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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数据 

2017 年 9 月 19 日  

收盘价(元)   10.00 

总股本(万股)   4075 

流通股本(万股)   1568  

总市值(亿元)   4.08  

每股净资产(元)   3.61  

PB(倍)   2.77  

              

 

 

 

 

 

财务指标 

 2015A 2016A 2017E 2018E 2019E 

营业收入(百万

元) 125.26 119.97 130.35  138.65  142.33  

净利润(百万元) 23.97 7.29 13.63  14.53  15.35  

毛利率（%） 70.44 62.04 58.76 56.73 56.23 

净利率（%） 19.14 6.08  10.46  10.48  10.78  

 ROE（%） 39.92  5.66  8.48  8.99  9.45  

EPS(元) 
2 0.19 0.33  0.36  0.38  

  

上海景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以职业教育汽车专业虚拟
仿真教学软件产品为主，随着对职业教育市场认识的加深，逐渐
延伸到职业教育其他专业方向。公司专业教学服务主要包括职业
教育专业建设规划及整体建设方案、专业课程体系（专业教学标
准）建设、数字化课程包开发、创新实训中心（室）整体解决方
案及企业定制服务等等。 

汽车行业人才缺口较大。2009 年，中国汽车新车销量突破 

1,364 万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和消费国。根据国家
统计局相关数据，2012 年国内汽车产量约 1,928 万辆，汽车保有
量约为 12,000 万辆，其中私家车保有量约 5,300 万辆，中国已
成为全球大的汽车消费市场。据初步统计，目前汽车维修行业从
业技术人员总数 2.5 万人左右，其中高学历的人才比例不高，本科
以上学历的管理技术人才 500 人左右，大专学历 1000 多人，拥有
技师、工程师职称以上的不足 200 人。 

公司 2015、2016 年对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方向做了提前的
部署。2016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 51.7 万辆和 50.7 万辆，连续
两年产销量居世界第一。2017 年，新能源汽车作为国家发改委《战
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 版中的重点内容被
部署。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也在稳步推进。 公司在新能源技
术应用项目课程中研发了专业的课程包，包括《动力电池与能量
管理技术》、《新能源汽车电力电子技术》、《混合动力汽车额结构
与检修》、《纯电动汽车结构与检修》等课程。 

盈利预测 

预测公司 2017~2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0.136 亿元、0.145 亿元、0.154 亿元，每股收益分别为 0.33 元、0.36

元、0.38 元。 

风险提示 

市场竞争的风险；新业务发展较慢的风险。 

景格科技(430638)   以汽车职业教育为起点，打造职业教育的专业建设系统服务 

研究员 周川南 

zhouchuannan@wtneeq.com 

010-857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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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分析 

 与实际控制人相关分析 

 郑玉宇和郑美红夫妇共持有公司 13,625,000 股，持股比例 33.44%，为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无股权质押情况。 

据公司 2017 年 8 月 30 日公告，董事会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收到董事陈
江平、方隽递交的辞职报告。该两位辞职董事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股本
的 0.00%。 

 与财务相关分析 

上半年，公司应收账款较去年同期增长 51.10%，主要系本期实现销售收入
且截至六月，存在新增大额货款未收回的情况所致。 

 

   由软件产品延伸至职业教育领域 

上海景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4 月。2010 年以前，公司主
要以职业教育汽车专业虚拟仿真教学软件产品为主，随着对职业教育市场认识
的加深，2010 年以后，通过与职业教育机构合作承担国家及行业协会职业教育
相关研究课题，公司参与到职业教育汽车专业建设的“顶层设计”过程中，公
司业务也由过去以汽车专业虚拟仿真教学软件产品为主，转变为汽车专业虚拟
仿真教学软件与专业教学服务兼顾，并逐渐延伸到职业教育其他专业方向。 

专业教学服务主要包括职业教育专业建设规划及整体建设方案、专业课程
体系（专业教学标准）建设、数字化课程包开发、创新实训中心（室）整体解
决方案及企业定制服务等等。 

公司主要软件产品及服务包括： 

图表 1     公司产品 

 

资料来源：公开转让说明书 

公司通过多年对职业院校现状及需求的理解，积累了大量服务经验，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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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构建的“职教云立方”五位一体教学系统产品体系，为院校解决教学环
节中的难点、痛点，将教、学、练、考、管统一进行管理，为老师教学中提供
“E 教”、为学生提供“E 学”等平台，平台上涵盖了丰富的数字化的专业教
学资源及标准化的课程，聚焦在职业教育教学中的教学执行及落地环节。 

景格科技客户数量多达 3000 多家，主要客户包括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
院校等职业教育机构、汽车生产厂商及汽车 4S 店等。 

公司对于职业院校的销售模式主要为直销，通过招投标方式进行销售。职
业院校专业建设资金以中央及地方财政预算资金为主，通过招投标方式采购。
公司销售部门负责获取招标信息，在获得招标资格后按照项目要求编写并提交
标书。后由招标方选定中标单位。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图表 2     股东及持股情况 

 

 

