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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清睿教育 指 苏州清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东方卓永 指 北京东方卓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软银 指 苏州软银华欣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昶睿 指 上海昶睿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报告期 指 2018年 1月 1日-2018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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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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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异议事项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

完整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否 

是否存在豁免披露事项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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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苏州清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Suzhou Qingrui Education Technology Co.,Ltd. 

挂牌时间 2015年 12月 16日 

证券简称 清睿教育 

证券代码 834987 

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转让 

法定代表人 朱奇峰 

董事会秘书 陈晓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056647102C 

注册资本 30,912,375 元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328号创意产业园 16-A301单元 

联系电话 0512-86865173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328号创意产业园 16-A301单元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44,841,869.04 154,604,757.53 -6.3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1,945,350.92 122,171,055.83 -0.1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4.72% 20.09%  

资产负债率%（合并） 15.81% 20.9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8,747,023.69 6,356,832.29 37.6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704.91 -1,902,350.7 88.1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88,863.51 -2,350,472.98 -1.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45,672.08 -463,032.61 -2,911.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6 8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6 8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8%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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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17,10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829,794.4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264.12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2,163,158.60 

所得税影响数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2,163,158.60 

（三）截至报告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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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66,727 48.74 1,275,000 16,341,727 52.8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573,325 11.56 0 3,573,325 11.56 

董事、监事、高管 3,950,882 12.78 0 3,950,882 12.78 

核心员工      

有限售条

件股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5,845,648 51.26 -1,275,000 14,570,648 47.1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3,437,975 43.47 0 13,437,975 43.47 

董事、监事、高管 14,570,648 47.14 0 14,570,648 47.14 

核心员工      

总股本 30,912,375 — 0 30,912,375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6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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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奇峰 17,011,300 0 17,011,300 55.03 13,437,975 3,573,325 

2 东方卓永 2,119,230 0 2,119,230 6.86 0 2,119,230 

3 苏州软银 1,890,000 0 1,890,000 6.11 0 1,890,000 

4 上海昶睿 1,682,000 0 1,682,000 5.44 0 1,682,000 

5 钟滨 1,276,230 0 1,276,230 4.13 957,173 319,057 

6 厉兰珍 1,275,000 0 1,275,000 4.12 0 1,275,000 

7 张富荣 1,236,000 0 1,236,000 4.00 0 1,236,000 

8 石天运 600,000 0 600,000 1.94 0 600,000 

9 陈镔 591,000 0 591,000 1.91 0 591,000 

10 完永东 468,000 0 468,000 1.51 0 468,000 

合计 28,148,760 0 28,148,760 91.05% 14,395,148 13,75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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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朱奇峰为上海昶睿合伙人之一，除此之外，前十名股东之间无相互关系。 

（四）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的基本情况 

☐适用不适用 

（五）截至报告期末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适用不适用 

 

债券违约情况：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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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一）重要事项的合规情况 

适用☐不适用 

事项 
是否存在重要

事项 

是否经过内

部审议程序 

是否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临时公告查

询索引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否    

对外担保事项 否    

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

资产的情况 

否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的收购、出售资产、

对外投资事项或者本季度发生的企业

合并事项 

是 是 是 2017-011 

股权激励事项 否    

承诺事项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

质押的情况 

否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失信情况 否    

 

1.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关于减少及避免关联交易的承诺》，承

诺将减少并规范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报告期内，上述人员严格履行承诺，

未有任何违背承诺事项。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并在承诺后严格履行上述承诺。报

告期内，未有任何违背承诺事项。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适用☐不适用 

教育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教育本身就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有力手段，能大大缓解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

虽然各地学校建设和师资水平各异，但清睿教育为中国每个学校带来同样一流的虚拟校园和人工智能师

资，在边远地区尤为重要。公司计划启动“双师扶贫”项目，人工智能老师辅助真人老师，去到边远地

区，缓解教育资源不平衡的问题，促进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公司诚信经营，按时纳税，积极吸纳就业和保障员工合法权益，全力做到对社会负责、对公司股东

和每一位员工负责。在公司发展中，社会责任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公司一直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支

持中国教育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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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情况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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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录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二）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4,177,440.05 37,293,317.65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5,493,890.82 4,460,225.00 

预付款项 3,126,524.42 1,365,718.19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699,832.70 1,084,115.11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10,000,000.00 110,003,831.37 

流动资产合计 144,497,687.99 154,207,207.32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81,568.44 316,504.61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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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66.86 166.85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48,892.00 67,225.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653.75 13,653.75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44,181.05 397,550.21 

资产总计 144,841,869.04 154,604,757.5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10,770.18 27,148.04 

