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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黄蓝 (RYB US; 25.9 美元; 目标价: 32 美元)  
幼教龙头赴美  恰迎高速成长    
 
国内领先的幼儿教育品牌 
红黄蓝 1998 年成立第一所亲子园，旗下拥有红黄蓝亲子园、红黄蓝幼儿园及竹兜育儿三大品牌，业务涉及幼

儿教育各大细分市场。截止 2017 年上半年，红黄蓝拥有直营幼儿园 80 所，直营幼儿园学生人数 20463 名；

加盟幼儿园 175 所；亲子园 853 所。红黄蓝业务覆盖全国 30 个省份中的 307 个城镇，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幼儿

教育服务之一。 
 
运营模式以“直营+加盟”互相促进 
红黄蓝幼儿园及亲子园都采取“直营+加盟”模式，1) 直营模式是收入的主要来源，需注重品牌运营，作为教学

质量、内容研发及口碑的保证；2) 加盟模式共享直营园的教学资源及运营经验，为公司积累园所管理经验；3) 
加盟园所也是公司并购的重要标的池。 
 
学生人数提升直接带动收入增长 
2014-16 年公司营收 CAGR 29.15%，其中直营幼儿园是主要营收来源，占比维持 68%左右。直营幼儿园

2014-16 年学生人数 CAGR 29.98%，考虑到直营园爬坡期为 3-4 年，目前未成熟直营园占比高达 65.57%。

园所数量增长、及次新园利用率的提高，将带动入园幼儿人数增加，我们预计 2019 年直营园幼儿数量将提高

至 30475 人，2016-19 年 CAGR 达 19.4%。同时，结合学费增长，我们预计公司 2016-19 年直营幼儿园收入

CAGR 达 27.2%。 
 
费用率稳中有降，盈利能力持续改善 
红黄蓝学校中 2014 年以后新建的幼儿园有 30 所，料将于 2017-2020 财年开始大幅释放盈利效应。同时，高

利润率的教学产品业务占比将逐渐提升。我们测算，公司毛利率将由 2016 年 15.57%提升至 2019 年

26.66%。同时，由于规模效应体现及运营效率的提升，公司销售、管理费用率有望稳中有降，带动盈利能力

进一步提升。 
 
风险因素 
品牌声誉受损风险，加盟模式经营难以维系的风险，政府政策变化的风险，投资者投资结构不符合公司经营要

求的风险，课程无法顺应时代变化的风险，在园儿童收到意外伤害的风险，大型疾病流行的风险，面临激烈竞

争造成定价压力的风险等。 
 
建议关注 
我们预计 2017-2019 年净利润 11/22/32 百万美元，对应 EPS 分别 0.37/0.69/1.03 美元，现价对应 17-19 年

PE 分别为 51/27/18 倍。红黄蓝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幼儿教育服务供应商之一，采取“直营+加盟”模式迅速扩展

抢占市场，经过 19 年的办学积累了品牌效应。未来次新园利用率提升、新开园所等均将带来学生人数快速增

长，从而保证收入端稳健增长。叠加成本效应，公司盈利料将实现更快增长，预计 2017-19 年业绩 CAGR 达

70.6%，当前股价对应 PEG 仅 0.78 倍。综合基于美股教育龙头平均 PE (40 倍) 进行的估值及 DCF 估值结

果，给予目标价 32 美元，建议投资者关注。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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