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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振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石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罗雪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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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230,102,270.48

1,311,632,662.04

-6.22%

116,303,799.91

106,193,482.28

9.52%

77,685,654.82

107,644,815.54

-27.83%

2,564,218,312.85

2,422,743,973.91

5.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3%

3.52%

-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3,358,747,832.48

9,960,705,427.94

34.11%

2,081,123,850.37

3,431,545,903.82

-39.35%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6,167,399,389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支付的优先股股利

0.0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018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12,208.7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7,122.3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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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0,110,485.43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74,901.22
17,714,961.47

9,201,731.7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38,618,145.0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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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24,555

0

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鲁忠芳

境内自然人

41.36%

2,550,549,260

2,550,549,260 质押

400,000,000

李永新

境内自然人

18.35%

1,131,415,121

1,058,718,560 质押

738,150,000

王振东

境内自然人

15.61%

962,471,418

962,471,418 质押

107,100,000

4.33%

267,353,171

267,353,171

2.89%

178,235,447

178,235,447 质押

1.44%

89,117,723

89,117,723

1.30%

80,000,000

0

北京航天产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北京广银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000,000

伙）
北京基锐科创投
资中心（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北京中公未来信
息咨询中心（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合伙）
周夏耘

境内自然人

1.28%

78,848,640

0 质押

37,148,845

周晖

境内自然人

1.17%

72,277,920

0 质押

17,792,000

周丽

境内自然人

0.78%

48,185,28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北京中公未来信息咨询中心（有限

数量

8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0

周夏耘

78,848,640 人民币普通股

78,848,640

李永新

72,696,561 人民币普通股

72,696,561

周晖

72,277,920 人民币普通股

72,277,920

周丽

48,185,280 人民币普通股

48,185,280

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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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3,495,739 人民币普通股

43,495,739

25,345,974 人民币普通股

25,345,974

16,500,276 人民币普通股

16,500,276

12,532,021 人民币普通股

12,532,021

11,492,724 人民币普通股

11,492,72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新生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内核驱动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鲁忠芳和李永新系母子关系。鲁忠芳、李永新和北京中公
未来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系构成一致行动人。周夏耘与周晖为父子关系、周夏
耘与周丽为父女关系。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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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增减幅度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1,149,021,038.61

2,724,335,001.58

-57.82% 主要系优化资金管理，及时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5,931,135,332.29

1,754,396,227.54

238.07%

应收账款

8,414,291.79

2,721,638.09

209.16%

预付款项

3,259,770.00

2,461,009.00

其他应收款

464,762,227.06

255,013,296.96

其他流动资产

186,411,240.41

97,336,600.1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982,832.13

21,482,832.13

其他非流动资产

440,810,338.01

325,967,628.34

主要系本期培训业务收款增长，购买理财产品增
加，同时期初理财产品部分尚未赎回累计影响。
主要系本期对外出租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的保
留资产形成的应收租金增加所致。

32.46% 主要系向旅行社预付员工出差机票款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期预付辽宁中公沈抚学习中心合作建
82.25%

设资金所致。

91.51% 主要系本期房租物业预付款项增加所致。
主要系以前年度计提的职工薪酬在本期支付所
-48.88%

致。

35.23% 主要系本期预付分校学习中心场地装修款所致。
主要因为（1）收购陕西冠城学习中心和预付辽

短期借款

宁中公沈抚学习中心合作建设资金；（2）享受
3,717,000,000.00

2,867,000,000.00

29.65%

防疫期间金融机构政策支持；（3）为应对线下
开课时间的不确定性，提前储备部分资金。

应付账款

31,879,174.21

236,481,990.86

-86.52% 主要系本期结算支付期初应付款项所致。
系本期按新收入准则将一年以内结转的“预收款

预收款项

2,634,276,203.88

-100.00% 项”调整至“合同负债”、“其他流动负债”列
示所致。
系本期按新收入准则将一年以内结转的“预收款
项”不含税部分调整至“合同负债”列示所致。
按 可 比 口 径 ， 较 年 初 增 加 29.14 亿 元 ， 增 幅

合同负债

5,471,543,237.02

113.94%；较去年同时点增加12.38亿元，增幅
29.25%。其原因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推广线
上与线下高效融合课程，实行全员营销，推广效
果明显，实现了培训收费的一定幅度增长。

