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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59                            证券简称：全通教育                             公告编号：2019-031 

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情况。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33,003,42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全通教育 股票代码 30035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左桃林  

办公地址 
中山市东区中山四路 88 号尚峰金融商务

中心 5 座 19 层 
 

传真 0760-88328736   

电话 0760-88368596   

电子信箱 qtjy@qtone.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致力于教育信息化及信息服务多年，以基础教育学段家校互动服务起步，业务逐步发展至涵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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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教育、家庭教育及教师继续教育不同领域，并通过子公司以校企合作方式探索拓展学历职业教育领域。

近年来，公司在信息化平台建设及运营、师资及应用素养培训、内容资源建设等维度持续完善产品及服务

体系，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一）公司的主要产品及经营模式 

家校互动升级业务是在基础运营商家校互动业务的基础上针对学校及家庭用户进行功能升级，融合了

动力加·智能校园、全课通、成长帮手等增值业务，为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提供孩子在校的基础信息服务、

在线学科辅导和家庭教育指导。该业务采取与基础运营商合作的经营模式，依托和教育平台海量用户基础，

利用自有渠道或第三方渠道商进行业务推广运营。     

（1）动力加·智能校园     

动力加･智能校园始终秉持为学校搭建智慧校园生态圈的理念，利用物联网技术及通信技术，为幼儿

园及中小学领域学校提供校园安全管理、校园消费、沟通连接、大数据分析等服务。通过基于校园一卡通

及人脸识别技术的软硬件结合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协助教育管理部门及学校建立“人防、技防、物防”三

位一体的校园安全管理模式以及信息化的后勤、教学管理模式。 

（2）全课通 

全课通产品聚焦语、数、英等学科教育，通过对学生的练习轨迹进行分析，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学习

资源。全课通通过与各学科师资合作方式提供教学资源，以同步学习、习题挑战、名师讲堂、作文一对一

批改、学科微课、电子会刊、错题本等功能，为学生打造随时随地、想学就学的教育环境，全面提升学生

学习兴趣。 

（3）成长帮手 

成长帮手致力于为3-18岁孩子的家长提供家庭教育一站式服务，产品整合国内权威教育、心理、健康

等婴幼儿和青少年专家倾心制作，拥有全面的家庭教育课程、公益讲座、在线微访谈等服务。产品宗旨是

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协助孩子建立成长好习惯。成长帮手除了研发了一系列专业的家庭教育课

程外，还通过移动互联、以大咖视频、音频、文字课程、专题活动等形式，为家长讲解家庭教育方法，帮

助父母更深层次的了解孩子心理及生理发展规律，可以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匹配相应的成长内容。此外，

家长也可以在教导孩子的过程中就所遇到问题向专家进行即时咨询，教育专家将为家长提供科学、有效的

适用方法和各种建议，让家长轻松伴随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继续教育业务包括中小学教师的继续教育培训和学历提升技术服务等。公司全资子公司全通继教旗下

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为教育部首批推荐的“国培计划”网络培训平台，采取远程培训或面培形式面

向全国中小学教师及校长等开展学历及非学历培训。该业务主要采取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招标购买培训服务

的模式。 

全通继教在巩固教师继续教育培训的基础上，近年来以校企合作、专业共建的模式探索并开展了学历

职业教育服务业务，研发了多个专业共建的课程体系，建立了招生、课程、教学、实训、就业等五大服务

体系。目前已与山东省内多所本科院校、高职院校达成合作，合作专业涉及新商科等多个门类。 

教育信息化业务致力于打造To B端的智慧教育云服务平台，分别为教育管理部门提供区域级智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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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以及为学校提供智慧校园解决方案。公司升级打造为教育主管部门、学校老师、学生、家长提供

涵盖“教、学、考、练、评、管、联”的完整产品体系，目前核心产品已涵盖整个教育信息化应用领域，

为教育管理部门及学校提供一站式智慧校园解决方案：包括智慧安全平台、教学管理平台、教育管理平台、

教育资源平台、家校互动平台、教育办公平台、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平台、云阅卷评测产品、课程管理中心

产品等。该业务采取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招标购买软硬件或采购软件服务的经营模式。 

各业务具体发展情况和报告期业绩驱动因素详见“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一、概述”及

