润娟 681,500 -3,000 678,500 0.57% 0 678,500 

10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640,600 11,800 670,900 0.57% 0 670,900 

合计 116,038,175 -1,063,200  114,974,975 96.86% 21,171,468 93,803,507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1、能龙投资、有为合伙、德业合伙为员工持股平台； 

2、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余惠龙持有能龙投资 10.87%股份，持有有为合伙 4.91%股份，持有德业合

伙 9.42%股份； 

3、余惠龙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余敬龙系兄弟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2.4.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山市能龙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自然人余敬龙。能龙投资持有公司 37.42%的股份，余敬龙持有能龙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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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9%的股份，余敬龙通过能龙投资控制本公司。 

2.4.2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图 

 
                                             

三、 管理层讨论分析 

3.1 商业模式 

公司是从事幼教、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建设与运营的专业服务机构，

从属于教育信息服务领域。专注于幼教、K12基础教育教育领域的互联网

应用的开发和信息服务运营，已有 10年的深度积累，沉淀了深厚的教育

关系、庞大的校园客户和用户基础。在原有家校互动信息服务平台翼校

通（以下简称“家校互动”或“翼校通”）的基础上，综合利用移动通讯

和互联网技术手段，采用与基础运营商中国电信合作发展的模式，以教

育主管部门、学校、家庭、社会、学生为中心来布局四大产品线（智慧

管理、智慧校园、智慧课堂、智慧学习），打造五维互动共育的全新开放

式教育生态圈，满足教育主管部门的现代化管理需求、学校的信息化升

级需求、教师的教务管理需求、家长辅导需求以及学生的在线学习需求。 

公司以教育主管部门、学校、老师、家长和学生为服务对象和目标

用户群体，以“平台开发+业务运营+增值应用提供”的全业务一体化为

运营生态链，聚合优质资源和厂商，共同构建开放共赢的合作平台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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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资源。 

公司采取与基础运营商合作，成立“平台运营商及厂商（总公司）-

分公司/办事处（直销渠道）-渠道合作伙伴（代理商）-最终用户”四层

分销模式在全国开拓业务，业务覆盖全国 22省 221地市，逾 2.3万所学

校，近 1800万实名用户。公司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与基础运营商（中国电

信各省、市分公司）合作业务的分成。 

报告期内，公司商业模式未发生明显变化。 

3.2 报告期内年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1、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116,972,714.82，净资产102,712,566.97元，

资产负债率 12.19%；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80,804,136.39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12.2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002,397.92元。  

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为-26,002,397.92 元，同比下降 567.88%。

主要原因是公司团队规模扩充增加销售费用、研究开发费和管理费用所

致：  

（1）销售费用同比增加 1759.87万元，增长比率为 141.89%。2016年公

司与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新拓展了山东、河北、河南、

辽宁 4 省份，业务覆盖范围规模扩大，导致市场人员增多，人工成本、

差旅费、业务招待费、房租水电费、广告及业务宣传费等费用较上期增

加。 

（2）全年研究开发费 1377.80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7.05%；金额

同比增加 720万元，增长比率 109.46%。公司注重产品的开发与迭代，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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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基础应用及原有增值应用，研发系列增值应用产品，如“云录播”、“教

育云平台”、“校园云卡平台”、“幼儿宝盒子管理软件”、“口语测评学习

软件”、“课改系统平台管理软件”等。 

（3）管理费用（除研究开发费外）同比增加779.38万元，增长比率39.08%。

公司运营规模扩大，人工成本、差旅费、折旧费、摊销费用等费用均较

上期增加所致，其中人工成本同比增加460.49万元，增长比率为44.59%。 

（4）营业成本同比增加 989.94 万元，增长比率 35.18%；公司注重提升

产品价值与粘度，提高用户 ARPU值，公司加大对学校投放硬件设备的力

度(幼儿宝、云录播、电子学生证)，该项目回报周期一般为 1~3 年，因

此前期导致对应摊销成本增加。 

2、经营情况综述 

2016 年，公司积极进行战略布局。第一，扩大市场规模，公司保持

基础业务家校互动稳健增长的基础上，增拓山东、河南、河北、辽宁四

省份的市场区域，业务覆盖全国 22 省 221 地市；第二，扩大团队规模，

公司配备充足销售人员深耕基础业务和拓展新市场，报告期间，公司总

人数最高峰值逾 1000人，报告期末，公司总人数为 816人；第三，公司

转型切入在线教育，积极布局在线教育产业，引入教育资源合作商、购

买优质教育资源，为教育市场提供差异化有竞争力的产品方案。 

3、重大经营事项 

（1）公司与中国电信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拓展“互联网+教育”领域。 

（2）公司收购安易讯科技 100%股权，深耕 K12在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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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司发展战略 

（1）发展战略：纵向深耕家校互动领域，横向扩展在线教育领域。 

未来，公司将在用户需求的深刻理解、10 年来积累的成熟开发设计

经验以及原有家校互动的用户基础上，业务聚焦“校园云平台+幼儿宝平

台+益课堂在线教育平台” 三大核心产品线，纵向深耕家校互动领域，

并以此为基础横向扩展到在线教育领域，打造线上线下、校内校外教育

生态圈。 

（2）行业格局和趋势：在线教育行业快速发展，市场需求旺盛。 

中国教育一直着面临资源分配不均、投入产出失衡、素质教育水平

较低等困境，而在线教育可突破时空限制，结合移动终端实现碎片化学

习，使得教育内容更多样化。“互联网+”正在快速改变教育行业的游戏

规则。作为下一个蓝海市场，未来的十年在线教育是巨大的市场。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提供的《2016-2021年中国在线教育行业市场前

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指出，从 2010开始，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和

用户规模便高速增长，维持在 10%以上的增速。2010 年我国在线教育市

场规模为 491.1亿元，2011年为 575亿元，到 2014年在线教育市场规模

激增至 998亿元，2015年在线教育市场突破千亿元大关，达 1171 亿元。 

预计 2017 年我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可达 1600 亿元， 到 2019 年可

突破 2000亿元大关，达 2140亿元，到 2021年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可达 2830

亿元。 

（3）拟开展新业务：益课堂在线教育平台。 

2017 年，是公司在线教育发展的元年，公司以打造全球最大的 K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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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平台为目标，提出“名校名师设计课程资源、明星教师在线授

课、学生在线学习更有效”的品牌主张，拟推出“课程资源包+小班直播

/录播+多媒体制作+定制化学系”的课程改革教学模式，为学校、老师提

供优质的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高品质的同步课程在线学习。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一） 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本公司本年度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更，具体如下： 

科目 

本期期末（本期） 
上年期末（上年同

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

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

述前 

调整重

述后 

调整重

述前 

调整重

述后 

税金及附加   286,722.86 311,731.50      

管理费用 41,538,201.08 41,513,192.44      

其他流动资产 - 331,117.44     

应交税费 1,567,916.62 1,899,034.06     

（二） 前期差错更正 

本公司本年度无前期差错更正。  

（三） 财务报告范围的变化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2016 年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新增

了 1家，安易讯科技（大连）有限公司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 

（四） 财务报告审计意见 

本年度财务报告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

信会师报字[2017]第 ZC50113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