应付职工薪酬

主要系上年计提薪酬本期发放，同时疫情期间公
213,784,491.96

411,475,636.03

-48.04%

司承担的社保部分减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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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系上年四季度企业所得税及12月份增值税在
应交税费

58,604,750.12

184,306,027.84

-68.20% 本期实际缴纳。同时，本期公司享受了疫情期间
国家相关税费减免，导致应交税费减少。

其他应付款

1,514,376,992.94

88,693,411.98

1,607.43%

主要系本期计提应付但尚未实际支付的 2019 年
度股东利润所致。
系本期按新收入准则将一年以内结转的“预收款

其他流动负债

项”待转销项税调整至“其他流动负债”列示所

164,146,297.11

致。
利润表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幅度

情况说明
受疫情影响，2 月和 3 月线下授课无法大规模开

营业总收入

展。同时受部分招录活动及资格考试推迟的影
1,230,102,270.48

1,311,632,662.04

-6.22%

响，一些培训业务收款于一季度末尚未达到收入
确认条件，导致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受疫情影响，本期发生的开班支出、差旅支出、

营业总成本

1,167,262,125.00

1,212,555,458.51

税金及附加

3,265,783.95

7,017,678.96

财务费用

55,032,787.52

37,721,220.70

其他收益

36,688,536.72

投资收益

49,118,685.21

32,216,225.92

100.00

337,999.26

116,301,251.23

106,193,482.28

营业外收入
净利润
现金流量表项目

45.89% 主要系本期金融机构短期贷款利息增加所致。
主要系疫情期间公司享受的增值税税收减免所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4,268,644,542.62

3,787,712,684.29

3,552,880.40

226,068.58

1,090,339,239.09

801,689,160.29

9,555,548,985.25

2,817,530,000.00

31,375,210.42

16,682,775.57

-99.97% 主要系增值税减免计入“其他收益”科目所致。
9.52% 主要系其他收益大幅增长所致。
增减幅度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2.70% 主要系本期预收学员培训费增加所致。

加所致。

36.01% 主要系支付的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239.15%

品累计赎回金额。

88.07%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期收购陕西冠诚学习中心，预付辽宁中

812,081,033.98

8,436,483.33

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1,471.59%

主要系本期赎回理财产品所致。此为短期理财产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情况说明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以及银行存款利息增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致。

52.47% 主要系短期理财产品规模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市场活动支出和社保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53.46% 主要系疫情期间税收减免所致。

33,195.73 110,421.86%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3.74%

9,525.82% 公沈抚学习中心合作建设资金，以及支付在建工
程、装修等款项所致。

13,732,288,090.00

5,708,470,000.00

140.56% 主要系公司优化资金管理，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增

7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加所致。此为短期理财产品累计购买金额。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66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810,000,000.00

360,000,000.00

361.11%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主要系偿还本期到期的银行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32,099,556.25

息支付的现金

16,945,425.00

89.43% 主要系本期支付银行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各方所作重要承诺如下：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主要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
情况

1、盈利预测及补偿期间为：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
2、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确认并承诺，中公有限 2018 年
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合并报表范围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
93,000.00 万元、130,000.00 万元和 165,000.00 万元。

鲁忠芳
李永新
王振东
郭世泓
刘斌
张永生
杨少锋
张治安

业绩承诺及
补偿安排

3、各方同意由亚夏汽车聘请的注册会计师分别于三个
会计年度内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对中公有限实际净利
润数予以审核，将中公有限实际净利润数与补偿义务人
承诺的对应会计年度承诺净利润数的差额予以审核，并
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在第三个会计年度结束，注册会计
师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的 90 日内，由亚夏汽车聘请的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中公有限进
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4、补偿措施：（1）若经注册会计师审核确认，中公有
限在三个会计年度内截至当期期末累积的实际净利润
数未能达到补偿义务人承诺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
净利润数，应由各补偿义务人按本次交易前持有中公有
限股份数占所有补偿义务人在本次交易前合计持有中
公有限股份数的比例承担补偿义务。所有补偿义务人优
先以股份进行补偿，当股份补偿总数达到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总数的 90%后，由所有补偿义务人
以现金进行补偿。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
式为：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
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利润补偿期限内
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中公有限本次交易作价-累积
已补偿金额。在上述公式运用中，应遵循：① “截至当

