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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深圳市方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901 号”文核准，深圳市方

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直科技”或“发行人”）不超过 1,100 万股

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工作已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根据初步询价

结果，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1,100 万股，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

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认为发行

人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

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简介 

发行人前身为深圳市方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直有限”），于 1993

年 2 月由黄元忠、陈克让、张竑天共同出资设立，成立时注册资本人民币 30 万

元；从成立至 1997 年期间，主要从事计算机电子排版系统软件的开发和销售，

自 1998 年开始，公司主营业务转为中小学同步教育软件的研发、设计、销售及

持续服务。2009 年 6 月，方直有限整体变更成立为深圳市方直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经方直有限全体股东一致同意，2009 年 6 月 24 日方直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

有限公司。方直有限以截至 2009 年 5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34,786,717.53

元中的 33,000,000 元按 1:1 的比例折股为 3,300 万股，其余的 1,786,717.53 元计

入资本公积。各股东以其所持方直有限股权比例对应的净资产作为出资，认购相

应比例的股份，以整体变更方式设立方直科技。公司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并

取得注册号为“440301103180183”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中小学同步教育产品及服务提供商，主要为广大中小学教

师与学生提供同步教育软件及网络在线服务。公司主导产品包括为学生提供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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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配套软件、为教师提供的教师用书配套软件以及网络在线服务。 

公司按照国家教育部的课改要求，坚持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强调学生的自

主性学习，并为其提供个性化服务。公司凭借较强的研发设计能力，融合教育、

软件、出版、动漫等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快速、准确把握用户需求，将中小学

生及教师的切实需求迅速转化成具体的产品设计方案，根据反馈信息及时更新、

升级，创造性地满足师生的教学需求；运用信息技术率先实现现代教学中以学生

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将现代教学中的情境教学法、交际教学法、认知教学法、游

戏教学法、导入法、探究性学习等很好地融入到产品设计之中。公司通过构建标

准化的教学资源开发平台，将长期积累的教学知识库、教学资源库、教学工具库

整合，提升优质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水平，并以较低成本在广大师生之间实现

共享。 

公司在同步教育软件领域居于领先地位，为行业领先品牌。公司拥有的版权

资源丰富、为行业内开发版本最多、覆盖区域最广的同步教育软件及服务提供商

之一。公司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等 20 多家

全国主流出版社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能在第一时间掌握教材最新变动情况，

针对反馈信息定期补充完善配套软件内容，使公司产品在市场上保持强有力的竞

争力。公司目前已开发 25 个版本同步教育软件，涉及中小学英语、语文、数学、

信息技术等学科，该系列版本均系全国主流版本，与全国中小学教材同步配套。

随着公司品牌效应的释放以及版本的增多，市场范围不断扩大，截至 2010 年底，

市场区域已拓展到 22 个省、4 个直辖市、3 个自治区，覆盖到全国 109 个城市。 

公司产品拥有数量庞大且快速增长的用户群。公司产品已在广东、上海、江

苏、河北、浙江、山西、山东、湖南等地与英语教师参考用书配套发售，并进一

步拓展到语文、数学等其他学科。教师的使用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消费需求，产生

以点及面的辐射作用，产品市场占有率、渗透率及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直接用户已达到 300 万人以上，间接用户达到 2000 万

人以上，线上注册用户超过 13 万人，公司业绩及用户数量都呈现出快速增长的

趋势。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重点文化企业、深圳市南山区领军企业、

深圳市科学技术重点技术服务单位、深圳市重点软件企业、双软认证企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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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研发的同步教育软件产品从 2007 年起连续四年荣获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金

奖，并获得“深圳市自主创新产品认定证书”、“2009 年度深圳市优秀软件产

品”、中国软件行业协会“2008 年度优秀软件产品”等殊荣。 

近年来，国家政策对教育信息化、数字出版、文化产业、动漫产业和软件行

业大力支持，为公司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的实施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公司未来发展

空间广阔。公司将继续专注于中小学同步教育软件及网络在线服务的提供，在原

有英语、语文、数学、信息技术等产品的基础上开发新版本和相应的配套产品，

实现现有市场的纵深发展；充分利用英语学科产品在研发设计、市场营销等方面

的竞争优势，开拓新区域和新渠道，通过多学科产品系列所产生的协同性和流程

设计的可复制性，实现业务的规模效应。与此同时，公司在服务现有客户的基础

上，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发个性化网络平台，提供适合于个人学习提升计划和个性

化学习的内容，进行形成性评价，提供网络增值服务，增强用户群体对公司产品

和服务的需求粘性，强化公司在中小学同步教育服务行业的竞争优势和市场领导

地位。 

（二）发行人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和主要财务指标 

    发行人 2008 年度、2009 年度以及 2010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立信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立信大华审字[2011] 021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业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或据此计算而得。 

