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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耕教辅类图书市场，积累丰富内容创作和营销经验 

北教传媒成立以来，以打造品牌为主导思想，平均每年策划发行 500 多种

图书，发行图书 6000 万册，其中，教辅类图书占比 60%以上，比如“1+1
轻巧夺冠”“提分教练”“基础知识”等，其中“轻巧夺冠”连续发行 12 年，

拥有良好口碑。2015 年下半年公司开始推广《课堂直播》系列丛书，这是

公司由传统教辅向数字化教辅领域迈进的重要里程碑。《课堂直播》以“知

识点+例题”的形式展示学习内容，每个知识点配以老师讲解的视频。全书

一共包含 3 万多个视频，学生扫描二维码后即可看到。 

 整合优质资源，发力 K12 课外阅读 

2012 年 5 月，公司整合业内优质资源，与以策划教育工具书、常销书为

主的北京小雨明天图书有限公司成立北教小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教小雨

打造了多个优秀出版品牌，其中“10 元小书虫”连续 8 年畅销，总销量

已突破 3000 万册。  

 投资跨学网，布局在线教育 

2014 年 12 月 31 日，北教传媒参股设立了北京跨学网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跨学网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北教传媒以现金方式出资 310 万元，占

股 31%，是跨学网第一大股东。跨学网是公司延伸教育产业链的标志，主

打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老师来帮忙”在线教育平台，签约三四线的公立校老

师实时答疑，平台提供答疑专用 pad。 

 拟收购油菜花占据电视端教育关键卡位 

公司 2015 年 12 月公告，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北京跨学网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持有的北京油菜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41%股权。公司从 IPTV 电视端入

手入手，弥补 IPTV 电视教学内容的短板，占据电视端教育关键卡位。 

公司本身在教育领域积累丰富经验，拥有丰富的教学内容，内容开发成本较

低，成立专业营销团队和运营团队后，从 IPTV 入手，依靠内容导入流量进

行收费，实现教育内容的再次变现。 

 公司股权结构 

公司最初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国企）和北京九州英才图书策划有限公司整

合在一起而建成的，是国企与民营出版机构在新闻出版领域开展混合所有制

经营的大胆探索。其中在公司的创建初期，北京出版集团控制公司 51%的

股份，北京九州英才图书策划有限公司控制公司 49%的股份。 

 公司估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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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公司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营业收入达到 3.5 亿元/5.32 亿元/7.21 亿

元，净利润预计达到 2850 万元/3960 万元/6130 万元，预测 EPS 为

0.43/0.59/0.92 元每股，目前 SW 传媒-文化传媒-平面媒体和东财股转分类文

化传媒-平面媒体-出版发行的 PE(TTM,整体法，剔除负值)分别是 28 和 36.9，
给予公司 2015 年预测市盈率 28-40 倍，公司的股价应该在 12.04 元-17.2 元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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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图表1：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代码 831299 公司简称 北教传媒 成立时间 20101224 

所属 wind 行业 可选消费--媒体Ⅱ--媒体Ⅲ--

出版 

做市商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新时代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总股本（万股） 6,667  

资料来源：联讯证券二、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图书出版发行行业产业链的内容策划和发行环节，主要客户为中小学

在校学生，其中，公司的教辅类图书覆盖了我国中小学全部学科。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份正式挂牌新三板。 

图表2： 公司所处产业链位置 

 
资料来源:联讯证券 

2015 年中报显示，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中，课外阅读占比 56.59%，教辅类图书占比

43.41%，课外阅读图书占比逐年上升，由 2012年的 9.44%上升到 2015年中的 56.59%，

但是在 2014 年，2013 年，2012 年的年报里，教辅类图书仍然占据主要位置。 

图表3： 公司分业务收入 
  2015-06-30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课外阅读类图书 6,050.80  56.59% 10,975.51  43.06% 6,553.46  30.21% 1,240.62  9.44% 

      教辅类图书 4,641.92  43.41% 14,505.23  56.90% 9,760.97  45.00% 9,277.12  70.60% 

      政策学习类图书     9.54  0.04% 5,376.60  24.79% 2,621.79  19.95% 

合计 10,692.72  100.00% 25,490.29  100.00% 21,691.04  100.00% 13,139.52  100.00% 

资料来源：联讯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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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 公司分业务占比 