2018 年 5
月4日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业绩
承诺
已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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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期末”指从 2018 年度起算，截至当期期末的期间；②
“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指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
度承诺净利润之和，即 388,000.00 万元。补偿义务人当
期应补偿的股份数=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每股发行价格，计算补偿的股份数
量并非整数时，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2）补偿义
务人在中公有限业绩承诺补偿和期末减值补偿中承担
补偿责任的上限合计不超过中公有限全体股东在本次
交易中所获得的全部交易对价。在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
于或等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或股份不
冲回。（3）若亚夏汽车在利润补偿期限内实施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应补偿
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量
（调整后）=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
股比例）。（4）若亚夏汽车在利润补偿期限实施现金
分红的，现金分红的部分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
补偿义务人返还金额=补偿义务人收到的现金分配总额
（税前）÷补偿义务人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数量（包含
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以及转增、送股新增的股份）×补
偿义务人补偿股份数量。
5、业绩承诺期届满后的减值测试及补偿：（1）在业绩
承诺期届满时，亚夏汽车聘请的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资格的审计机构将对本次交易置入资产（即中公有限
100%股份）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2）如果置入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
股份价格+已补偿现金数额，则由各补偿义务人按本次
交易前持有中公有限股份数占所有补偿义务人在本次
交易前合计持有中公有限股份数的比例另行对亚夏汽
车进行补偿，计算公式为：置入资产减值应补偿的金额
=置入资产期末减值额-承诺年度内已补偿总金额。无论
如何，置入资产减值补偿与业绩承诺补偿合计不应超过
中公有限全体股东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全部对价。
（3）前述减值额为置入资产作价减去期末置入资产的
评估值并扣除利润补偿期限内置入资产股东增资、减
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6、补偿的实施：
（1）若补偿义务人因置入资产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
于其承诺数而须向亚夏汽车进行补偿的，亚夏汽车应在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或减值测试报告后 30
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会议，并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约定确定各补偿义务人需补偿的股份数量或现金金
额，并由董事会召集股东大会审议当期补偿股份回购注
销事宜。
（2）基于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各补偿义务人将根据如
下顺序向亚夏汽车进行补偿：应由各补偿义务人按本次
交易前持有中公有限股份数占所有补偿义务人在本次
交易前合计持有中公有限股份数的比例承担补偿义务。
①首先由所有补偿义务人以本次交易获得的亚夏汽车
股份按照本次交易前持有中公有限股份数占所有补偿
义务人在本次交易前合计持有中公有限股份数的比例
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如前述股份不足补偿的，由各补
偿义务人以从二级市场购买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的亚
夏汽车股票进行补偿。为避免歧义，各补偿义务人之间
就上述补偿义务相互不承担连带责任。②亚夏汽车应于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后的 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所有补
偿义务人，所有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前述通知后的 5 个
工作日内将其当年需补偿的股份以 1.00 元的总价格转
让至亚夏汽车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并按照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注销该等回购股份（如届时相关法律、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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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及/或相关主管部门的规定发生变化的，则应按照届时
的相关规定进行注销）。③自所有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
份数量确定之日起至该等股份注销前，该等股份不拥有
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④若补偿义务人按照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需要以现金向亚夏汽车补
偿，各补偿义务人应于接到亚夏汽车通知后并在该通知
限定的期限内将补偿金额支付给亚夏汽车；逾期未支付
的，除继续承担补偿义务外，还应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
就逾期未支付部分向亚夏汽车支付迟延利息。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自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
起）36 个月内不转让本公司/本人/本计划在亚夏汽车拥
有权益的股份。
亚夏实业
周夏耘
周晖
周丽

关于股份锁
定期的承诺
函

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本人/本计划所持亚夏汽车股
票因亚夏汽车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形
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如果届时中国证监会及/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上述锁
定期安排另有规定，本公司/本人/本计划将按照中国证
监会及/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最新规定对上述锁定期安
排进行调整并予执行。

2022 年
2018 年 5
月4日

1 月 31
日

正常
履行
中

本公司/本人/本计划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
亚夏汽车造成的一切损失。
1、本人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股份
上市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或进行其他形
式的处分。该等股份上市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
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该等股份上
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通过本次交
易取得的对价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的基础上将
自动延长 6 个月。（若上述期间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
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前述本次发
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2、本人受让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72,696,561
股亚夏汽车股份，自登记至本人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得转让。
李永新