资料来源：choice 

   汽车产业持续发展，人才缺口较大  

 国内汽车产业持续发展 

 2016 年国内汽车产量 2819 万辆，同比增长 14%，远高于 2015 年 5%的增
速。国内汽车保有量由 2008 年的 0.65 亿量增长到 1.94 亿量，CAGR 达到 15%。
汽车销量和保有量的稳定增长带动轮胎行业底部复苏，2016 年行业整体开工率
接近 70%，相较 2015 年提升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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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国内汽车产量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截至 2016 年底，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到 1.94 亿辆，较 2010 年增长 

113%，据国 家信息中心预计，至 2020 年这个数字将达到 2.5 亿。2015 年
乘用车新车销量 2115 万辆，同比增长 7.34%，2016 年乘用车新车销量实现
了高速增长，增至 2438 万辆，同比增长 15.28%，新能源汽车累计销售 50.7 万
辆，同比增长超过 50%。 

图表 4    汽车保有量及乘用车销量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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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新能源汽车 2015—2016 年月度销量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汽车行业人才缺口巨大 

2009 年，中国汽车新车销量突破 1,364 万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汽
车生产和消费国。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2012 年国内汽车产量约 1,928 万
辆，汽车保有量约为 12,000 万辆，其中私家车保有量约 5,300 万辆，中国已
成为全球大的汽车消费市场。  

据初步统计，目前汽车维修行业从业技术人员总数 2.5 万人左右，其中高
学历的人才比例不高，本科以上学历的管理技术人才 500人左右，大专学历 1000

多人，拥有技师、工程师职称以上的不足 200 人。 

 职业院校投入关系公司业务增长 

公司主要收入来自于职业院校汽车专业建设投入，公司收入主要来源以下
三个方面的财政投入：中等职业学校示范学校汽车专业建设、高等职业院校示
范学校汽车专业建设和职业教育汽车专业实训基地建设。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颁布的“中等职业教育示范性院校建设计划”，政府将
重点建设 1,000 所示范性院校，每所学校投入 1,000 万元共计 100 亿元。2010

年-2013 年分三批共计建设 1,016 所中等职师范学校，其中约 350 所院校有汽
车专业。根据每所院校对于汽车专业 350 万元的投入计算，财政对于中等职业
示范性院校汽车专业将共计投入 12.25 亿元。专项建设财政投入经费使用包括
包括师资培训费用、人才培养模式建设及专业课程体系、以及实训中心建设及
软件等范围。由于建设计划始于 2010 年，项目建设基本周期为 2 年，因此，
2013-2014 年预计与公司汽车专业产品及服务相关的市场容量约 2 亿元。 

   业务覆盖优势明显，新能源汽车领域是新增长点 

 结合新技术手段打造教学产品 

公司综合运用多媒体、虚拟仿真及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以软件作为教
学内容的载体，把专业教学标准所要求的显性知识（理论知识）和隐性知识（职
业技能），通过科学的课程内容、结构及课程序列设计、以便于学生自主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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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组织课业，使教学过程更加直观、生动、有效，并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自
主性，满足专业教育职业能力培养之需要。 

图表 6   公司教学产品展示 

 

资料来源：公开转让说明书 

 提前布局新能源汽车教育方向 

 2015、2016 年对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方向做了提前的部署。2016 年，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 51.7 万辆和 50.7 万辆，连续两年产销量居世界第一。2017 

年，新能源汽车作为国家发改委《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
2016 版中的重点内容被部署。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也在稳步推进。  

公司在新能源技术应用项目课程中研发了专业的课程包，包括《动力电池
与能量管理技术》、《新能源汽车电力电子技术》、《混合动力汽车额结构与检修》、
《纯电动汽车结构与检修》等课程。 

图表 7     新能源汽车教育产品展示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行业内优势明显 

在所有开设汽车专业的职业院校中，与公司存在深度合作关系的院校超过 

3000 家。另外，景格协助全国范围内多所职业院校完成全国中等职业院校示范
校建设项目，其中，被冠名“全国景格示范学校”的院校超过 20 所，2016 年
新增一所。通过景格示范校建设，可以使该服务粘性、延续性和可复制性特点
得到充分发挥，这一举措对区域性专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带头与示范意义。
与此同时，近 200 家 MOOC 及微课程联盟的理事单位（由景格科技、职业教
育中心研究所、 中职校长联席会三方共同发起的公众平台）与景格保持着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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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户关系。联盟规模的扩大与业务的发展 也为公司降低了市场营销成本，建
立了较为可观的成本优势，并在信息化教学领域形成了一  

 

   上半年收入小幅增长 

 

图表 8    公司财务及盈利能力情况 

              

资料来源：choice 

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1,897,041.11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6.56%，
主要是本期加快项目完工进度，完成项目验收。实现营业利润-7,458,387.01 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15.21%，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6,036,173.39 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 66.28%,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盈利预测 

图表 9     盈利预测 

 2015A 2016A 2017E 2018E 2019E 

营业收入(百万元) 
125.26 119.97 130.35  138.65  142.33  

净利润(百万元) 
23.97 7.29 13.63  14.53  15.35  

毛利率（%） 
70.44 62.04 58.76 56.73 56.23 

净利率（%） 
19.14 6.08  10.46  10.48  10.78  

 ROE（%） 
39.92  5.66  8.48  8.99  9.45  

EPS(元) 
2 0.19 0.33  0.36  0.38  

  

资料来源：梧桐公会，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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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公司 2017~2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0.136 亿元、
0.145 亿元、0.154 亿元，每股收益分别为 0.33 元、0.36 元、0.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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