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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dvantage Group Holdings Limited
中滙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82）

截至2020年5月31日止九個月的
自願性業務進展公告

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截至2020年5月31日止九個月之若干未經審核財務與
營運資料以及業務發展的最新資料，本公告乃按自願基準作出。

摘要

截至5月31日止九個月
增加百分比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人民幣千元） 609,238 528,130 15.4%
營業成本（人民幣千元） 310,386 278,111 11.6%
毛利（人民幣千元） 298,852 250,019 19.5%
在校學生人數 35,444 32,817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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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進展

本公告由中滙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本公司董事（「董事」）
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0年5月31
日止九個月（「回顧期」）之若干未經審核財務與營運以及業務進展的最新資料。

概覽

截至2020年5月31日止九個月：

主要亮點：

本集團的收入同比增長約15.4%至約人民幣609.2百萬元；毛利同比增長約19.5%
至約人民幣298.9百萬元；毛利率同比提升1.8個百分點至49.1%。

本集團在校學生人數為35,444人，較去年同期上升8.0%，其中廣東財經大學華
商學院（「華商學院」）在校學生人數較去年同期增長6.4%至24,126人；廣州華商
職業學院（「華商職業學院」）在校學生人數較去年同期增長11.7%至10,662人；除
學生人數外，本集團在校學生的平均學費也錄得可觀增長，於回顧期內，華商
學院的在校學生平均學費為人民幣24,324元，同比增長11.5%，而華商職業學院
的在校學生平均學費錄得同比增長3.9%至人民幣15,633元。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校網拓展取得重大突破，於國內外分別新增一個校區和學
校。2020年6月初，本集團於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獲得一幅面積約455,652平方
米（約683畝）的土地，以用於興建華商職業學院江門新會校區（「新會校區」）第
一期，第一期可容納約12,000名學生，預計於2021年9月投入使用。此外，於回
顧期內，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中滙學院(Edvantage Institute Australia Pty Ltd，商
號Edvantage Institute Australia，前稱Global Higher Education Australia Pty Ltd)於澳
大利亞獲澳大利亞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予以註冊，以作為本集團新成員學
校提供高等教育課程（包括本科課程及碩士課程），計劃於2021年第一季度開始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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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費退費情況：

關於2019/2020學年住宿費退費，應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通知，由於2019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疫情（「2019冠狀病毒」）的原因，學生無法返校，故需要退還學生
半個學期的住宿費，本集團預計將會退還住宿費總計約人民幣3,600萬。同時，
本集團預估因為2019冠狀病毒使得師生未返校而節省的2020財年的營業成本如
物業管理相關開支及教學相關開支等超過人民幣3,000萬。所以本集團預計2020
財年全年的毛利及毛利率不會因此而受到重大的負面影響。

運營回顧

眾多利好政策出台：

回顧期內，中國內地出台眾多利好本集團高等教育業務及職業教育業務的政策。
2020年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佈會中，提到擴大
碩士研究生招生和專升本規模，全國預計同比增加18.9萬、32.2萬人，其中廣
東省2020年專插本計劃招生由原來的21,987人增至43,432人，擴招近一倍；2020
年5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下達關於在普通高校繼續開展第二學
士學位教育的通知，鼓勵高校開展第二學士學位教育，重點支援高校在國家急
需的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應急技術與管理、電子信息、大數據、生物與醫藥、
養老護理、家政服務等相關領域以及高校有能力、有需要舉辦的專業增設第二
學士學位專業；2020年5月22日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2019年全國高職院校共
擴招116萬人，百萬擴招已如期「交卷」，指出今明兩年職業技能培訓3,500人次
以上，高職院校擴招200萬人。本集團相信以上政策將會全面利好本集團的業
務發展。