关于认购股
份锁定期的
承诺函

3、上述股份锁定安排不影响本次交易利润补偿的实施，
即本人需要进行利润补偿时，上市公司有权提前解除对 2018 年 4
月 27 日
本人相应数额股份的锁定，用以进行利润补偿。

2022 年
1 月 31
日

正常
履行
中

4、本人承诺：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
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
结论明确之前，不转让在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
5、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本人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
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也应遵守前述规定。
6、如前述锁定期安排与最新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
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本企业同意按照最新法律法规
及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7、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鲁忠芳

关于认购股
份锁定期的
承诺函

1、本人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股份
上市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或进行其他形
式的处分。该等股份上市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
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该等股份上
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通过本次交
易取得的对价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的基础上将
自动延长 6 个月。（若上述期间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
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前述本次发

2018 年 4
月 27 日

2022 年
1 月 31
日

正常
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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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2、上述股份锁定安排不影响本次交易利润补偿的实施，
即本人需要进行利润补偿时，上市公司有权提前解除对
本人相应数额股份的锁定，用以进行利润补偿。
3、本人承诺：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
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
结论明确之前，不转让在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
4、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本人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
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也应遵守前述规定。
5、如前述锁定期安排与最新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
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本人同意按照最新法律法规及
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6、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1、本企业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该
等股份上市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或进行
其他形式的处分。该等股份上市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
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该等
股份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通过
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的基
础上将自动延长 6 个月。（若上述期间上市公司发生派
息、送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前述
本次发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基锐科创

关于认购股
份锁定期的
承诺函

2、本企业承诺：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
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
查结论明确之前，不转让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

2022 年
2018 年 7
月 27 日

1 月 31
日

正常
履行
中

3、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本企业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
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也应遵守前述规定。
4、如前述锁定期安排与最新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
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本企业同意按照最新法律法规
及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5、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航天产业
广银创业

关于认购股
份锁定期的
承诺函

1、本企业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该
等股份上市日起 24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或进行
其他形式的处分。该等股份上市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
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该等
股份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通过
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的基
础上将自动延长 6 个月。（若上述期间上市公司发生派
息、送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前述
本次发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2、本企业承诺：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
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
查结论明确之前，不转让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

2018 年 7
月 27 日

2021 年
1 月 31
日

正常
履行
中

3、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本企业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
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也应遵守前述规定。
4、如前述锁定期安排与最新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
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本企业同意按照最新法律法规
及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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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王振东
郭世泓
刘斌
张永生
杨少锋

关于认购股
份锁定期的
承诺函

张治安

1、本人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该等
股份上市日起 24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或进行其
他形式的处分。该等股份上市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
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该等股
份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通过本
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的基础
上将自动延长 6 个月。
（若上述期间上市公司发生派息、
送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前述本次
发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如
中公有限 2018 年度或 2019 年度任意一年实际业绩低于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承诺的业绩，则本人通过本次
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锁定期延长至 36 个月，在上
述股份登记至本人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届满时，如
在《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的业绩补偿义务尚未履行
完毕，上述锁定期将顺延至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

2021 年

2018 年 7
2、上述股份锁定安排不影响本次交易利润补偿的实施， 月 27 日
即本人需要进行利润补偿时，上市公司有权提前解除对
本人相应数额股份的锁定，用以进行利润补偿。

1 月 31
日

正常
履行
中

3、本人承诺：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
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
结论明确之前，不转让在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
4、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本人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
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也应遵守前述规定。
5、如前述锁定期安排与最新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
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本人同意按照最新法律法规及
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6、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中公合伙

关于股份锁
定的承诺函

自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本企业转让其持有的
亚夏汽车 80,000,000 股股份过户至本企业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对外转让。若上述期间由于亚夏汽车送股、转
增股本或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该等股份的锁定期
与标的股份相同。

2022 年
2018 年 4
月 27 日

日

本企业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亚夏汽车造成
的一切损失。

李永新等 11
名交易对方

关于中公合
伙出资份额
锁定的承诺
函

自北京中公未来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受让安徽亚
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00 股股份过户至北京中公未来信息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本企业不以
任何方式转让持有的北京中公未来信息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出资份额或从北京中公未来信息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退伙，亦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者让渡或者约定由
其他主体以任何方式部分或全部享有本人/本企业通过
北京中公未来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间接享有的与
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关的权益。

