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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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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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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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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立教育 600661 新南洋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夏 杨晓玲 

电话 021-62811383 021-62818544 

办公地址 上海市淮海西路55号申通信息

广场11楼 

上海市淮海西路55号申通信息

广场11楼 

电子信箱 yangxia1@onlyedu.com yangxiaoling@onlyedu.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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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8,574,438.98 2,498,891,157.17 1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59,662,983.66 561,279,161.66 -0.2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901,652,889.66 785,435,448.00 1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9,066,131.23 -80,161,563.29 31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048,830.59 -132,355,260.26 116.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544,694.47 -195,946,477.45 176.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71 -14.28 增加44.9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373 -0.2938 316.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373 -0.2938 316.92 

说明： 

1、营业收入同比上升14.8%原因：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校区业务无法

开展，导致营业收入大幅下降。而本期，随着国内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除部分位于疫情发生

区的校区外，各项业务恢复正常开展。 

2、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升310.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同比上升116.66%原因：系本期新冠疫情对公司的影响减小，公司教学业务盈利能力逐步

恢复及公司推进闲置资产处置等工作所致。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上升176.83%原因：本期业务基本正常开展，盈利能力

逐步恢复，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期增加2.5亿元；因执行新租赁准则，支付的房屋

租金列报从支付经营活动变为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金额为1.4亿元，该列报变化导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1.4亿元。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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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记或冻

结的股

份数量 

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注 1） 

国有法人 10.13 29,040,000 0 无 0 

上海长甲投资有限公司（注 2） 境内非国有法人 8.38 24,019,215 0 无 0 

中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注 3） 境内非国有法人 8.37 23,988,074 0 无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长甲宏泰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注 2） 

其他 7.05 20,213,785 0 无 0 

上海交大企业管理中心（注 1） 国有法人 6.45 18,487,730 0 无 0 

上海中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注 3）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0 14,029,716 0 无 0 

上海东方基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注

3）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8 11,411,971 0 无 0 



上海起然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9 8,866,254 0 无 0 

上海恒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 3）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4 7,567,997 0 无 0 

上海赛领讯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92 5,494,461 0 无 0 

上海赛领并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1.92 5,494,461 0 无 0 

上海诚鼎新扬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1.92 5,494,461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中：①2021

年 6月 28日，上海交大将其持有的交大

产业集团 90%股权和交大企管中心 100%

股权无偿划转至上海市国资委，并指定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落实后续管

理事宜。因交大产业集团、交大企管中

心由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统一托

管，交大产业集团及交大企管中心仍存

在一致行动关系；②公司股东上海长甲

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长甲

宏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

人；③公司股东中金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中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东方基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恒石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说明： 

*注 1： 

① 2021年 6月 28日，上海交大将其持有的交大产业集团 90%股权和交大企管中心 100%股权

无偿划转至上海市国资委，交大产业集团、交大企管中心的控股股东由上海交通大学变更为上海

市国资委。 

② 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交大产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交大企管中心合计持有公司

47,527,7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59%。 

*注 2： 

① 截至 2021年 6 月 30日，长甲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9,272,004 股，占

公司总股本 17.19%。 

② 2021年 7月 26日，长甲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发布增持股份计划，计划在未来 6个月内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股份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0.5%，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 5%。 

*注 3： 

① 截至 2021年 6 月 30日，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6,437,019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23.19%。 

② 2021年 7月 26日，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发布增持股份计划，计划在未来 6个月内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股份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0.6%，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 6%。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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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教育行业影响深重。2021 年上半年，国内新冠疫情得到有效

控制，公司教育培训业务逐步恢复。随着针对教育培训行业的政策和监管措施不断出台，公司一

方面积极“恢复生产”，尽力弥补疫情造成的损失，一方面主动响应规范办学的要求，严格落实政

府部门相关要求，加快产品转型，持续整合优化现有校区，不断提升教育质量和服务水平，推动

公司规范化经营。2021 年上半年，除部分位于疫情发生区的校区业务开展受到影响外，公司各项

业务均正常开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02 亿元，同比增长 14.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9 亿元，同比增长 310.91%。 

