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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周传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吉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任弟剑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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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5,121,668.04 2,498,891,157.17 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4,362,407.55 561,279,161.66 -8.3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479,581.61 -198,691,983.61 85.6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84,534,901.72 392,898,049.44 2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596,095.58 -18,158,271.00 38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913,950.39 -57,518,457.85 145.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67 -2.00 增加116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29 -0.0634 404.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29 -0.0634 404.2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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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9,863,770.0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855,169.8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51,70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

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486.6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503,716.66 

所得税影响额 -8,817,264.70 

合计 25,682,145.19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2,01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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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注

1） 

29,040,000 10.13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长甲投资有限公

司（注 2） 
24,019,215 8.38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注 3） 
23,988,074 8.37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注 4） 

22,396,351 7.82 0 无 0 其他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长

甲宏泰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注 2） 

20,213,785 7.05 0 无 0 其他 

上海交大企业管理中

心（注 1） 
18,487,730 6.45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中金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注 3） 
14,029,716 4.90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东方基础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注 3） 
11,411,971 3.98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起然教育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10,413,037 3.63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恒石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注 3） 
7,567,997 2.64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注 1） 
29,0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40,000 

上海长甲投资有限公司（注 2） 24,019,215 人民币普通股 24,019,215 

中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注 3） 23,988,074 人民币普通股 23,988,074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注 4） 
22,396,351 人民币普通股 22,396,35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长甲宏泰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注 2） 
20,213,785 人民币普通股 20,213,785 

上海交大企业管理中心（注 1） 18,487,730 人民币普通股 18,487,730 

上海中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注 3） 14,029,716 人民币普通股 14,029,716 

上海东方基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注

3） 
11,411,971 人民币普通股 11,411,971 

上海起然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0,413,037 人民币普通股 10,413,037 

上海恒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 3） 7,567,997 人民币普通股 7,567,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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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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公司股东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交大企业管理中心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全资子公司，前述

两者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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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说明： 

*注 1： 

① 截止 2021年 3月 31日，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

交大企业管理中心合计持有公司 47,527,7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59%。 

 

*注 2：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上海长甲投资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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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3：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中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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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4： 

① 公司 2019年回购公司股份 13,700,0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810%。 

② 2020年 11月起，公司开始第二次回购。截止 2021年 3月 31日，已累计回购股份 8,696,3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0348%。 

③ 目前本次回购计划仍在实施中，截止 2021年 3月 31日，公司实施两次回购计划合计回

购股份 22,396,3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7.82%。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1

号）、《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 3%暨回购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4

号）。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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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 说明 

应收账款 3,151.36 10,625.65  -70.34  系本期出售子公司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26.17 4,609.92  -99.43  系本期出售子公司所致 

开发支出 1,656.07 620.86  166.74  

系上年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公司线下教学基本停滞，为减少资金

支出，公司控制研发支出，而本期公

司各项教学业务正常运转，增加研发

投入所致 

使用权资产 58,132.18 - - 系本期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2,799.98 2,112.96 32.51  系本期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应付账款 5,555.53 10,966.45  -49.34  系本期出售子公司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7,034.40 14,769.93  -52.37  系上期末计提年终奖所致 

应付账款 0.58 1.04  -43.77  系本期出售子公司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388.31 3,676.23  -89.44  系本期出售子公司所致 

租赁负债 61,978.72 - - 系本期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未分配利润 2,488.30 -412.24 703.61  

系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业

绩亏损，而本年一季度业务已基本恢

复 

少数股东权益 2,527.62 9,182.74 -72.47 系本期出售子公司所致 

（2）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增减% 说明 

营业收入 48,453.49 39,289.80       23.32 

系上年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公司线下教学中心业务

暂停，本年一季度公司教学业

务逐步恢复。 

其他收益   327.33 1,441.99      -77.30 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减少 

投资收益 4,567.90 670.50      581.27 系本期出售子公司所致 

资产处置

收益 
        116.19   3,563.76  -3,447.57 

系上年同期完成相关房产出售

而产生大额处置收益所致 

 

（3）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增减% 说明 

经营

活动

产生

的现

金流

量净

       -2,847.96 -19,869.20         85.67 

系本年一季度公司各项教学

业务基本正常开展，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

加 14,152.80 万元以及执行

新租赁准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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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投资

活动

产生

的现

金流

量净

额 

     11,564.16 21,192.00          -45.43 
系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比去

年减少 9391 万 

筹资

活动

产生

的现

金流

量净

额 

  -13,577.67 2,093.25          -748.64 

系本期回购股票支出 7244

万元以及执行新租赁准则所

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起诉上海赛领旗育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赛领旗育”）事项 

①公司就与赛领旗育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上海金融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并于2020

年1月6日收到上海金融法院《受理通知书》[案号为（2021）沪74民初11号]。 

②2021年3月23日，上海金融法院对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在审理过程中，经调解，公司与赛

领旗育、上海赛领交大教育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公司于2021

年3月31日收到上海金融法院送达的《民事调解书》（（2021）沪74民初11号）。 

③鉴于赛领旗育未能按《民事调解书》及时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即未能于2021年3月31日前偿

还借款本金1.13亿元、借款利息904万元以及因逾期还款所产生的罚息，公司将依法向上海金融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02）、《关于收到<

民事调解书>暨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15）。 

 

2）公司出售上海交大中京锻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京”）、江苏南洋中京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中京”）股权事项 

①2020年12月8日、2020年12月29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出售上海交大中京锻压有限公司、江苏南洋中京科技有限公司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孙公司上海中京将其持有的江苏中京19.18%、24.33%的股

权分别转让给常州溧之申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国上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并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交大南洋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洋机电”）将其持有的上海中京66.95%

的股权出售给江苏中京。 

②2021年1月22日，公司已收到南洋机电转让上海中京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2,817.8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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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出售上海交大中京锻压有限公司、江苏南洋中京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92）、《关于出售上海交大中京锻压有限公司、江苏

南洋中京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03）。 

 

3）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3月10日收到联席总裁林涛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林涛先生因个人原

因申请辞去公司联席总裁等职务，辞职后林涛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及下属企业任何职务，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08）。 

4）公司向英国ASTRUM EDUCATION LIMITED公司（以下简称“AEL公司”）提供借款事项 

①2021年 3月 22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英国

ASTRUMEDUCATIONLIMITED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AEL公司提供250万元英

镑（参考中国银行2021年3月16日外汇牌价，折合约2,259万人民币）的有息借款，借款年利率6%，

借期为二十四个月。 

②截止本报告披露日，上述款项尚未借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向英国ASTRUMEDUCATIONLIMITED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1-010）。 

 

5）公司出售昆山新南洋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公司”）股权事项 

①2021年3月22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

昆山新南洋教育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交大教育（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交大教育集团”）将其持有的昆山公司100%股权以10,000万元的交易对价出售给

上海沪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②2021年4月12日，昆山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本次工商变更

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昆山公司股权。 

③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交大教育集团已收到上海沪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的合计7,000万元

股权转让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昆山新南洋教育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1-011）、《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昆山新南洋教育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1-016）。 

 

6）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事项 

①2019年9月4日、2019年9月23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职业教育业务发展项

目”募集资金中8,517.00万元用于“收购育伦教育51%股权项目”，其余募集资金全部转入公司原

“K12教育业务发展项目”。 

②公司将上述由“职业教育业务发展项目”变更为“K12教育业务发展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

6,800万元转入公司“K12教育业务发展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

管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3）。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9 / 9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传有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