1 月 31

2022 年
2018 年 7
月 27 日

1 月 31
日

正常
履行
中

正常
履行
中

一、保证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
李永新
鲁忠芳
王振东
中公合伙

关于保持上
市公司独立
性的承诺函

1、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及薪酬
管理与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之间完全独立。
2、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均专
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不在本人/本企业控制的
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担任董事、

2018 年 4
月 27 日

长期

正常
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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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以外的职务。
3、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干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
事会行使职权决定人事任免。
二、保证上市公司的机构独立
1、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构建健全的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2、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等依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三、保证上市公司的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
的独立、完整的资产。
2、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经营场所独立于本
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
3、除正常经营性往来外，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
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占用的情
形。
四、保证上市公司的业务独立
1、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
动的相关资质，具有面向市场的独立、自主、持续的经
营能力。
2、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
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避免从事
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具有竞争关系的业务。
3、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
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减少与上
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关联交易；对于确有必要且无法
避免的关联交易，保证按市场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
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
关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五、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1、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
以及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
制度。
2、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
与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共用银行账户。
3、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本人/
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
方兼职。
4、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
策，本人/本企业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5、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本人/本企业对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李永新
鲁忠芳

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
诺函

一、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
人、本人的近亲属控制的其他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
关联方，除本人亲属许华和鲁岩控制的北京中公在线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公在线”）及其下属学校
存在与中公有限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外，其余关联方均未
从事与上市公司、中公有限及其下属公司、学校所从事
的业务相同、相似或相关的业务；除李永新在中公在线
下属昆明五华中公有限培训学校担任董事外，本人未在
与上市公司、中公有限及其下属公司存在竞争业务的其
他公司或企业任职、兼职或提供顾问建议。本人亦未直

2018 年 9
月 20 日

1、北京
市海淀
区凯瑞
尔培训
学校转
让：本承
诺函签
署之日
起 24 个

截至
本报
告期
末，
北京
市海
淀区
凯瑞
尔培
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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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或间接持有与上市公司、中公有限及其下属公司所从
事的业务相同、相似或相关业务的企业或实体的股权
（股份）。
二、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中公在线及其下属 2 所培
训学校中，中公在线未从事任何教育培训业务（待下属
学校转让后予以注销）；中公在线下属北京市海淀区凯
瑞尔培训学校拟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并已签署举办者
权益转让协议，如在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 24 个月内未
完成转让，则本人将督促中公在线将北京市海淀区凯瑞
尔培训学校予以注销；中公在线下属昆明五华中公教育
培训学校已停止营业，待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
正式颁布实施且相关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根据修改后的
《实施条例》制定的配套法规颁布实施后 12 个月内转
让给无关联第三方或注销。
三、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中公有限作为举办人拟将
下属 33 所民非学校 100%举办者权益转让给李永新并签
署了《关于北京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属民非学
校之举办者权益转让协议》。李永新拟将受让的 33 所
民非学校托管给中公有限经营管理并签署了《民非学校
托管协议》。
四、在本次交易完成后，除上述情形外，本人承诺在本
人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
本人、本人的近亲属控制的其他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等关联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或
境外自行或与他人合资、合作、联营、投资、兼并、受
托经营等方式）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所从事的
业务相同、相近或构成竞争的业务，包括：1、不得直
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协助他人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届时正在从事的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相同
或相似的业务或其他经营活动；2、不得直接或间接投
资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届时正在从事的业务
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经济实体；3、本人不会受聘
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任何竞争者或直接或间接
地向该等竞争者提供任何建议、协助或业务机会；4、
本人不会指使、误导、鼓励或以其他方式促使、劝诱、
胁迫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员工或管理人员终止与
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5、本
人不会促使他人聘用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员工或
管理人员。

月内
2、中公
在线下
属昆明
五华中
公教育
培训学
校转让
《实施
条例》正
式颁布
实施且
相关地
方教育
主管部
门根据
修改后
的《实施
条例》制
定的配
套法规
颁布实
施后 12
个月内