1、近三年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科目名称 2010.12.31 2009.12.31 2008.12.31 

流动资产合计 90,456,999.02 53,850,716.69 36,051,623.27 

非流动资产合计 6,165,381.37 5,642,880.15 2,640,050.79 

资产总计 96,622,380.39 59,493,596.84 38,691,674.06 

流动负债合计 14,984,581.54 6,259,455.09 11,722,383.90 

负债合计 14,984,581.54 6,259,455.09 11,722,383.90 

股东权益 81,637,798.85 53,234,141.75 26,969,29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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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三年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科目名称 2010年度 2009年度 2008年度 

营业收入 81,399,077.15 60,254,274.85 42,470,365.22 

营业利润 34,194,118.12 22,512,459.89 11,825,928.42 

利润总额 39,081,245.37 26,037,358.51 14,013,871.25 

净利润 35,403,657.10 23,944,851.59 13,854,629.15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5,403,657.10 23,944,851.59 13,854,629.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7 0.80 1.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7 0.80 1.72 

3、近三年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科目名称 2010年度 2009年度 2008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41,054,697.80 26,681,513.22 7,633,758.63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2,396,131.44 3,742,987.83 -6,334,654.13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38,379.86 -1,821,039.35 -3,364,774.1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8,696,946.22 28,603,461.70 -2,065,669.62 

4、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名称 2010-12-31 2009-12-31 2008-12-31 

流动比率 6.04 8.60 3.08 

速动比率 5.71 7.74 1.9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4.70% 9.00% 12.60%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47 1.61 3.35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

面养殖权和采矿权等后）占净资

产的比例 

5.19% 2.69% 2.04% 

财务指标名称 2010年度 2009年度 2008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4.53 11.36 8.32 

存货周转率（次） 5.01 2.75 1.97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4,029.85 2,676.13 1,454.03 



 5 

利息保障倍数（倍） - - 66.2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1.24 0.81 0.95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1.17 0.87 -0.26 

近三年，公司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计算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如下： 

计算利润 年  度 
净资产收益率 

（加权平均） 

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 

收益（元/股）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2010 年度 53.42% 1.07 1.07 

2009 年度 59.71% 0.80 0.80 

2008 年度 69.08% 1.72 1.7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2010 年度 50.02% 1.00 1.00 

2009 年度 50.44% 0.68 0.68 

2008 年度 55.66% 1.38 1.38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3,300 万股，本次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公开发行 1,1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发行后总股本为 4,400 万

股。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1.00 元/股。 

3、发行数量：1,100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 2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0%；网上发行 8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80%。 

4、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

的股票为 220 万股，有效申购为 1,375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网下中签率为

16%，认购倍数为 6.25 倍。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880 万股，中签率为 1.2694162993%，

超额认购倍数为 79 倍。本次网上网下发行均不存在余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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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行价格：19.60 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1）26.13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0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19.60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0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6、发行对象：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

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及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

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7、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8、股票锁定期：股票配售对象参与本次发行网下配售获配的股票锁定期为

3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计算。 

9、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募集资金总额为 21,56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29,967,169.3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85,632,830.70 元。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立信大华验字[2011]178号”《验资报告》。 

10、发行后每股净资产：6.07 元/股（按照 2010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资产值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11、发行后每股收益：0.75 元/股（以发行人 201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承诺Ⅰ、发行人股东黄元忠、黄晓峰、陈克让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发行人股东平安财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融元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承诺：自受让发行人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其所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 



 7 

发行人股东张文凯、孙晓玲、杨颖、吴文峰、深圳市戈尔登投资有限公司承

诺：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其所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 

承诺Ⅱ、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直接或间接股东黄元忠、

黄晓峰、陈克让、张文凯、孙晓玲、杨颖、张振华、布献伟、杨正华承诺：上述

承诺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方直科技股票上市符合《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二）发行后方直科技股本总额为 4,400 万股，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三）公开发行的股份为方直科技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25.00%； 

（四）方直科技股东人数不少于 200 人； 

（五）方直科技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六）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过核查，发行人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二）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

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

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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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作为方直科技的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本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

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

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

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3个完整会计年

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神，协助发行人制订、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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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行有关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

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

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协助发行人制定有关制度并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

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

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决策制度》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机构将按

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4、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

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

项 

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会、

股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

见  

5、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

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

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

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

约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有

关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

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

定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机构应做

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吴永平、周凌云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8 楼 

邮 编：518048 

电 话：4008 866 338 

传 真：0755-25325499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深圳市方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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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深圳市方直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条件。平安证券愿意推荐深圳

市方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

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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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方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吴永平 

 

 

                             

周凌云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                

杨宇翔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