（一）推进关键战略举措，助力业务提升 

2021 年上半年，公司全力推动产品力提升、学科运营、校区一体化管理等重点工作。公司通

过推动产品研发、教师队伍能力提升，助力教学服务品质改善；公司持续推进新营销转型，推动

营销中台建设及销售效能提升工作，通过学科运营切实提升营销效率；公司建立校区一体化管理

制度及设立校区一体化工作组，统筹、协调和管理校区一体化工作，并根据业务节奏强化过程管

理，推动校区精细化、精益化运营，实现公司整体业务健康度的提升。 

（二）持续推进科技赋能，提升组织能力 

2021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推进科技赋能，完善业财标准化、“BOSS”等信息系统建设，积极推

进 CRM 系统建设并与“BOSS”、在线网校等系统对接，通过产品技术研发、线上平台搭建、在线业

务推进、信息系统建设升级等工作助力公司业务发展。 

同时，公司结合战略规划实施进展及实际业务情况对原事业部/群等部分组织架构进行适度调

整，深化事业部协同；围绕公司战略要求和业务规划，继续完成人才盘点及人力资源优化工作，

打造符合公司后续战略发展的阶梯式人才队伍；巩固教师招聘培养体系建设，持续通过选拔培养

内部导师，教师线下集中培训等措施，进一步打造优秀师资队伍；进一步优化员工绩效考评方案，

持续优化并改进绩效管理。 

（三）处置低效闲置资产，提升运营管理效率 

2021 年上半年，公司开展相关低效闲置资产、股权的处置工作，提升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率，

降低了公司的运营风险，也为公司应对政策变化、及时转型打下了基础。 
 

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双减意见》进一步提出了校外培训机

构的各项规范要求，对公司未来经营构成重大考验。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教育培训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8.50 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 94.25%，

涉及学科类培训的业务收入约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80.68%。 

公司深刻认识国家“双减”政策的重大意义，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及时调整公司战

略举措，从加强规范经营、产品和服务转型入手，积极优化相关业务，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在合规

的前提下开展教学及服务，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目前，公司已依托幼少儿领域传统产品优势，着力优化幼少儿领域素质教育产品体系，突出

素质教育特色，加大力度提升素质教育业务规模。公司已将幼儿素质教育业务整体升级为“凯顿

儿童成长中心”，主要针对幼少儿核心素养与能力发展需要，以科学、艺术、语言三大领域为核心，

同时关注幼少儿的社会行为发展和身心健康两大领域，推出多元化的素质发展系列产品。 



公司积极探索与学校的合作模式，寻求学校课后服务合作路径，开展基础教育托管合作，力

争凭借优秀产品品质、专业师资、专业服务、科技赋能及快速迭代等优势，为学校教育服务提供

有益补充，助力建立起良好的教育生态圈。 

公司相应国家号召，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将职业教育提升为公司重点战略业务。公司凭借在

职业教育领域的多年积累，已在中高职院校贯通学历培养，智能制造、计算机、艺术设计、医学

护理等特色专业群共建，双元制工学合一学历提升教育服务，资格技能招录培训等方面打下基础，

未来将进一步加快发展，为社会提供各类合格职业技能人才，并满足国民终身教育的需求。 

公司在国际与基础教育领域亦有多年的探索，通过品牌和科技特色、国际视野的优质课程以

及优秀的学校管理、教学管理人才的输出，已与全国近 10 所 K12 全日制学校达成深度合作协议，

业务拓展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公司将继续坚守教育初心，深入落实“双减”政策要求，调整业务及产品线，整合校区打造

综合校，优化组织架构，强化运营管理。同时，公司将进一步强化企业规范化运营，顺应行业不

断规范的大趋势，更好地满足社会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推动公司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第四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双减”政策对公司从事学科类培训业务的校区的运营模型、营业收入、现金流等产生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