四所學校運營情況、2020/2021學年招生計劃及2020/2021學年新生學費範圍：

回顧期內，華商學院已經結束2019/2020學年第二學期，而華商職業學院將於
2020年7月20日結束2019/2020學年第二學期。關於2020/2021學年的開學計劃，
華商學院和華商職業學院的舊生將分別自2020年8月22日起陸續返校報到註
冊，而新生的報到註冊日期目前暫定於2020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期間。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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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旗下海外兩所院校澳洲國際商學院（「GBCA」）和新加坡NYU Language School
（「NYU」）也均處於線上上課狀態，回顧期內，GBCA有619名學生，NYU有37名
學生。NYU已搬至面積更大、地理位置更優的新校址，未來教學體驗及可容納
的學生人數均會得到提升。

關於2020/2021學年的招生計劃，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下達華商學院約5,300
名學額，與2019/2020學年招生計劃相較有所調整的原因是廣東省教育廳為順利
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對獨立學院轉設的相關要求，將廣東省獨立學院
2020/2021學年的招生計劃進行了統一的調整計劃。專插本的招生計劃為1,800
名，與2019/2020學年招生計劃相較增加900人，廣東省2020年專插本考試已經
順利結束，本集團2020/2021學年專插本最終錄取人數待公佈，預計最終的錄取
人數將會超過1,800名；而華商職業學院2020/2021學年的招生計劃約為7,500名，
與2019/2020學年的招生計劃相較增加約2,000。綜合來說，本集團2020/2021學年
的招生計劃整體有比較穩步的增加。

以上提及的招生計劃包含了本科統招、專插本統招及專科統招，值得注意的是，
轉設計劃雖然影響了本集團2020/2021學年本科統招計劃，本集團爭取於2020年
12月底前會完成華商學院的轉設，如果轉設順利如期完成，該影響只影響本集
團2020/2021學年一年的本科統招計劃，當年所受的影響可由專插本、專科及職
業教育業務的發展補回。同時本集團預計2021/2022學年的招生計劃可以在保持
2019/2020學年招生計劃水平的基礎上有所增加。同時，本集團預計2022財年及
之後數年，支付給廣東財經大學的學籍管理費會逐年下降，這將對本集團未來
的發展產生積極影響。

關於本集團2020/2021學年旗下華商學院和華商職業學院的新生學費範圍，本科
課程的新生學費範圍為人民幣28,000–43,800元，同比增加人民幣1,000–4,000元；
專插本課程的新生學費範圍為人民幣27,000–33,000元，同比增加人民幣2,000–
3,200元；專科課程的新生學費範圍為16,500–28,000元，同比增加人民幣1,000元。
可見，本集團旗下院校的新生學費範圍升幅可觀，較高的收費標準體現本集團
不斷提升的辦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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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商E家」平台2019冠狀病毒下優勢盡顯：

本集團的「華商E家」APP在應對此次2019冠狀病毒期間，充分凸顯了優勢。2019
冠狀病毒發生初期，「華商E家」研發出健康卡，以收集師生的健康信息，並嚴
密追蹤他們的健康狀況，提供可靠數據為返校作部署；如應屆畢業生無法返
校參加畢業典禮，亦可通過「華商E家」線上辦理離校手續，避免不必要的人群
聚集，同時有效減輕行政工作量；畢業生離校前，可查詢圖書館、水電欠費情
況，通過「華商E家」補繳欠費，亦可通過「華商E家」繳交相關輔助培訓課程費用。

強強聯合校企合作：

回顧期內，本集團與眾多名企達成校企合作，持續深化產教融合，持續積極
貫徹國家「1+X」證書制度。截至目前，本集團已先後與商湯集團有限公司（「商
湯」）、金蝶軟件（中國）有限公司（「金蝶」）、深圳市中興新雲服務有限公司（「中
興新雲」）及北京百度網訊科技有限公司（「百度」）達成戰略合作，在各個領域
如人工智能、管理信息化、教學信息化及財務共享等方面強強聯合，旨在為學
生提供更多多元化的教學內容及增強學生畢業後的就業能力，同時也助力本
集團的全面數字化轉型。

業務進展

主營業務：

1. 提升辦學條件再增教學資源

• 新會校區：回顧期內，本集團於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獲得一地塊，用
作華商職業學院新校區的第一期及本集團新部署的非全日制學歷教育，
第一期佔地面積約455,652平方米（約683畝），預計可容納學生約12,000
名，第一期預計於2021年9月投入使用。在第一期投入使用後，未來
仍有2期建設會陸續進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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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會校區：華商學院四會校區第一期將如期於2020年9月開始投入運
營，第一期佔地面積約165,166平方米（約248畝），預計可容納學生約
6,000名。該校區整體規劃面積為約533,300平方米（約800畝），預計可
容納約16,000名學生。