“二、主营业务分析”。 

（二）行业环境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2018年教育行业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进教育改革向规范、纵深发展。 

2018年4月，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以鼓励、引导、推进教育信息化发展，提出2022

年基本实现“三全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要求教育信息化从融合应用向创新发展演进，构建一体化“互

联网+教育”大平台，着力打造教育信息化生态。2019年2月颁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在财

政经费上给予保障，要求健全保证财政教育投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确保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

出逐年只增不减，确保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

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不低于4%。 

同时，在基础教育领域，2018年以来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行业规范政策及相关整治措施，加强基础教

育阶段的监管要求，尤其是对于学前教育、校外培训、竞赛活动、有害APP入校等领域予以重点规范管理。 

在职业教育领域，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发展现代化职业教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2018年2月，六部联合制定了《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对深度参与校企合作，行为规范、

成效显著、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和相应政策支持。2019年2月，国务院发

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强调要把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鼓励和支持企业支持职业教

育发展，着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提供优质人

才资源支撑。 

公司在教育信息化领域深耕多年，家校互动升级业务采取与基础运营商深入合作的模式，依托和教育

平台海量用户基础，利用自有渠道或第三方渠道商进行业务推广运营，积累了较强的渠道领先优势，同时

公司在多个省为中国移动提供和教育平台开发运维服务，具备较为完善的平台开发运维能力。在教师培训

领域，公司全资子公司全通继教旗下网站“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是教育部“国培计划”第一批网

络培训资质机构的第一家网站。从创办时长、市场规模、课程资源、专家团队等多方面来看，全通继教在

K12教师远程培训细分行业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此外，公司在巩固教师培训的基础上，积极拓展职业教育

领域校企共建业务机会，目前取得一定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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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839,676,332.21 1,031,113,574.37 -18.57% 977,161,10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7,139,722.84 66,291,587.80 -1,091.29% 102,943,67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6,004,571.50 26,173,406.54 -2,644.58% 84,908,612.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9,066,922.93 53,994,477.35 287.20% -41,968,049.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4 0.10 -1,140.00% 0.1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4 0.10 -1,140.00% 0.1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87% 3.25% -41.12% 5.2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155,070,812.17 2,861,355,337.78 -24.68% 2,570,563,15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49,923,234.89 2,069,232,491.57 -34.76% 2,015,881,619.6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67,191,103.54 130,210,593.82 165,558,818.50 376,715,81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82,382.57 -5,604,542.45 5,673,278.13 -663,090,84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99,522.63 -7,008,773.11 -5,962,687.49 -659,132,633.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579,151.84 36,622,508.02 -1,668,151.69 222,691,718.4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3,40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52,30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炽昌 境内自然人 24.07% 152,344,903 149,801,645 质押 151,031,358 

全鼎资本管理 境内非国有 9.09% 57,561,487 0 质押 57,56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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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法人 

中山教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8% 32,800,000 0   

林小雅 境内自然人 2.58% 16,362,225 12,547,500 质押 13,400,000 

北京顺业恒通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7% 12,448,947 0   

朱敏 境内自然人 1.80% 11,392,723 0 质押 11,392,100 

孝昌恒瑞天华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8% 10,626,993 0   

中山峰汇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7% 6,765,413 0 质押 6,765,413 

张雪涛 境内自然人 1.03% 6,501,207 0   

民生证券－兴

业银行－民生

稳赢 3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4% 5,953,95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全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结构为陈炽昌持股 90%，林小雅持股 10%；中

山峰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结构为陈炽昌持股 90%，林小雅持股 10%。陈炽昌、林小雅

是配偶关系，2 人构成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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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既定的战略规划和年度经营计划，继续推进管理改革及业务优化，扎实推进信息

化平台建设及运营、渠道服务深化及应用产品创新相关工作。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3,967.63万元，

较去年同比减少，其中家校互动升级业务收入基本稳定；教师继续教育业务收入受行业政策影响减少

12.14%，收入及成本费用出现结构性变化，该业务利润率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公司通过主动减少部分低

效竞争的项目类业务，教育信息化项目建设及运营类收入同比下降36.04%。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 -65,713,97万元，经营出现亏损的主要原因是：本期以商誉减值为主的资产减值损失大幅增加，其中

