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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业务运营



广东理工学院
（本科）

淮北理工学院
（本科）

哈尔滨石油学院
（本科）

马鞍山学院
（本科）

肇庆学校
(中职)

以本科为主的职业教育集团

拥有5所职业教育学校，受益于职教新政；

其中4所本科，1所中职，本科学校占比达80%，

12万在校学生

全日制统招本专科学生中，本科占比达93%，行业第一；

新学校本科招生指标增长均超30%

高质量的本科学校，均已完成转设

报到率、考研率、就业率均位列全省前列；

新学校录取平均分数线超二本线15-20分；

四所本科学校均已完成转设

持续为股东创造价值

FY15-FY22 连续七年ROE均超过20%

分红率为30%，上市后连续四年保持稳定的分红派息

中国科培教育集团概况



以高质量发展为办学核心，加强内涵建设，加大办学投入

1
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提高教师待遇

✓ 引进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及双师型双能型教师余600人；

✓ 核心岗位薪酬待遇提升10%；

✓ 完善教师KPI考核制度，提升教师在教学、科研、带学生

竞赛、实践技能提升、学历提升上的积极性；

✓ 为骨干教师提供免息购房贷款，为青年教师提供租房补贴；

✓ FY22 薪酬总支出同比增长约40%；

2
建设高标准现代化校园及实验实训室

✓ 高标准、现代化的淮北理工新校园投入使用，预计未来最大

可满足2万名学生的需求；

✓ 新建物联网实验室、VR+物流一体化综合实验室、ERP实验

室、人工智能（智慧）教室、激光加工实训室，以满足现代

职业教育的需求；

✓ 外购数字校园和在线教育平台提高教学效率及校园生活体验

4
深化产教融合，共建产业学院

✓ 布局朝阳产业，与科大讯飞、360合作建设人工智能学院、

网络安全学院等产业学院；

✓ 与小鹏汽车、美的集团、麦克维尔、百胜餐饮、元气森林

等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建设实训基地，促进校企协同育人；

✓ 新增了“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数

字媒体艺术”、“跨境电子商务”等就业热门专业

3
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 加大就业渠道资源投入，邀请超5000家企业参加校园招

聘会，为学生提供了超20万个就业岗位需求；

✓ 全面推行3+1人才培养模式，各院校就业率于省内名列前

茅，广东理工学院就业率达97.5%；

✓ 就业质量稳步提升，就业合作的知名行业龙头包括宁德时

代、小鹏汽车、美的、比亚迪、亚马逊、顺丰物流等；



建设高质量师资队伍，促进教研教学发展

721篇学术论文

45篇核心期刊

69项省级科研项目

✓ 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
管理办法

✓ “双师双能型”教师
认定办法

✓ 科研与教研工作量积
分与奖励办法

✓ 鼓励教师在职攻读博
士学位实施办法

✓ 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
办法

✓ 教师职业行为负面清
单及处理办法

提升教师收入

核心岗位工资提升10%

完善考核制度

多项KPI提升教学质量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开展校级教学名师评选，以赛促教，开展在线教学优秀课程案例评选，派

驻企业提升实践技能，设立教学质量工程与教学改革目标；

论文获奖

比赛获奖

8项国家级奖项

48项省级奖项

9项发明专利

18项实用新型专利

教师KPI考核制度

引入优秀师资

新招聘优秀教师600+

加强教学检查制度

强化教学过程管理，开展线上+线下课堂教学巡查，组织教学质量检查；

加强信息反馈制度

建设教学质量管理平台，开展学生评价、督导评价、同行评价、结果性评

价，帮助教师持续改进，学生满意度超95%



建设现代化高标准校区，提升校园环境

淮北理工学院新校区

校园俯瞰图

学生公寓

主教学楼

哈尔滨学校新运动场馆

校园升级改造

运动场

广东理工学院新图书馆 广东理工学院学生自习室

多功能智慧教室



青春 活力 专业 梦想

✓ 近三年累计投入3亿元建设高标准实训楼、实验实训室及实
训设备、智慧教室等；

✓ 集团累计建设各学科实验实训室超600个，在珠三角和长三
角区域与超750家企业建立实验实训基地；新增合作建立校
外实践教学基地逾400个，同比增长55%；

✓ 36个产学合作项目入选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发布《教育部高等
教育司关于公布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

✓ 高投入、高标准建设符合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所需的实
验实训室及实训基地，紧密对接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
培养符合地方实体经济发展及产业升级的职业型技术人才