• 增城校區：華商科技中心和華商國際會議中心正按照原有進度進行
工程建造。華商科技中心主要用於教學活動；華商國際會議中心主
要用於舉行行業或校企會議、舉辦學術活動和實踐培訓。

隨著四會及新會新校區的相繼落成，本集團合共三個校區（增城、四會及
新會）將為學歷及非學歷教育帶來可觀的學生容量，三個校區均位於具有
經濟和人口絕佳優勢的廣東省，且同時對高等教育資源有著強勁的需求，
彼此的平均車程大約1–1.5小時，結合優質辦學品牌、充足辦學條件、優越
辦學位置，本集團未來數年內生增長可觀。

2. 豐富多元化教育服務

• 深圳佈點：本集團積極於有「中國經濟特區」、「國際化城市」、「中國
硅谷」及「先行示範區」之稱的深圳佈點，作為人工智能、大數據、金
融科技等高端課程授課點，以及創新創業基地和孵化器。辦學點位於
深圳市南山區萬象天地商圈，已於2020年5月投入使用。

3. 優化課程

繼先後與商湯、西南政法大學和金蝶達成合作後，本集團於回顧期內新增
與中興新雲和百度的戰略合作，強強聯合持續為本集團的學生提供更多
多元化課程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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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興新雲達成戰略合作：本集團於2020年5月13日與中興通訊旗下
子公司、中國財務共享服務解決方案領導者中興新雲簽訂合作協議，
雙方共建冠名班，互派專業教師及專家顧問到對方所在學校和企業，
針對財務類專業學生進行學習及實踐教學，共同培養財務共享和中
高級財務管理人才。

• 與百度達成戰略合作：本集團於2020年6月18日與百度簽訂戰略合作
協議，雙方開展大數據、人工智能及金融科技等專業的聯合辦學，並
基於雙方現有的課程體系和資源，根據專業發展需求，共同進行課程
及教學資源開發。

4. 拓展國際網絡 優化教學服務質量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國際校網拓展得到重大突破，中滙學院於澳大利亞獲
澳大利亞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予以註冊，以作為本集團新成員學校提
供高等教育課程（包括本科課程及碩士課程）。此外，倫敦校區也在持續穩
步落實。

• 中滙學院：中滙學院是本集團第一所獲註冊以同時具有本科和碩士
招生資質的高等教育機構。本集團將培養行業前沿高端應用型人才、
適應社會需求高級商業管理人才和時代商業領袖作為辦學教學的宗旨，
將學校發展成華商教育集團海外頂尖高校，擁有頂級師資，並打造國
際化、多元化校園，成為擁有行業超高口碑、環球知名的學校。

 課程設置方面，將以市場營銷本科為起點，積極拓展IT、教育等
傳統移民專業本科課程，並計劃發展成為以MBA為代表的碩士
課程為主，同時配備碩士預科課程的高等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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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計劃方面，本集團一貫注重辦學品質及招生質量，而非追求
量的取勝，目前正在招生的籌備階段，計劃於2021年第一季度開
始招生，預計於4年之內的學生人數可達600人；

 與國內院校的協同方面，本集團設想與華商學院和華商職業學
院合作分別開設「3+2」、「2+2」項目以及為國內院校學生提供前往
中滙學院的環球嵌入式課程。

• 倫敦校區：本集團正在推進倫敦新校區的相關籌備工作，其中，如申
請牌照等工作持續進行中。截至目前，本集團對籌備倫敦新校區還未
有很多投入。

職業教育業務：

本集團的職業教育業務在國家鼓勵於職業院校、應用型本科高校啟動「1+X」
證書制度及高職院校擴招200萬的背景下持續擴大。職業教育業務是本集團的
高增長與高毛利率業務，因此其將成為本集團新的收入增長點。本集團預計
2019/2020財年此版塊業務的收入將同比增加約50%以上（2018/2019財年約人民
幣900萬元），同時其毛利率也會超過主營業務的毛利率（主營業務毛利率：
2018/2019財年約48.6%）。本集團於回顧期內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業務的主要舉措
如下：