预收款项 1,878,856.07 1,633,533.85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164,743.94 1,864,043.17 

应交税费 968,257.38 6,832,067.04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7,573,529.74 20,576,548.79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0,796,157.31 30,933,340.8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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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2,100,360.81 1,500,360.81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100,360.81 1,500,360.81 

负债合计 22,896,518.12 32,433,701.7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30,912,375.00 30,912,375.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36,495,718.02 36,495,718.02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5,906,793.81 5,906,793.82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8,630,464.09 48,856,168.9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21,945,350.92 122,171,055.83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1,945,350.92 122,171,055.8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44,841,869.04 154,604,757.53 

 法定代表人：朱奇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晓华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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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2,450,389.26 36,417,236.3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5,482,548.63 4,643,748.63 

预付款项 3,086,583.24 1,258,054.07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0,165,263.15 7,783,444.29 

存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10,000,000.00 110,003,831.37 

流动资产合计 151,184,784.28 160,106,314.72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69,318.74 304,254.91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66.86 166.85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48,892.00 67,225.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653.75 13,653.75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31,931.35 385,300.51 

资产总计 151,516,715.63 160,491,615.2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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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1,878,856.07 1,632,316.08 

应付职工薪酬 20,913.94 1,864,043.17 

应交税费 754,931.30 6,750,562.83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7,553,750.84 20,501,486.81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0,208,452.15 30,748,408.8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2,100,360.81 1,500,360.81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100,360.81 1,500,360.81 

负债合计 22,308,812.96 32,248,769.70 

所有者权益：   

股本 30,912,375.00 30,912,375.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38,262,532.38 38,262,532.38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5,906,793.81 5,906,793.82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54,126,201.48 53,161,144.3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9,207,902.67 128,242,845.5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151,516,715.63 160,491,6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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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8,747,023.69 6,356,832.29 

其中：营业收入 8,747,023.69 6,356,832.29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2,717,436.22 9,814,070.63 

其中：营业成本 1,311,680.56 725,843.20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161,364.23 114,883.86 

销售费用 6,711,780.57 4,303,036.19 

管理费用 4,564,297.06 4,732,832.51 

财务费用 -31,686.20 -62,525.13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829,794.48 412,136.97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2,898,649.02 1,106,765.36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41,969.03 -1,938,336.01 

加：营业外收入 16,264.14 35,985.31 

减：营业外支出 0.02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25,704.91 -1,902,350.70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25,704.91 -1,902,350.70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 -225,704.91 -1,902,350.70 

2.终止经营净利润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少数股东损益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5,704.91 -1,902,350.70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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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225,704.91 -1,902,350.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225,704.91 -1,902,350.70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1 -0.06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1 -0.06 

 法定代表人：朱奇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晓华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晓华 

 

4. 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8,740,142.85 6,181,989.56 

减：营业成本 1,311,680.56 725,843.20 

税金及附加 161,339.44 114,402.45 

销售费用 6,499,095.40 4,248,560.69 

管理费用 3,578,268.90 3,698,187.47 

财务费用 -33,289.97 -64,405.93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829,794.48 412,136.97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2,898,649.02 1,106,765.36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951,492.02 -1,021,695.99 

加：营业外收入 13,565.12 35,865.31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965,057.14 -985,830.68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965,057.14 -985,830.68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965,057.14 -985,83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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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

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965,057.14 -985,830.68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3 -0.03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3 -0.03 

 

5.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4,731,104.11 7,414,002.43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1,581,549.02 1,142,630.6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801,189.54 14,094,063.1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3,113,842.67 22,650,696.2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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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654,906.69 3,804,930.17 

支付的各项税费 7,508,811.22 4,276,736.8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895,796.84 15,032,061.8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7,059,514.75 23,113,728.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45,672.08 -463,032.6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829,794.48 412,136.97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5,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29,794.48 95,412,136.9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25,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5,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9,794.48 -29,587,863.0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115,877.60 -30,050,895.6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7,293,317.65 70,791,446.4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4,177,440.05 40,740,550.82 

法定代表人：朱奇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晓华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晓华 

 

6.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4,724,016.85 7,232,8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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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税费返还 1,581,549.02 1,142,630.6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341,424.19 12,740,995.0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2,646,990.06 21,116,485.2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600,106.69 3,737,530.17 

支付的各项税费 7,482,773.96 4,156,814.6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5,360,750.99 13,285,359.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7,443,631.64 21,179,704.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96,641.58 -63,219.5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829,794.48 412,136.97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5,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29,794.48 95,412,136.9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25,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5,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9,794.48 -29,587,863.0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966,847.10 -29,651,082.5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6,417,236.36 69,796,911.3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2,450,389.26 40,145,828.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