 
资料来源:联讯证券 

（一）图书类 

1、深耕教辅类图书市场，积累丰富内容创作和营销经验 

北教传媒成立以来，以打造品牌为主导思想，平均每年策划发行 500 多种图书，发

行图书 6000 万册，其中，教辅类图书占比 60%以上，比如“1+1 轻巧夺冠”“提分教练”

“基础知识”等，其中“轻巧夺冠”连续发行 12 年，拥有良好口碑。 

2015 年下半年公司开始推广《课堂直播》系列丛书，这是公司由传统教辅向数字化

教辅领域迈进的重要里程碑，《课堂直播》以“知识点+例题”的形式展示学习内容，每

个知识点配以老师讲解的视频。全书一共包含 3 万多个视频，学生扫描二维码后即可看

到，每条视频不超过 3 分钟，有助于学生理解消化学习内容。《课堂直播》系列的推广将

会是公司未来盈利增长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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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 公司主要产品 
编号 产品分类 学科 品种数量 用途 

1 “轻巧夺冠优化训练”系列 全学科 

小学：76 本 

小学、初中、高中同步类教辅书 初中：140 本 

高中：168 本 

2 “轻巧夺冠直通书系” 全学科 

小学：76 本 

小学、初中高中同步类教辅书 初中：95 本 

高中：96 本 

3 “提分教练”系列 全学科 

小学：72 本 

小学、初中、高中同步类教辅书 
初中：81 本 

高中必修：93 本 

高中选修：44 本 

4 “满分训练设计”系列 全学科 

小学：78 本 

初中、高中同步类教辅书 初中：84 本 

高中：26 本 

5 “哈佛英语”系列 全学科 34 本 小学、初中、高中专项类教辅书 

6 “高考提分教材”系列 全学科 高中：10 本 高考非同步类教辅书 

7 “高考核心母题”系列 全学科 高中：9 本 高考非同步类教辅书 

8 “高考三卷汇编”系列 全学科 高中：6 本 高考非同步类教辅书 

9 “金题金卷”系列 全学科 小学、初中：16 本 小学、初中考试类教辅书 

10 “考点大观”系列 全学科 42 本 小学、初中、高中考试类教辅书 

11 “图析考点”系列 全学科 初中、高中：14 本 初中、高中考试类教辅书 

12 “基础知识”系列 全学科 23 本 非同步类教辅书 

资料来源：联讯证券 

在市场营销方面，公司通过片区代理的方式来进行产品销售，总公司设有营销中心，

负责分管全国各片区代理，其中，部门销售经理承担选择客户、产品布局、拜访客户、

搜集市场信息、开展销售活动、数据分析和对账回款等职责；客服人员承担新书征订、

添货、调货、退货、对账等职责，两者相互配合。2015 年以来，公司对于代理商发展了

定制生产的新模式，该业务具有较高毛利，尤其是对于区域性较强的图书，减少了公司

的发行风险，同时可以通过内容授权获得相应收入。 

在内容创作方面，公司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累计已与 759 名作者建立了合作关系。

其中，高级职称作者 575 名，特级教师作者 22 名。 

2、整合优质资源，发力 K12 课外阅读 

2012 年 5 月，公司整合业内优质资源，与以策划教育工具书、常销书为主的北京

小雨明天图书有限公司成立北教小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教小雨打造了多个优秀出版

品牌，其中“10 元小书虫”连续 8 年畅销，总销量已突破 3000 万册。  

图表6： 北教小雨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北教传媒 1,020.00  51.00  

货币 2 小雨明天 980.00  49.00  

合计 2,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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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讯证券 

（二）投资跨学网，布局在线教育 

2014 年 12 月 31 日，北教传媒参股设立了北京跨学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跨学

网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北教传媒以现金方式出资 310 万元，占股 31%，是跨学网第

一大股东。跨学网是公司延伸教育产业链的标志，主打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老师来帮忙”

在线教育平台，签约三四线的公立校老师实时答疑，平台提供答疑专用 pad。 

跨学网通过《课堂直播》系列的销售进行捆绑推广，学生在购买《课堂直播》后，

会在书上看到跨学网的广告，由此增强学生对网站的认识度，通过图书的销售同时协同

带动网站流量的增长。 

（三）拟收购油菜花占据电视端教育关键卡位 

公司 2015 年 12 月公告，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北京跨学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的北京油菜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41%股权。公司从 IPTV 电视端入手入手，弥补 IPTV
电视教学内容的短板，占据电视端教育关键卡位。 