主要是全通继教发生商誉减值6.09亿元。此外，受整体宏观环境及部分客户自身因素的影响，公司个别教

育信息化项目应收账款回款未达预期，根据公司会计估计政策导致计提的坏账准备大幅增加。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家校互动升级业

务 
287,619,964.91 96,831,124.53 33.67% -0.73% 37.24% 9.32% 

教育信息化项目

建设及运营 
226,002,906.75 44,123,589.37 19.52% -36.04% 8.36% 8.00% 

继续教育业务 319,934,060.91 119,859,254.23 37.46% -12.14% -39.75% -17.1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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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较前一报告期下降1091.29%，主要是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66,742.42万元，同比增长1356.66%。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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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自2018年财务报表按照新的格式进行编制，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公司根据上述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

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并对比较期间数据进行重述调整，具体影响如下： 

——变更的内容及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原“工程物资”和“在建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项目。 

———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原“专项应付款”和“长期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长期应付款”项目。 

———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比较期间重述的重要合并报表影响金额： 

变更前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单位：元） 变更后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17.12.31/2017年度 项目 2017.12.31/2017年度 

应收票据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21,370,76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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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521,370,768.62 

应收利息 433,608.33 其他应收款 33,291,797.04 

应收股利 - 

其他应收款 32,858,188.71 

固定资产 46,894,083.55 固定资产 46,894,083.55 

固定资产清理 - 

在建工程 872,810.12 在建工程 872,810.12 

工程物资 - 

应付票据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2,773,780.17 

应付账款 92,773,780.17 

应付利息 231,938.20 其他应付款 72,581,446.95 

应付股利 9,098,200.30 

其他应付款 63,251,308.45 

管理费用 125,319,366.36 管理费用 108,024,436.11 

研发费用 17,294,930.25 

财务费用 13,653,407.16 财务费用 13,653,407.16 

其中：利息费用 12,923,544.68 

其中：利息收入 4,138,425.86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时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得 股权取 购买日 购买日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日至期末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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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比例% 得方式 的确定

依据 

购买方的收入 购买方的净利润 

浙江全通智慧

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2018/4/20 4,000,000.00 40% 购入 2018/4/20 工商变

更完成

日 

754,673.37 -113,808.89 

——2018年3月，子公司北京继教网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自然人许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北京继

教网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受让认缴权的方式取得浙江全通智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40%股权，持股比例

由40.00%上升至80.00%。2018年4月，浙江全通智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办理完成上述工商变更，取得其实

际控制权。 

 

2、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报告期内新设立的子公司 

序号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直接 间接 

1 全通智爱教育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新设 80.00% - 5,000,000.00 

2 广州全通优教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80.00% - 5,000,000.00 

3 郴州全通彩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 100.00% 5,000,000.00 

—全通智爱教育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系由本公司及自然人谭春怀于2018年6月共同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6J9K5X。公司的经营范围：信息科技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教学软件的技术开发、电子产品的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机械设备、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从事广告业务;教育咨询;投资咨询;数据库处理;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

服务。(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教育培训;计算机技术培训;出版物的批发与零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中心业务和信息服务业务

(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 

—广州全通优教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系由本公司及自然人梅凡于2018年6月共同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Y90Y30。公司的经营范围：信息电子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教育咨询服务;教育评估;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商务咨询

服务;策划创意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大型活动组织策划服务(大型活动指晚会、运动

会、庆典、艺术和模特大赛、艺术节、电影节及公益演出、展览等,需专项审批的活动应在取得审批后方

可经营);多媒体设计服务;广告业;招、投标咨询服务;美术图案设计服务;文化艺术咨询服务;文化推广(不含

许可经营项目);文化传播(不含许可经营项目);移动电信业务代理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投资咨询服务;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批发;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零售;音像制品制作;人才培训。 

—郴州全通彩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系由子公司广东全通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出资设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023MA4PCWJM0U。公司的经营范围：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和

存储、信息系统集成和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广告制作、发布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商业用房出租服务;计

算机硬件研发和销售;安防系统设计安装维护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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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报告期内注销的子公司： 

序号 公司名称 注销完成日 

1 黑龙江全通教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8月 

2 西安皆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9月 

3 广州全通华洋教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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