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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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不适用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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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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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353,495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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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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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发教育 股票代码 30055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佳发安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文晶 阴彩宾 

办公地址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二路 188 号佳发科技

大厦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二路 188 号佳发科技

大厦 

传真 028-85925610 028-85925610 

电话 028-65293708 028-65293708 

电子信箱 cdjiafaantai@163.com cdjiafaanta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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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销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教育信息化产品并为用户提供相关服务，产品主要包

括智慧招考和智慧教育两大产品系列。 

1.智慧招考 

公司是全国最早从事国家教育考试信息化建设的企业之一，公司智慧招考业务主要是为国家教育部、人社部提供包括标

准化考点、英语人机对话考试等信息化解决方案，核心产品包括：国家教育考试综合管理平台、网上巡查系统、应急指挥系

统、作弊防控系统、身份认证系统、考试报名和管理系统、英语听说综合智能解决方案、无纸化体检系统、智能试卷流转系

统等信息化产品。我们的产品和解决方案遍布全国29个省级行政区，服务于上千万考务工作者、学生及学生家长。2019年，

公司先后中标教育部考试中心国家教育考试综合管理平台（国家平台）和多省考试综合管理平台（省级平台）项目，在新一

轮标准化考点建设中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是全国教育考试行业的龙头企业。 

2.智慧教育 

近年来公司利用市场和技术优势，开拓创新，在全面解读国家教育信息化相关政策后，为用户打造符合教育信息化2.0

要求的智慧教育整体解决方案。方案中包含三大方向：考教统筹、新高考和智慧校园。 

考教统筹：通过整合标准化考场、录播和平安校园等基础设备，利用视频识别AI技术、物联网和大数据分析技术，构

建 “管理应用、教学应用、安全应用、智慧服务、决策支撑”一体化的基于教室应用的解决方案，统筹和整合考试设备和教

学设备，构建考时考用，教时教用，无缝切换的一体化考试、教学应用综合体系。在解决考场资源闲置、多厂家教学设备不

兼容的同时，推进学校教育现代化变革，为校领导、师生提供多样化、现代化的应用与服务。考教统筹的主要应用和产品有： 

 提供多样教学环境建设：可平滑升级建设的直录播系统、考教场景兼顾的电子班牌系统、图像环境感知系统； 

 提供面向课堂生态业务的管理、教学、安全业务：课堂师生无感智能考勤下的教学秩序监管、Ai课堂分析下的教学质

量监测、教学观摩、在线课堂、平安教室等业务应用； 

 提供辅助管理者的大数据决策分析平台； 

 提供面向老师、学生和家长服务的教室预约、教学反思、教室引导、家长公开课等服务。 

新高考：通过基于“互联网+”创新的“信，教、管、学”融合应用模式，以智慧校园整合云平台为依托，形成一体化生涯

规划、一体化教学管理、一体化综合评价和一体化家校互动生态闭环体系，实现模块化应用及一站式应用入口管理，为校园

管理和使用者提供快捷方便的应用服务，从而提升教学与管理效率，同时减轻业务人员工作负担，降低管理成本，实现教育

管理和教学应用工作信息化、实时化、精准化、动态化,提升学校总体教学管理水平。主要应用和产品有： 

 一体化生涯规划：提供包含了自我认知、探索工具、生涯学习、生涯档案和成长导师等功能生涯规划云平台；提供校

内生涯体验中心的建设方案和产品；提供生涯相关课程内容和教材；提供生涯唤醒课程，生涯导师培训等入校培训服

务；提供校外的生涯体验活动中心和素质教育中心。 

 一体化教学管理：提供符合新高考选课需求的走班排课系统；提供走班下必备的管理系统，信息发布系统（电子班牌）

和智能考勤系统。 

 一体化综合评价：多维度、多层次、多方式评价的为区域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提供综合素质评价系统。 

 一体化家校互动：通过手机APP与一体化学习平台服务相关联，将孩子的信息发送给家长实现家校联育。 

智慧校园整体解决方案：基于《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要求，通过构建校园教育大数据中心和校园各业务领域丰