• 積極與行業領先機構╱學校合作展國內外高端職業教育培訓課程：

 與商湯合作開發人工智能相關課程（預計於2020/2021學年開始）；

 與金蝶合作開發企業數字化管理人才相關課程（預計於2020/2021學年
開始）；

 與西南政法大學合作結合海外教育資源開展法學類職業培訓項目（預
計於2020/2021學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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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興新雲合作開展中高端企業財務共享人才培訓（預計於2020/2021
學年開始）；

 與百度合作開設百度電腦視覺等應用開發相關課程（預計於2020/2021
學年開始）；

• 增城校區已有較為豐富的職業資格證書培訓課程：

 如CFA、初級會計師、計算機等級、教師資格證、英語四六級、雅思
等；

• 增城校區高技能人才項目不斷推進：

 2019/20學年在校學生人數為2,229人；

• 增城校區成人教育不斷推進：

 2019/20學年在校學生人數為4,164人。

綜合來說，本集團2019/20財年首三季度的業務進展表明，本集團能夠抵抗因
2019冠狀病毒而產生的影響；本集團的校網正在不斷擴大，從而本集團的辦學
條件得到充分的補充；海外辦學的突破正是證明了本集團具有高水平的辦學
質量。展望未來，本集團將不斷持續夯實高等教育業務，同時將大力發展目前
歸類在其他收入的職業教育業務，從而為本公司股東（「股東」）創造更大的價值。

財務摘要

收入

本集團的收入指於華商學院、華商職業學院、GBCA及NYU Language School的
正常業務過程中提供教育服務所得學費及住宿費，以及向堪培拉大學（其於
GBCA提供若干本科課程）提供各項資源及行政支持確認的院校合辦課程費用。
截至2020年5月31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的收入為約人民幣609.2百萬元，較去年
同期增加15.4%，該增加乃由於回顧期內的在校學生人數及平均學費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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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成本

營業成本主要包括員工成本、教學開支、折舊、物業管理開支及其他成本。截
至2020年5月31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的營業成本為約人民幣310.3百萬元，較去
年同期增加11.6%。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2020年5月31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毛利約人民幣298.9百萬元，較去年
同期增加19.5%。截至2020年5月31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的毛利率為49.1%，較去
年同期增長1.8個百分點。該增長乃主要由於在校學生人數及平均學費上升以
及採取了多項成本控制措施所致。

其他主要財務指標

於2020年
5月31日

於2020年
2月29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1,888,411 1,776,255
流動資產 985,315 995,076
流動負債 588,307 613,233
流動資產淨值 397,008 381,843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比率

於2020年5月31日，本集團的流動資金（即銀行結餘及現金以及於以公允價值計
量並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中確認的結構性存款）為約人民幣822.6百萬元（2020
年2月29日：人民幣846.7百萬元）及銀行借款為約人民幣524.9百萬元（2020年2月
29日：人民幣329.8百萬元），計入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於2020年5月31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即銀行借款佔總資產的百分比）為
約18.3%（2020年2月29日：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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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

截至2020年5月31日止九個月，本集團於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內錄得資本開支約
人民幣375.1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08.9%。該增加乃主要由於維護和升級現
有校舍、興建新校舍及收購租賃土地作教育用途而產生的費用所致。

董事會謹此提醒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上述財務及營運數據乃根據初步
評估本集團截至2020年5月31日止九個月之未經核數師審核或審閱之管理賬目
作出。因此，本公告所載之數字及討論不應被視作本集團對截至2020年5月31
日止九個月之財務業績的任何指標或保證。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審慎，
以及避免不當地倚賴該等數據。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滙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廖榕就

香港，2020年7月16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廖榕就先生、陳練瑛女士及廖伊曼女士；非執行董事為廖榕根先生；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剛先生、盧志超先生及李加彤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