高投入高标准建设实验实训室，培养能工巧匠

建设高标准实验实训室，培养能工巧匠

CNC加工中心实验室

数控车工实训室工业机器人实训室

同声传译实验室

VR实验室物流管理实验室



重视学生全面发展，提升就业竞争力

线上+线下双选会邀请
5000+公司

多渠道拓展就业资源，优化就业服务

校长、书记、系主任、就业办高频繁拓企访岗，主动推送毕业生；

论文获奖

比赛获奖

教师KPI考核制度

2021届毕业生就
业率95%+

完善考核体系，做好就业管理

制定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办法，将就业率纳入院系及教师KPI考核，建立月

/周/日报就业数据汇报制度，辅导员追踪每位学生就业进度，专人服务；

充分提供就业指导，强化校友联系

邀请名企高管及各领域专家以“微课+实践” 方式提供就业指导讲座，参

与学生人数3000+，举办就业技能比赛，邀请优秀校友传授职场经验

学生荣获国家级奖项294项
省级666项，获奖1568人次

中国机器人及人工
智能大赛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
设计大赛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
挑战赛

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
车竞赛

阿里巴巴GDT全球商
业挑战赛

提供超20万+就业岗位
需求，生均15+机会



重视学生全面发展，提升就业竞争力

论文获奖 教师KPI考核制度

积极拓展与名企的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单位超2000+ 01

科大讯飞人工智能产业学院 用友新道数智会计产业学院

360网络安全产业学院 腾讯云大数据产业学院

与行业龙头共建产业学院，
产学协同育人，提升就业质量



青春 活力 专业 梦想

✓ 积极开展各项社会公益活动，参与公益活动学生超
2000人次；

✓ 学生踊跃无偿献血超过50万毫升，两名学生成功捐骨
髓救人，被授予全省民办高校唯一的“全国红十字模
范单位“

✓ 2021学年参军355人，超额两倍以上完成征兵任务，
连续3年荣获“广东省征兵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 深入推进“西部计划”的实施，鼓励和组织大学生到
西部地区、边疆地区乡村开展支教、支农等志愿服务

关爱社会，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

关爱社会，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

寻访红色记忆，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走访慰问退伍老兵活动

中秋节向家庭困难学生助学送温暖 “重温红色历史”党组织活动



新校投后管理成效显著

新校投后管理成效显著

1

3 4

2

持续提升办学质量和校园环境

✓ 哈尔滨学校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合格评估，并
获得专升本招生资格；

✓ 哈尔滨学校、马鞍山学院考研率位居本省民办
学校第二名；

✓ 淮北学校新校区全面投入使用；哈尔滨学校新
体育馆和综合实训楼投入使用，商铺全面改造
升级；

推进3+1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专业设置

✓ 21学年首次推行3+1企业综合实习人才培养模式，提
高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以获得更优的就业岗位；

✓ 新增“智能制造”、“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数字媒体艺术”等就业热门专业；

✓ 就业率稳居本省民办学校前三名

招生规模扩大，录取质量提升

✓ 淮北理工学院22学年招生指标+60%；马鞍
山学院+35%，哈尔滨学校+30%；

✓ 马鞍山学院、哈尔滨学校和淮北学校2022学
年报到率均超95%，省内名列前茅，录取分
数线超二本线15-20分；淮北学校第一年招
生录取分数线全省民办第四

管理效率改善，经营成果提升

✓ 财务、后勤、采购、信息化系统由集团统一管理；
✓ 马鞍山学院资产负债率由60%降至50%，借款利率下

降100BPS；
✓ 淮北学校第一年招生即实现盈亏平衡；
✓ 哈尔滨学校、马鞍山学院经营成果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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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2022年度业绩概览 -（与截止2021年8月31日止12个月模拟报表对比）

RMB1,440百万元 同比增长28.6%

经调整净利润

税前利润

经调整EBITDA 经调整净利润

RMB1,007百万元 同比增长18.9%

RMB732百万元 同比增长15.5%

RMB755百万元 同比增长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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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费用对比

成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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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成本占收入比例上升6个百分点，从31%上升至37%的，增加主要是
师资力量建设、学生补助和建设高标准实验室的折旧摊销增加；

