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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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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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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4.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

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王菲 

 

电话：010-56248912 

 

电子邮箱：zhuojiaoguoji@sina.com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47 号院友谊写字楼 12楼 107、108 
 

 

 

 

二、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42,430,669.78 22,994,138.84 84.53% 

毛利率 34.95% 29.29% 5.6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00,438.22 3,588,997.76 25.4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4,500,438.22 3,588,997.76 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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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9% 191.87% -73.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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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0% 191.87% -73.32% 

基本每股收益 0.15 28.90 -99.48% 

 
 
 

2.2 股本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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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 0 -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0 - - 0 - 

董事、监事、高管 0 - - 0 - 

核心员工 0 - - 0 - 

有限售条

件股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000000 100 - 3000000 1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1500000 50 - 1500000 50 

董事、监事、高管 300000 10 - 300000 10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3,000,000 100- - 3，000,000 100- 

普通股股东人数 5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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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涛 1500000  1500000 50% 1500000  

2 陈超 150000  150000 5% 150000  

3 黄剑锋 150000  150000 5% 150000  

4 

北京奇益儿

童剧团有限

公司 

600000  600000 20% 600000  

5 

北京卓教信

息咨询中心

（有限合

伙） 

600000  600000 20% 600000  

合计 3000000  3000000 100% 3000000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江涛目前直接持有公司 150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50.00％，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为江涛。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商业模式 

公司主营业务为国际游学服务，兼有“游”、“学”双重特征，背靠教育和旅游两个万亿级别的市场。目前该

行业主要有研学旅行、校外素质教育、教育旅游、亲子体验、社会实践、营地教育等形式。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属于教育行业

（P82）；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分类，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其他未列明教育

（P82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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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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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规

模化运营的业务主要是学生国际交流的游学业务，公务考察、教师培训和大型国际活动承办业务已具备



了良好的业务基础，并逐步开始进行运作和推广。 
 

公司作为国际文化交流运营商，以提升客户的出境体验为己任，创新性提出“国际夏令营八维品质评价体

系”。该体系是公司多年在国际文化交流领域深耕细作的精华，是公司经营团队和全体员工多年实践探索

的辛勤成果，该体系作为公司服务标准，也作为行业服务评价标杆，为评价行业服务水平起到指导作

用。 
 

“国际夏令营八维品质评价体系”是从交流深度、学习或展示交流平台级别、教材质量、证书含金量、领

队素养、吃住行标准、安全级别、签证通过率八个方面对夏令营品质进行规范。 
 

公司业务全部采取直销的方式。公司业务团队通过向学校客户进行推介、组织推介活动等方式进行游学

项目销售。公司采取各渠道广告、青少年活动赞助、亲子活动、老客户推荐等方式进行招生。也会参与

政府文化、教育部门的国际交流政府采购招标，来争取项目。 
 

立足 2017 年，公司对全国市场布局进行了规划，已逐步把业务拓展到天津、广州、杭州、郑州、南昌、

银川等城市，从而使得公司的业务覆盖区域更广泛，客户群体更加多元，使公司经营更加稳定，增强抗

风险能力。 

 

 

 

（二）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2016 年度主要经营指标完成情况：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4243.0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4.53%；毛利率占比为 34.95%，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5.66 个百分点；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0.0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25.40%；基本每股收益 0.15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99.48%；公司总资产为

1822.41 万元，同比增长 14.21%；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04.13 万元，同比增长 68.80%；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68 元，同比增长 68.80%； 

公司在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毛利率、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变动的原因是： 

1、营业收入：公司在报告期内组团参加国际大型文化、艺术节庆活动的项目实现了较大增长。英国

爱丁堡艺术节、美国迪士尼梦想成真艺术节的参团数量实现持续增长，较之往年仅依靠直销的模式有所

新的拓展。业绩新增长点方面：2016 年在俄罗斯索契举行了世界合唱大赛，公司组织多个国内团组赴俄

罗斯参赛。此外，公司还首次组织了赴坦桑尼亚塞伦盖蒂草原研习动物迁徙的交流亲子团，开辟了赴印

度尼西亚的高级别文化教育交流团，并首次组织了非寒暑假的国庆期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文化教育交

流团以及组织在北京的相关夏令营。这一系列的产品及服务创新，均推动了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的增

长，并且这些新的海外资源已经得到了积极的固化，将延续并在未来创造更多的组团出访机会。 

2、毛利率占比增长：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获得较大增长，关键国际文化教育交流资源取得

拓展。营业成本并未大幅增加，因此毛利率占比实现了 5.66 个百分点的增长。 

3、净利润增长：报告期内，新产品效能持续释放，包括但不限于新的国际大型赛事或节庆活动、新

的国际教育文化交流资源和访问目的地对于收入的贡献。营业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营业成本增长速度。

同时得益于通过招标等方式理顺供应商关系及上下游配合，有效的的控制了成本的增长。 

4、基本每股收益增长：报告期内，公司股本数量较之上年（2015 年）并未增加，即维持原有 300

万股的数量未变。而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0.0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25.40%。报告期内公

司并未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因此基本每股收益有所增长。 

 

 

 

（三）竞争优势分析 



（1）广泛的国际资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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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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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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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国际教育资源 

公司拥有丰富的国际游学资源，为公司设计、定制国际游学项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司与美国双语教育

协会（NABE）于 2014 年结成战略合作关系，双方的合作包括：协调两国有条件的中小学建立并发展姊妹

友好校关系，互相交流各自学校的教学管理、外语教学等方面的经验。以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课程体系为

切入点，促进中美教育领域与社会力量教育资源的对接。促进中美教育工作者的交流并组织两国外语教师

培训、和教材研发领域的研讨及合作。 

公司与英国文化教育协会（British Council）和英国英语协会（English UK）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在英

语、考试、艺术、教师培训和青少年国际游学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卓教国际还与美国、英国、澳大

利亚等多个著名的私立名校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有丰富的中外教育交流活动组织经验。 

公司与英国伦敦华埠商会保持着紧密的合作，连续三年组织北京市中小学艺术团，与国家级演员在伦敦特

拉法加广场同台演出，庆祝中国农历新年。公司和爱丁堡国际艺穗节、爱丁堡军乐节组委会也保持着良好

的合作，连续 4 年组织北京市多个中小学金帆艺术团登上爱丁堡的舞台。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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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业务团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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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课程开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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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报告期内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2. 报告期内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事项。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4. 年度财务报告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北京卓教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