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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教育 (1569 HK; 1.35 港元; 目标价: 1.69 港元)  
率先布局在线教育领域  与高教业务协同明显   
 
公司与明世教育成立民生在线教育平台，致力于将民生在线做大做强，2022 年业绩达到目标之后公司有权对

民生在线最多 100%的股权进行收购。 

1) 委托管理安排：委托管理期间 (2019 年 10 月 12 日至 2022 年业绩完成)，重庆梦卓享有标的主体 51%的

表决权，参与标的主体的经营决策，并提供专业管理意见。标的主体每年度净利润的 51%作为管理费支

付给重庆梦卓，但若委托管理期间标的主体亏损，重庆梦卓不承担亏损也不再收取当年度管理费。 

2) 托管期间重组安排：将明世在线、标的主体全部资产和权益转移至民生在线，目标是将民生在线做大做

强。 

3) 计划投资安排：若民生在线的净利润从 2020 年到 2022 年逐年增加，且 2020-2022 年合计净利润不低于

人民币 6,000 万元，2022 年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重庆梦卓或其关联主体有权通过股权转让

及增资方式取得民生在线 51%的股权，这部分估值人民币 1.53 亿元，民生在线整体的估值对应 3 亿元左

右，若 2022 年实现净利润 3000 万，对应 PE 是 10 倍。 

4) 进一步投资安排：若重庆梦卓已行使其收购民生在线 51%股权的权利，且民生在线 2020-2022 年净利润

增长每年都超过 20%，则在交割日后 24 个月内重庆梦卓有权继续收购民生在线剩余 49%股权，估值是

12 倍 PE。收购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收购于交割日后 12 个月内进行，收购民生在线 20%股权；第二期收

购于交割日后 24 个月内进行，收购民生在线 29%股权。 

5) 借款协议条款：民生教育会向民生在线提供资金支持，支付最多不超过 7000万贷款用于日常经营，借款

期限该笔贷款有 51%民生在线股权质押的安排，及民生在线原股东的房产抵押安排，借款期限为从借款

实际放款之日起 42 个月。 
 
标的主体主要在中国内地提供在线成人教育。 

1)  学历教育：学生人数占比约 80%。以本科和专科层次为主，包括学历开放 (60%)、学历成考 (10%)、学

历自考 (4-5%)、学历远程等方式 (较少)。 

2)  职业资格证培训：学生人数占比 20%。标的主体目前已经开展了 20 多种职业资格证书相关的培训。 

3)  标的主体业务规模：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标的主体的在线学生人数超过 11万人，其中专科学历及以

上人数近 9 万人。 
 
风险因素：新学校招生人数不及预期的风险，外延进展不及预期的风险，国家职教发展推进不及预期的风

险。 
 
建议关注：维持公司 2019-20 年净利预测 4.0 亿/4.4 亿元，对应 2019-20 EPS 预计 0.10/0.11 元。当前股价

对应 2019-20 年 PE 为 12/11 倍。估值优势明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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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