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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剑培训收入大幅增长 
  

2017 年 9 月 4 日   无评级 

当前价：8.00 元 
   

投资要点   

 收入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公司 2017 年上半年收入为 1.22 亿元，大幅增
长58.39%；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704万元，同比增长193.99%；
毛利率 56.22%，同比上升 0.79pct；管理费用率 22.75%，同比上升
2.13pct；销售费用率 16.94%，同比下降 5.10pct。公司实现收入及利润
大幅增长的原因是：（1）公司会员人数增长了 22.98%；（2）2016 年 4
月 1 日公司北京、广州区域进行了价格调整，部分会员在价格调整前提前
办理了年卡续费，其中一部分收入延期确认至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分为击剑运动培训与赛事举办、击剑装备销售。（1）击剑
运动培训服务采取会员制，以年卡模式获得培训收入。公司通过电话营销
等方式获客，客户可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进行免费体验预约。客户在体验
之后愿意成为俱乐部会员即可办理年卡，年卡中包含的培训费用和装备费
用，是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2）培训业务辅以赛事举办，完善公司培训
体系，增加公司收入渠道。公司赛事举办业务既包括自主赛事也包括对其
他体育赛事的承办，通过举办或参与大量击剑赛事，公司形成了有序的培
训体系，赛事举办也为公司贡献了一定利润。通过鼓励学员参与各项赛事，
加上严格的进阶考核培育出高水平学员。（3）击剑配套装备销售成为重要
收入来源。公司销售的装备主要包括剑和剑条、护面、保护服、剑道等，
由采购部门采购，装备中心进行集中管理。目前公司的击剑装备采购于获
得中国击剑协会认证的专业击剑装备供应商。 

 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与青少年击剑培训市场分析：我们根据培训项目小时
数×每小时价格×年项目次数×（青少年人口×参与率）构建的模型显示，
2015 年我国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规模近 2000 亿。考虑到：（1）体育培
训渗透率的提高；（2）步入发达地区标准的省份增多；（3）联合国人口署
对我国 2020 年人口和年龄结构的估计，我们预计 2020 年，我国青少年
体育培训市场潜在规模或达到 3500 亿，CAGR 达到 12%。结合万国体育
在北上广深的会员数量、市场份额、定价策略以及渗透率等经营数据，我
们预估 2020 年击剑市场培训规模或达到 30 亿元，CAGR 为 18%。 

 公司核心竞争力：（1）成熟且具备快速复制能力的体育培训运营管理模
式。教练业务水平与教学质量是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最大的痛点。万国的
教练员内部培训管理模式由完善的教练职级体系和升降机制以及丰富的
教练员培训课程组成，公司被业界誉为青少年击剑教练的“黄埔军校”；
万国的学员培训体系则由立体的会员培训课程与强大的赛事号召力构成，
万国会员在国内业余击剑比赛的良好成绩则从侧面验证公司的培训质量。
（2）强大的销售执行。经过多年摸索，目前公司依旧主要选择电话销售
这一传统的销售模式。但是，公司采取较为积极的激励机制使得公司销售
人员的月均签单数稳定维持于较高水平。 

 风险因素。专业人才流失风险，市场竞争加剧及场馆不能续租的风险。 

 估值分析。万国体育 2016/2017H1 的 EPS 分别为 0.51 元/1.89 元。公司
目前处于协议转让状态，公司市值暂不具备可参考性。 

 

项目/年度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H1 

营业收入(百万元) 101.95 123.64 141.18 183.55 122.49 

营业收入增长率 YoY —— 21.28% 14.19% 35.90% 58.39% 

归母净利润(百万元) 7.60 13.80 26.13 4.59 17.04 

归母净利润增长率 YoY —— 81.71% 89.29% -70.10% 193.99% 

每股收益 EPS(基本)(元) 1.52 2.76 —— 0.51 1.89 

PE 5X 3X N/A 15X 2X 

资料来源：中信数量化投资分析系统  注：公司股价为 2017 年 9 月 1 日收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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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指数表现 

 

资料来源：中信数量化投资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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