校已
转让
给无
关联
第三
方；
其他
承诺
正常
履行
中。

五、本人承诺，如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本人的
近亲属控制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未来从
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则本人将在知
悉该商业机会的 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上市公司，在征
得第三方允诺后，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及其
下属公司。
六、本人保证绝不利用对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了解
和知悉的信息协助第三方从事、参与或投资与上市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或项目。
七、本人如违反上述承诺，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利
益归上市公司所有，给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造成的一
切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于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
日起的 3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的方式予以赔偿。
八、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自身无法
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承诺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
本人应及时披露相关信息。除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
化、自然灾害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外，承诺确已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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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履行或者履行承诺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权益的，本
人应充分披露原因，并向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提出用
新承诺替代原有承诺或者提出豁免履行承诺义务。
九、承诺有效期自签署之日起至本人不再为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时止。
一、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
人、本人的近亲属控制的其他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
关联方/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或者其他经济
组织等关联方均未从事与上市公司、中公有限及其下属
公司、学校所从事的业务相同、相似或相关的业务，除
王振东在关联方北京中公在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下属
学校北京市海淀区凯瑞尔培训学校担任董事外（北京中
公在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北京市海淀区
凯瑞尔培训学校的权益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转让完
成后，王振东不在担任董事职务），本人未在与上市公
司、中公有限及其下属公司存在竞争业务的其他公司或
企业任职、兼职或提供顾问建议。本人/本企业亦未直接
或间接持有与上市公司、中公有限及其下属公司所从事
的业务相同、相似或相关业务的企业或实体的股权（股
份）。

王振东
中公合伙

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
诺函

二、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企业承诺在本人/本企
业作为上市公司股东期间，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
本人的近亲属控制的其他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
联方/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
织等关联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
或境外自行或与他人合资、合作、联营、投资、兼并、
受托经营等方式）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所从事
的业务相同、相近或构成竞争的业务，包括：1、不得
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协助他人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 2018 年 4
月 27 日
公司届时正在从事的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相
同或相似的业务或其他经营活动；2、不得直接或间接
投资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届时正在从事的业
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经济实体；3、本人不会受
聘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任何竞争者或直接或间
接地向该等竞争者提供任何建议、协助或业务机会；4、
本人/本企业不会指使、误导、鼓励或以其他方式促使、
劝诱、胁迫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员工或管理人员终
止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5、
本人/本企业不会促使他人聘用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的员工或管理人员。

长期

正常
履行
中

长期

正常
履行
中

三、本人/本企业承诺，如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
本人的近亲属控制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
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
方未来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则本
人/本企业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在征得第三方允诺后，
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四、本人/本企业保证绝不利用对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的了解和知悉的信息协助第三方从事、参与或投资与上
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或项目。
本人/本企业对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李永新
鲁忠芳

关于减少和
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函

1、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在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期间，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本人的近亲属控
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尽量避免和减
少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除非上市
公司经营发展所必需，将不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进

2018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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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任何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完成后，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
生的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本人、
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本人的近亲属控制的其他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遵循平等、自愿、等价和有偿的一般商业
原则，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并
确保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并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不利用股
东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不会利用拥有的上市公司的
股东权利操纵、指使上市公司或者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使得上市公司以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
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或从事任何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4、本人将督促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本人的近亲属控
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遵守上述各项承
诺。
5、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本人的近亲属控制的
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如违反上述承诺，因
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利益归上市公司所有；给上市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本人承担赔偿责任，
并于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的 30 个工作日内，
以现金的方式予以赔偿。
6、承诺有效期自签署之日起至本人不再为亚夏汽车实
际控制人且与亚夏汽车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时为止。

王振东
航天产业
中公合伙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关于减少和
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函

1、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企业/本企业在作为上市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股东期间，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
本人的近亲属/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组织/本企业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上市公司
及其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2、本次交易完成后，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与上市公司及其
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本人、
本人的近亲属控制/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本企业将遵循市场原则以公允、合
理的市场价格进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8 年 4
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不利用股东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
月 27 日
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3、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企
业不会利用拥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东权利操纵、指使上市
公司或者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使得上
市公司以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
务或者其他资产，或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
为。本人/本企业对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及其
下属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长期

正常
履行
中

是

如承诺超期
未履行完毕
的，应详细
说明未完成

不适用

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
步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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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20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36,931.00

101,205.00

0.0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8,000.00

0.00

0.00

信托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501,903.91

501,903.91

0.00

746,834.91

603,108.91

0.00

合计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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