✓ 管理费用占收入比例下降2个百分点，从13%下降至11%，主要是提升管理运
营效率，强化集团化办学优势；

✓ 财务费用占收入比例上升2个百分点，从3%上升至5%，合理使用债务杠杆，
优化集团资本结构。

✓ 引进高素质教师队伍、大力提升师资结构，提高教师待遇，
强化培训体系；

✓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竞赛及社会公益活动，增加对学生的扶
持补助力度；

✓ 加大投入建设高标准现代化的实验实训室及提升校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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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摘要

资本开支

（人民币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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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Y2022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人
民币1,200百万元，集团保持充裕现
金；

✓ FY2022的资本开支主要是用于淮北
理工新校区建设、集团各学校建设高
标准实验实训室及校园改造；

✓ 债务比率为有息借款总额除以权益总
额。资产负债率和债务比率上升主要
由于2022 1H借款余额增加，主要用
于并购对价的支付、淮北理工学院新
校区建设以及置换马鞍山学院的借款；

✓ 债务结构优化，短期借款占总借款比
例下降至35%（FY21: 56%），降低
短期偿债压力

✓ 新增借款利率在3.8%-4.9%的低利率
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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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10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职业教育利好政策频出

• 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开展职业本科教育。按照专业大致对口原则，指导应用型本科学校、职业本科学校吸引更

多中高职毕业生报考，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 ；

• 鼓励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举办职业教育，鼓励各类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 ；

2022. 02

《 2022年教育部工作要点》

•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职业教育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办学，推动职业教育集团

（联盟）实体化运作，支持校企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企业实践基地；

• 完善民办学校分类扶持、分类管理的政策举措，指导各地加快出台配套政策；

2022. 04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 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平等参与职业教育。推动企业深度

参与职业教育，鼓励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企业开展职业教育的情况应当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 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由专科、本科及以上教育层次的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实施；

• 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企业，按照规定给予奖励；对符合条件认定为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按照规定

给予金融、财政、土地等支持，落实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减免及其他税费优惠；



2022. 08

《教育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0588号建议的答复》

职业教育利好政策频出

• 民办高等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挥高等教育功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国家积极鼓励创新教育投融资机制，多渠道吸引社会资金，扩大办学资金来源；

2022. 09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高校设备购置和更新改造给予贷款贴息

• 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薄弱领域设备更新改造，对高校、职业院校和实训基地实施阶段性鼓励政策，中央财政贴息

2.5个百分点，期限2年；

• 引导银行加大对教育、文化旅游、养老托育、住宿餐饮等行业信贷支持，扩大社会服务消费和投资；

2022. 11

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 各地要统筹区域职业教育资源，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采取合并、集团化办学、终止办学等形式，优化

职业学校布局，合理确定招生规模。对拟集团化办学学校，须在校园、校舍、师资、仪器设备等方面开展实质

性共建共享，并整体考核办学条件。

• 职业学校要用足用好地方专项债券、预算内投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等政策资金；

• 鼓励各地探索社会力量多元投入机制，建立健全职业学校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办学的相关制度。



优化专业设置，扩大生源渠道

大力发展产教学院
扩建校园，提升内生增长

合作共建实训基地

• 与行业龙头公司合作共建产教学院

• 在集团内学校全面推进产教学院建设

• 与政府合作推进职业技能认证的技能学院

• 与大中型企业共建实验实训基地

• 深化产教融合，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实训课
时和现代化的实训场景

• 落实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的规划

• 加大专升本和中职对口招生的生源渠道；

• 拓宽艺体类中职的招生，满足学生多样化需
求；

• 开设就业前景好、符合地方产业升级所急需
人才的专业

• 哈尔滨学校、安徽学校学额增长强劲，将扩
充床位满足未来的内生增长；

• 广东理工学院扩建教学用房、宿舍、实验实
训室，提升学生容量及教学质量

多层次深度推进职业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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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22 & FY21 模拟利润表

单位：千元 FY22 FY21 变动

主营收入 1,439,713 1,119,626 +28.6%

主营业务成本 (536,691) (350,575) +53.1%

毛利 903,022 769,051 +17.4%

其他业务收入 97,905 99,094 -1.2%

销售费用 (21,043) (25,328) -16.9%

管理费用 (153,858) (147,047) +4.6%

其他业务成本 (24,630) (22,454) +9.7%

财务成本 (69,562) (32,995) +110.8%

投资收益 0 (6,554) -100.0%

税前利润 731,834 633,407 +15.5%

所得税 (27,604) (40,469) -31.8%

净利润 704,230 592,938 +18.8%

核心净利润 754,764 655,997 +15.1%



问答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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