富的智慧子系统的建设，实现对教育教学、教育管理、教育评测三大业务的汇聚与整合，为用户提供丰富的教育信息化应用、

一站式的智慧校园应用体验、基于智能决策的教育大数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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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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582,972,429.40 390,480,834.10 49.30% 192,228,85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5,032,981.10 123,920,151.73 65.46% 73,140,34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2,810,594.85 122,910,833.51 65.01% 64,980,094.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7,878,187.09 91,269,379.31 160.63% 87,436,220.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698 0.4684 64.35% 0.28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698 0.4684 64.35% 0.28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16% 17.74% 6.42% 11.98%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256,195,505.97 997,441,517.22 25.94% 757,573,74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64,341,448.17 762,969,235.67 26.39% 642,774,472.4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5,226,733.53 216,541,536.05 109,762,934.65 181,441,22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52,470.89 80,036,862.77 59,504,091.42 49,839,55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652,470.89 79,930,655.42 57,713,242.94 49,514,225.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989,021.56 209,894,116.56 57,913,991.16 91,059,1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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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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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斌 境内自然人 33.16% 88,323,938 41,434,655 质押 57,543,400 

凌云 境内自然人 13.03% 34,698,678 16,436,216 质押 15,5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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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强 境内自然人 10.23% 27,253,951 9,012,489 质押 8,493,000 

西藏德员泰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07% 24,151,339 11,440,108 质押 8,736,561 

寇勤 境内自然人 1.75% 4,652,785 2,203,95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新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27% 3,373,278 1,877,8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6% 3,079,663 1,254,71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优选价值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81% 2,150,141 150,12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量化先行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3% 1,417,540 1,347,24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联安优选行业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3% 1,416,192 544,27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寇勤女士为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袁斌先生妻子寇健女士的姐姐，除上述情况

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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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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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随着国家第二轮标准化考点建设的推进，教育考试信息化行业市场需求增加，公司智慧招考系列产品收入

快速增加。同时，随着公司智慧教育业务不断拓展，公司在该领域获得了更多的用户认可，智慧教育业务的收入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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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82,972,429.4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9.3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032,981.10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5.4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02,810,594.85元，较上期同比增长65.01%。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战略规划和年度经营计划，积极稳步的推动公司各项业务拓展，实现公司传统核心优势业务智慧

招考稳定增长和智慧教育业务大幅增长，同时大力促进产品研发，丰富公司产品线为公司试点和推出新产品做准备。 

（一）中标国家教育考试综合管理平台，标准化考点业务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第二轮标准化考点建设要求围绕平台数据整合展开多系统共同建设进行转变，构建全国统一的考点库、考生库、考试

工作人员库，实现对教育考试的全局统一指挥、分级管理、全域实时监控和不同系统间的数据交换和共享，因此考试综合管

理平台成为本轮的建设核心。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保持国内考试综合管理平台的领先优势，直接中标教育部考试中心2019年国家教育考试综合管理

平台（国家端），公司服务和承建能力再次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肯定。同时，报告期内，公司还直接间接中标多省省级考试

综合管理平台，保持省级综合考务管理平台占有率市场第一。承建国家端及省平台为公司在继续建设地市级、区县级平台和

学校的标准化考点取得一定的入口优势。在此带动下，公司标准化考场建设子系统销售额得到稳步提升。 

（二）智慧教育业务实现快速增长，获得了更多的客户认可和更多的市场机会 

随着《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推进和《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的落地，公司智慧教育产品及

整体解决方案，得到更多客户认可。公司智慧教育产品开始进入多省的K12和高等院校；公司开始承建区域性智慧校园建设，

和政府合作打造生涯及素质教育体验中心及区域智慧教育平台，智慧教育产品不断落地。报告期内，公司智慧教育业务实现

收入179,254,430.24元，同比增长163.78%。其中，软件类产品实现销售收入118,406,578.46，毛利率70.06%；硬件及集成类

产品实现销售收入60,847,851.78，毛利率19.81%。 

1.标准化考点建设杠杆效应突显，带动考教统筹产品业务拓展 

教室是学校日常教学和管理最重要的场所，公司的标准化考点设备部署在全国超过三十万间教室里面，可以产生大量

提高AI智能识别技术的训练素材和大数据分析基础信息，帮助提升教学、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公司在客户兼顾标准化考点

