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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易第优（北京）教育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第优”，证券代码：839467），是一

家专注于 IT 职业技术培训和幼儿及青少年机器人培训的机构（品牌名称“兄弟连”），目前已

经开设 PHP 程序员培训、UI 设计师培训、HTML5 培训、云计算架构师培训、安卓工程师培

训、iOS 工程师培训等。 

易第优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在新三板挂牌上市。截至 2017 年 1 月 9 日，公司总股本

1,408.42 万股，其中 408.42 万股是流通股，均在新三板交易。 

 

 

【公司亮点】 

1. 坐享互联网庞大市场，领跑 PHP 培训 

受互联网影响，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在线医疗、

在线教育、在线旅游等互联网相关行业近年蓬勃发展起来。互联网市场规模庞大，根据艾瑞

咨询数据显示，单是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 2015 年就达到了 16.2 万亿，较 2014 年增长

21.2%。互联网行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对 PHP 程序员、UI 设计师等 IT 人才的需求。目前

全球 60%互联网网站采用 PHP 技术，对 PHP 程序员的供求比例达到了 1:40。IT 人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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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 PHP 程序员培训，成为了支持我国互联网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而在激烈竞争的 IT 职业培训行业中，易第优抓住自己的特色，大力发展自身优势领域—

—PHP，使其在众多 IT 职业培训机构中脱颖而出。易第优是国内最早的 PHP 培训学校之一，

堪称为 PHP 界的黄埔军校。其教学团队由 PHP 教材《细说 PHP》作者高洛峰带领，且团队中

多人都是国内最早从事 PHP 技术研发的人员。其累计培养的 PHP 程序员近万名。另外，易第

优在其网站发布各种 PHP 学习视频，也被广泛下载，并得到好评。 

图表 1 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广证恒生 

2. 顺应机器人发展趋势，发力机器人培训 

当前全球机器人市场规模不断扩大。2015 年世界智能型机器人市场约为 269 亿美元，至

2025 年世界机器人市场预计可达 669 亿美元。2015 年发布的《中国制造 2025》指出要围绕

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以及服务机器人的应用需求，积极研发新产品，促进机器人标准化、

模块化发展和扩大机器人市场应用。《中国制造 2025》的发布将有力推动我国机器人行业的

发展。2015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行业发展迅猛，市场规模为世界第一，销量为 6.6 万台，约占

全球销量的 1/4。机器人行业的快速发展，预计将会带动我国机器人培训的需求。 

随着国内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增长，易第优开始发力进行机器人培训。2016 年 11 月，易第

优与 ABB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打造“工业机器人学院”，启动工业机器人精英孵化模式。ABB

是工业机器人的先行者以及世界领先的机器人制造厂商，是全球 500 强企业。与 ABB 的合作

将会使其机器人培训业务得到大力发展，开拓更多智能制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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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口碑享誉业界，规模加速扩大 

易第优为支持学生勤奋进行 IT 培训，专门提供 24 小时开放机房供学生认真学习，并为

学生推出零学费入学，工作后分期还学费的学习模式。培训十年为百度、新浪、搜狐、人人

网等知名企业输送过万名程序员。每年还有数十万名 IT 爱好者及从业人员受益于易第优的职

业培训、教学视频、网络公开课、院校讲座、出版书籍。易第优依靠这优质的培训服务，赢

得了市场好口碑。受益于良好的口碑，其业务规模和品牌效应在不断扩大。目前易第优已在

全国 13 个省市设有 17 所分校，拥有 600 余所合作院校。其论坛注册会员人数超过 40 万人

次。 

【持股股东】 

截至 2016 年 10 月 26 日，易第优的第一大股东是李超，持股比例 40.02%。值得注意的

事，2016 年 5 月，华图教育通过子公司战略投资易第优，持股比例达到 25%。我们预计，本

轮战略投资后，易第优将会与华图教育的渠道与产品展开全面的合作，前景值得期待。 

表 2 前十大股东持股明细（截至 2016 年 10 月 26 日）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李超 563.60 40.02 % 

杭州华图宏阳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52.08  25.00% 

李明 161.00  11.43% 

北京萌达科谷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100.00  7.10% 

高洛峰 80.50  5.72% 

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 56.34  4.00% 

北京青山绿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  3.55% 

潍坊大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50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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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光 8.20  0.58% 

李剑华 4.10  0.29% 

资料来源：WIND、广证恒生   

【财务数据透视】 

2015 年报显示，易第优实现营业收入 6,356.34 万元，同比增长 185.89%。公司同期实现

归母净利润 135.85 万元，同比增长 158.01%。营业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于营销力度的加

强和对主营业务的投入增加。2015 年销售人员增长约 292.86%，教研人员增长约 177.78%，

大幅增加了公司营销和培训能力。另外，受规模效应影响，2015 年度的营业毛利较 2014 年度

增长了 4.96%。而三项费用虽随营业收入的增加也大幅增加，但占营业收入比例呈现下降趋

势，从 2014 年的 56.52%下降到了 2015 年的 51.43%。 

图表 3 2015 年营业收入（万元） 图表 4 2015 年归母净利润（万元） 

  