公司本身在教育领域积累丰富经验，拥有丰富的教学内容，内容开发成本较低，成

立专业营销团队和运营团队后，从 IPTV 入手，依靠内容导入流量进行收费，实现教育

内容的再次变现。 

二、公司股权结构 

公司最初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国企）和北京九州英才图书策划有限公司整合在一

起而建成的，是国企与民营出版机构在新闻出版领域开展混合所有制经营的大胆探索。

其中在公司的创建初期，北京出版集团控制公司 51%的股份，北京九州英才图书策划有

限公司控制公司 49%的股份。 

乔玢，公司董事长，男，195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出版

集团党组成员、副社长、出版集团管理委员会成员、党委副书记、董事、副董事长和总

经理。2014 年 5 月 7 日起，担任本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 

刘强，公司副董事长，男，196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北

京九州英才图书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0 年 12 月至今，就职于本公司，担任

副董事长、总经理。2014 年 5 月 7 日起，担任本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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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 公司前十大股东及持股情况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北京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600,000  45.90  

2  北京九州英才图书策划有限公司 29,400,000  44.10  

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3.00  

4  北京尔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20,000  1.53  

5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50  

6  杭州建隆久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000  1.20  

7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0.75  

8  北京天星广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00,000  0.60  

9  嘉兴君诚一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0,000  0.52  

10  天津永乐北拓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  0.30  

  合计 66,270,000 99.40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三、评价打分情况 

根据联讯证券新三板公司基本面评价办法，我们从所属行业、财务数据、流动性、

规模及存续时间五方面对公司进行评价，公司综合得分为 6.9 分，总体评价为较好。 

图表8： 公司综合评价 
影响因素 分类指标 数值 得分 

一、所属行业 所属 wind 三级行业 媒体Ⅲ 8  

二、财务数据 近两年收入增长率均值 38% 4  

近两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增长率均值 94% 9  

资产负债率 78% 2  

速动比率 41% 4  

三、流动性 股本（万股） 6,667  8  

四、规模 收入规模（亿元） 2.6  8  

总资产规模（亿元） 4.1  8  

净资产规模（亿元） 0.9  8  

五、存续时间 存续时间（年） 6  8  

综合得分(满分 10 分)     6.9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9： 公司总体评价标准 
分数 评价描述 分数 评价描述 分数 评价描述 分数 评价描述 

3.2≤N≤4 较差 4＜N≤6.5 一般 6.5＜N≤9 较好 9＜N≤10 优质 

资料来源：联讯证券 

四、价值判断 

预计公司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营业收入达到 3.5 亿元/5.32 亿元/7.21 亿元，净

利润预计达到 2850 万元/3960 万元/6130 万元，预测 EPS 为 0.43/0.59/0.92 元每股，目

前SW传媒-文化传媒-平面媒体和东财股转分类文化传媒-平面媒体-出版发行的PE(TTM,
整体法，剔除负值)分别是 28 和 36.9，给予公司 2015 年预测市盈率 28-40 倍，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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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应该在 12.04 元-17.2 元之间。 

图表10： 盈利预测表 
百万元（人民币） 2014A 2015E 2016E 2017E 

营业收入 263.09  350.00  532.00  721.39  

增速 19.10% 33.04% 52.00% 35.60% 

营业成本 153.48  203.00  313.88  411.19  

毛利率 41.66% 42.00% 41.00% 43.00% 

销售费用 37.11  49.37  75.04  101.76  

管理费用 45.66  60.74  92.32  125.19  

财务费用 3.46  4.60  6.99  9.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26  28.50  39.60  61.30  

增速 186.40% 99.83% 38.95% 54.80% 

EPS 0.24  0.43  0.59  0.92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11： 行业市盈率 
  PE(TTM，整体法，剔除负值) 

SW 传媒-文化传媒-平面媒体 28 

东财股转分类文化传媒-平面媒体-出版发行 36.9 

资料来源：Choice,联讯证券 

五、风险提示 

市场竞争的风险、新业务开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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