的建设需求之上，帮助用户按照自身需求制定考教统筹产品建设方案。在新一轮标准化考点建设周期中，将考教统筹产品随

着标准化考点设备快速的入校。 

报告期内，除向K12类学校拓展和销售教考统筹产品外，公司加大了对高校的推广和试点工作，实现对云南师范大学、

青岛大学、河南经贸职业学院、濮阳技术学院等多所普通高校及高职院校的销售。 

智慧招考业务撬动考教统筹业务的杠杆效应出现，在已建和在建的标准化考点学校，公司的考教统筹产品给用户留下

了深刻印象，通过复用已建设备，结合AI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延伸叠加出更多与教学和教学管理相关应用和系统。相比

传统的智慧校园建设，公司的建设方案具有节省成本，高效互用，统一管理等显著特点。 

2.以生涯规划产品为着力点，拓展新高考市场 

新高考环境下，需要家长和学生在高一入学时就要定位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选科的结果直接决定了三年后填报高考

志愿的专业范围，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未来的职业方向。以往高考时才要面临到的选专业、选职业方向问题被下沉到更

低的年龄段。同时，学生面临高考提报志愿时间紧张、学校教育对于学科教育以外的内容较缺乏、专业职业教育和学科教育

脱节等问题，为生涯规划类产品带来了更刚性的需求。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对生涯规划产品进行打造，以此为着力点，拓展

新高考市场，实现公司新高考整体解决方案用户逐渐增加。 

3.与政府合作，打造生涯体验、素质教育体验中心和区域智慧教育平台样板 

报告期内，公司与江油市政府合作在江油市投资建设“川西北区域智慧教育产业园总部基地项目”打造区域智慧教育及

生涯体验、素质教育体验中心及实训基地。解决高考改革下学生生涯规划与生涯体验难，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难，职业实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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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差等多个问题，打造生涯体验、素质教育体验中心和区域智慧教育平台样板。预计，该项目将在2020年完成建设并开始运

营。除此以外，公司还筹划与多个地市政府合作，共同试点打造生涯体验、素质教育体验中心，并逐步向公司业务优势区域

及全国进行推广。 

（三）持续进行研发投入，丰富公司产品线为公司试点和推出新产品做准备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金额41,809,445.4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15%，研发人员同比增长13.27%。报告期内，公司持

续加大研发投入，继续对公司原有产品进行升级换代，同时完善和丰富公司产品线为公司试点和推出新产品做准备，公司新

推出的无纸化体检产品参与四川省试点工作，并在深圳高考无纸化体检中得到应有，智能试卷流转系统已率先在青海省投入

使用，并获得青海省考试院一直好评等。 

（四）进一步加强经销商及渠道管理，助推市场拓展 

为助推市场拓展，公司进一步加强了对公司销售人员、经销商以及代理商的培训工作，使其增强对公司产品的理解，

提升推广效率。同时，公司积极参加国家及地区教育装备展示会、组织中国教育现代化之教育信息化技术展望论坛、在四川、

贵州、河南、广西等地召开渠道商大会助推市场拓展。 

（五）完成董事会、监事会、高管人员换届选举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人员到期换届选举工作。选举产生了包含行业专家、专业财务人员、公

司内部经营新老管理人员相结合的董事会成员。同时，新增选举了三名事业部总经理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一步丰富公

司管理团队结构。 

（六）实施扁平化管理，提升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扁平化管理工作，优化公司管理架构和管理体系。设置智慧教育事业部、智慧招考事业部，综合

事业部和战略发展事业部四大事业部，分别对接不同业务板块拓展市场。设置省级销售区域总经理制度，并配备售前、售后

等技术支持人员，组建本地化团队统一由省级区域总经理负责管理。通过实施人员和管理偏平化工作，公司在全国人才团队

建设，把握市场机遇，优化终端客户服务体验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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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化考点设备收入 350,134,549.45 207,387,706.05 59.23% 20.09% 26.33% 2.93% 

智慧教育产品及整体
解决方案收入 

179,254,430.24 95,009,882.82 53.00% 163.78% 89.70% -20.70% 



成都佳发安泰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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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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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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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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

要求对报告期内的报表格式进行了调整。 

按照上述通知及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于2019年3月1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

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

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修订并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

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

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等多项会计准则，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

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

融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按照上述通知及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于2019年8月2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

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

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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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子公司成都环博软件有限公司本期成立了正策科技（重庆）有限公司、四川佳泰环博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将本期设立

的孙公司纳入了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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