资料来源：WIND，广证恒生 资料来源：WIND，广证恒生 

公司的主营业务分为为 IT 职业技术培训和幼儿及青少年机器人培训。从 2015 年报中的

主营业务细分来看，IT 职业技术培训收入和机器人培训收入均保持增长的趋势。公司整体毛

利率有所上升，主要是由于比重较高的 IT 职业技术培训毛利率较 2014 年提高了 6.38%，而

机器人培训的营业收入尚未形成规模，负毛利率主要是由于子公司成立带来营业成本增加。 

图表 5 易第优 2015 年报主营业务构成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15/06/30 2014/06/30 

收入 占比 毛利率 收入 占比 毛利率 

IT 职业技术培训 6,158.97 96.89% 60.53% 2,128.07 95.71% 54.15% 

机器人培训 197.37 3.11% -31.57% 95.32 4.29% 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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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6,356.34 100.00% 57.67% 2,223.39 100.00% 52.71%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广证恒生 

【点评】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促进互联网各细分行业蓬勃发展，《中国制造 2025》驱动我国制造业

向智能制造业发展，IT 和机器人培训行业有望得到更快发展。易第优顺势潮流、把握发展机

遇，凭借其成熟的运营模式和专业的师资及科研团队，一方面凭借其品牌优势，逐渐增加市

场布局，扩大业务规模，营收逐年上升；另一方面，专注 PHP 优势领域同时，发力幼儿及青

少年机器人培训等领域，多元化推进经济转型。 

 

数据支持：张威然、郑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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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团队介绍 
在新三板进入历史机遇期之际，广证恒生在业内率先成立了由首席研究官领衔的新三板

研究团队。新三板团队依托长期以来对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丰富研究经验，结合新三板的

特点构建了业内领先的新三板研究体系。团队已推出了周报、月报、专题以及行业公司的研

究产品线，体系完善、成果丰硕。 

广证恒生新三板团队致力于成为新三板研究极客，为新三板参与者提供前瞻、务实、有

效的研究支持和闭环式全方位金融服务。 

 

团队成员 
袁季（广证恒生总经理、首席研究官）：从事证券研究逾十年，曾获“世界金融实验室年度

大奖——最具声望的 100 位证券分析师”称号、2015 年度广州市高层次金融人才、中国证券

业协会课题研究奖项一等奖和广州市金融业重要研究成果奖，携研究团队获得 2013 年中国

证券报“金牛分析师”六项大奖。2014 年组建业内首个新三板研究团队，创建知名研究品牌

“新三板研究极客”。 

赵巧敏（新三板研究团队长，副首席分析师，高端装备行业负责人）：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国

际金融市场硕士，7 年证券研究经验。具有跨行业及海外研究复合背景。曾获 08 及 09 年证

券业协会课题二等奖。 

肖超（新三板研究副团队长，副首席分析师，教育行业研究负责人）：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

学硕士，6 年证券研究经验，2013 年获中国证券报“金牛分析师”通信行业第一名，对 TMT

行业发展及公司研究有独到心得与积累。 

陈晓敏（新三板医药生物行业研究员）：西北大学硕士，理工科和经管类复合专业背景，在

SCI、EI 期刊发表多篇论文。3 年知名管理咨询公司医药行业研究经验，参与某原料药龙头

企业“十三五”战略规划项目。 

温朝会（新三板 TMT 行业研究员）：南京大学硕士，理工科和经管类复合专业背景，七年

运营商工作经验，四年市场分析经验，擅长通信、互联网、信息化等相关方面研究。撰写大

数据专题基础篇、行业篇等系列深度报告，重点研究大数据产业链、精准营销、大数据征信

等细分领域。 

黄莞（新三板教育行业研究员）：英国杜伦大学金融硕士，具有跨行业及海外研究复合背

景，负责教育领域研究，擅长数据挖掘和案例分析。 

林全（新三板高端装备行业研究员）：重庆大学硕士，机械工程与工商管理复合专业背景，

积累了华为供应链管理与航天企业精益生产和流程管理项目经验，对产业发展与企业运营有

独到心得。 

魏也娜（新三板 TMT 行业研究员）：金融硕士，中山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学士，3 年

软件行业从业经验，对计算机、通信、互联网等相关领域有深刻理解和敏锐观察，2016 年

加入广证恒生，从事新三板 TMT 行业研究。 

陆彬彬（新三板主题策略研究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金融硕士，负责新三板市场政策

等领域研究。 

 

联系我们：    

邮箱：huangguan@gzgzhs.com.cn      

电话：020-88831176 

mailto:huangguan@gzgzh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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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证恒生：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4 楼 

电话：020-88836132，020-88836133 

邮编：510623 

 

股票评级标准： 

 

强烈推荐：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15%以上； 

谨慎推荐：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15%； 

中性：6 个月内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回避：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上。 

 

分析师承诺： 

 

本报告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

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在作者所知情的范围内，公司与所评价或推荐的

证券不存在利害关系。 

 

重要声明及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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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未经任何更新，也不保证我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报告中的信息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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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时，我公司及其关联机构可能已经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

或者可能正在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法律法规政策

许可的情况下，我公司的员工可能担任本报告所提到的公司的董事。我公司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

告公开前已经通过其他渠道独立使用或了解其中的信息。本报告版权归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

所有。未获得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

复制。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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