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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高科 60073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怡然 罗曼莉 

电话 010-82524234 010-82524234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98号8层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98号8层 

电子信箱 hi-tech@china-hi-tech.com hi-tech@china-hi-tech.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2,324,793,134.21 3,136,656,790.73 -2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65,624,743.92 1,983,521,838.17 -0.90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66,153.85 -1,194,014.93   

营业收入 58,409,559.71 50,230,159.50 1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4,257.16 -5,651,01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675,270.31 -40,173,96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1 -0.28 增加0.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 -0.0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 -0.01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3,10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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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03 117,482,984 0 无  

复旦大学 国有法人 3.09 18,144,000 0 无  

谢扬初 境内自然人 2.09 12,280,000 0 无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有法人 1.19 6,963,264 0 无  

高文仁 境内自然人 1.01 5,936,902 0 无  

高远雄 境内自然人 0.83 4,866,000 0 无  

人大世纪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59 3,481,632 0 无  

朱军 境内自然人 0.55 3,215,000 0 无  

朱武广 境内自然人 0.52 3,046,700 0 无  

兰涛 境内自然人 0.50 2,950,13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

东，与前十名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前

十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无 



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12.70 34.93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70 1.19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公司专注于职业教育领域的经营发展，按照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稳步拓展

教育板块新业务，同时强化和提升传统物业租赁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840.96

万元，同比增加 16.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43 万元，相比于上年同期-565.10 万

元增长明显。本期主营业务中教育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4,172.08 万元，同比增长 26.68%，占公司

总营业收入的 71.43%。 

1、教育业务经营情况 

公司目前以职业教育为主要经营内容，通过整合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输出优质教育内容和

服务，提升教育资产价值。2019 年上半年，公司教育业务都在有序推进中。 

公司将“产教融合、联合高校共建新工科产业学院”作为主要方向之一，基于工程教育认证

标准实施新兴 IT 领域专业资源建设，系统规划专业体系、构建教学资源，打造端到端的 OBE人才

培养闭环模型。通过建立多层次、多领域的校企联盟，实现合作共赢。围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两

个产业方向，从三个方面深化育人机制。一是挖掘高校股东资源以及加强与知名互联网企业合作，



深度融合行业资源协同育人；二是注重产业需求导向，注重跨界交叉融合，贴近产业组建战略性

新兴产业专业群，加快培养新兴领域紧缺人才；三是校企联合制定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共同建

设课程与开发教程、共建实训实习基地、实现全方位技术创新性实训、合作培养培训师资、共同

开展科研工作。 

在线职业教育是公司职业教育业务的另一主要方向。继 2018 年完成了英腾教育 51%股份收购

之后，公司积极通过投后管理和上市公司资源赋能，助力其持续成长和经营提升。英腾教育专注

于医学教育领域，在所从事的执业资格、职称晋升、技能培训等方面，主要以 C端线上业务为主，

辅以 C 端线下培训业务和创新项目的开拓，实现了整体 C 端业务稳步增长。B 端业务在今年上半

年开始初步拓展，目前初步落地但成效较小。英腾教育 2019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3,610.04 万

元，同比增长 14.88%；净利润 1,755.94 万元，同比增长 21.05%。在板块分布中，英腾教育以 C

端职称晋升类培训为主，但受市场总量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发展瓶颈。基于英腾教育未来长期稳健

发展考虑，为了提升其业务的可持续性增长能力，公司也在持续赋能和助力其业务提升。一方面

除职称晋升类培训外，加强具有更高市场量能的准入资格类培训产品研发和拓展，着力实现相关

细分领域纵深发展；另一方面加强面对医院、医学院等在内的 B 端业务的开发推广，以及拓展跨

学科领域教育业务的延伸式发展。此外，公司还基于英腾教育在在线教育领域的技术积累和业务

渠道，以教师考培业务为切入点，扩展在线职业教育市场。公司将继续拓展多学科的在线教育业

务，通过线上及线下平台提供终身教育服务。 

公司同时积极推进外延式并购，包括但不限于医学、泛 IT学科和在线教育等领域的职业教育

从业机构，以提升既有业务的市场竞争力，丰富职业教育的业务布局。 

2、传统不动产运营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传统的不动产运营业务平稳开展。子公司深圳市高科实业有限公司经营的高

科南山大厦出租率稳定且良好，本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408.3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994.44 万元。同时，公司计划申请将高科南山大厦纳入深圳城市更新计划，目前该事项正在积极

推进之中。母公司经营的上海方正大厦及招商局广场商品房出租面积为 3,984.26 平方米，本报告

期实现租赁业务收入 256.05 万元。 

公司始终以合规经营、规范运作为发展基础，不断加强和健全内部控制机制、提高内控管理

水平、强化公司治理。同时积极推动新业务发展、平稳经营传统业务，积极寻找并培育新的利润

增长点。 

（一）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主营业务  58,159,889.59  50,230,159.50  9,010,298.82      5,654,998.46  

 其他业务  249,670.12             

  合计  58,409,559.71  50,230,159.50  9,010,298.82      5,654,998.46  

（二）公司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如下： 

单位：元 

主营业务

分行业情

况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

入比上

期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期增减

（%） 

毛利率

比上期

增减（%） 

贸易       854,700.85 669,567.29 21.66       

物业租赁 16,439,039.61 2,460,409.51 85.03 16,440,778.13 3,156,609.39 80.80 -0.01 -22.06 4.23 

商品房销

售   
  

 
266,018.18   

   

教育收入 41,720,849.98 6,549,889.31 84.30 32,934,680.52 1,562,803.60 95.25 26.68 319.11 -10.95 

合计 58,159,889.59 9,010,298.82 84.51 50,230,159.50 5,654,998.46 88.74 15.79 59.33 -4.23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具体参见《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 五、44、重要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