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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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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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
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KOOLEARN TECHNOLOGY HOLDING LIMITED
新 東 方 在 綫 科 技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97）

截至 2 0 2 0年 1 1月 3 0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新東方在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報告期間」）的未經審
核綜合中期業績。該等中期業績已經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於本公告中：(a)「我們」指本公司及（如文義另有所指）本集團；及除非文義另有所述或
另有所指，(b)我們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本集團的主要功能貨幣人民幣（「人民幣」）呈
列，且所呈列數字均為近似值，約整至最接近的整數或小數點後一位（倘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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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

主要財務摘要

截至
2020年

11月30日
止六個月

截至
2019年

11月30日
止六個月 同比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總營收 676,755 567,641 19.2
除稅前期內虧損 (667,402) (94,863) 603.5
所得稅（開支）抵免 (7,024) 7,347 (195.6)
期內虧損 (674,426) (87,516) 670.6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
　— 本公司擁有人 (674,426) (71,282) 846.1
　— 非控制性權益 — (16,234) —
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元） (0.72) (0.08) 800.0
按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經調整虧損(1) (661,413) (56,250) 1,075.8
按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LBITDA(2) (507,609) (108,829) 366.4

(1) 於指定期間之經調整虧損（「經調整虧損」）指期內虧損減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公平值變動收益，再加上期內股份酬金開支。

(2)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虧損（「LBITDA」）指於指定期間內虧損加所得稅開支（抵免）、股份酬金開
支、財務費用、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的減值虧損，扣除撥回、物業及設備折舊以及使用權資產折舊，減該期
間的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業務概覽及展望

我們的業務

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領先的在綫課外教育服務供應商，於在綫課外輔導及
備考方面憑藉優質課程及內容擁有強大的核心競爭力和極高的品牌知名度。我們致力成
為終身學習夥伴，幫助學生充分發揮其潛能。我們透過不同的綫上平台及手機應用程序
以多種形式提供三個核心分部的課程和產品，即大學教育、K-12教育及學前教育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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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概述於所示期間各類課程設置的付費學生人次：

截至
2020年

11月30日
止六個月

截至
2019年

11月30日
止六個月

  

付費學生人次 付費學生人次
  

千人次 千人次

學生
大學教育 299 526
K-12教育 1,838 755
學前教育 3 36

  

總計 2,140 1,317
  

下文概述於所示期間各類課程設置每名付費學生人次的平均開支：

截至
2020年

11月30日
止六個月

截至
2019年

11月30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正式課程
大學教育 1,282 1,128
K-12教育 892 1,040
學前教育(1) 990 (61)

  

小計平均 1,010 1,022
  

入門課程 41 24
  

總計平均 369 425
  

(1) 自2020財年起，學前教育產品綫有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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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表現概覽

儘管COVID-19對全球經濟持續產生影響，但我們欣然宣佈，付費學生總人次大幅增加。
得益於我們的長期增長戰略以及為應對該疫情而採取的有效措施，付費學生人次繼續
增加至2.1百萬人，同比增長62.5%。淨總營收由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567.6百萬元增加19.2%至報告期間的人民幣676.8百萬元。在大學教育分部，我們繼續受
到優化產品綫以及因疫情而推遲或暫停大學重新開放及海外考試的影響，導致淨總營
收及付費學生人次減少。在K-12教育分部，我們的多元化課程策略已開始收穫業績。我
們的新東方在綫K-12大班已成為另一長期增長動力，而我們獨特的地區性直播互動校外
輔導課程（「東方優播」）小班則繼續擴大其在中國低綫級城市的足跡。K-12分部的淨總營
收及付費學生人次同比分別增加162.9%及143.4%。

大學教育

我們大學分部的課程包括大學考試備考及海外備考課程。我們的課程主要供正準備應
考統一考試或尋求提高英語能力的大學學生及在職專業人士。於報告期間，我們進一步
改善產品結構，專注於高價位及更密集的大學備考及海外備考業務，使正式課程的每名
付費學生平均開支由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128元增加至報告期間的人
民幣1,282元。在我們設計新產品及升級我們的核心產品的過程中，我們亦對營銷策略
作出調整，以更好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及將客戶獲取成本維持在合理的水平。由於產品
及營銷策略近期出現變動以及COVID-19疫情的負面影響，於報告期間，我們參加國內
及海外備考課程的學生人數銳減。因此，於報告期間，大學分部的付費學生人次為29.9
萬人，而上一財政期間則為52.6萬人。

K-12教育

我們的綜合K-12課程設置（包括主要為新東方在綫的K-12課程及東方優播課程）提供校外
輔導課程，當中涵蓋中國小學至高中的大部分標準學校學科。我們亦提供專為高等學校
招生全國統一考試而設的備考課程。我們的課程乃專為於中國小學至高中學校接受標
準教育課程的K-12學生精心設計。

於報告期間，我們的擴張計劃取得令人矚目的進展，而我們的K-12教育分部取得出色的
經營及財務業績。我們於K-12分部整體的付費學生人次同比增加143.4%。具體而言，新
東方在綫的K-12課程的付費學生人次同比增加134.4%，而東方優播課程的付費學生人次
同比增加170.3%。K-12教育於報告期間的強勁增長大體歸因於我們在以下方面成功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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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舉措：(i)提升我們的技術基礎設施；(ii)改善我們的在綫產品及內容；及(iii)招聘及
培訓教學人員，其推高了產品及服務的數量、擴展性及質量，並使我們能夠把握快速增
長的需求及留住大量已進行試課或報讀我們課程的重要用戶，尤其是在整個COVID-19
期間。於報告期間，我們繼續加速發展東方優播業務及優化各城市的東方優播課程運
營。於2020年11月30日，東方優播已進入中國26個省的271個城市。

學前教育

我們的學前教育分部提供專為三至十歲兒童而設啟發心智的互動英語學習體驗及其他
學前教育課程。我們透過多納學英語應用程序（「APP」）提供適合兒童的在綫教育內容。
於報告期間，我們專注於多納應用程序的整合及優化，而報告期間的付費學生人次錄得
減少。

戰略更新及未來發展

展望未來，儘管業內競爭日趨激烈，但我們對在綫教育行業以及我們持續增長及整合業
內市場份額的能力仍然充滿信心。我們相信，教育旨在為我們的員工、學生及整個社會
持續創造價值。我們將繼續投資於人才、產品及服務、我們的技術平台及相關系統以及
我們的整體營運。我們相信，這將有助我們吸引、留住及培養優秀的教學人才，並能夠
提供優質的在綫教育產品及服務。我們將繼續採納「以客戶為中心」的方法，優先考慮客
戶需求，並繼續在教育行業提供創新的解決方案。我們相信，對消費者需求行為及學習
意向的深入了解對幫助我們開發專門面向目標受眾的產品及服務至關重要，進而對本
公司的長期生存能力及成功產生深遠影響。此外，經考慮用戶反饋及分析彼等的未來需
求，我們將持續升級及改進我們課程的設計及功能，以實現我們的目標，使更多的中國
學生能夠接受及負擔得起優質的教育。

就大學教育而言，儘管COVID-19疫情導致考試取消及推遲，但我們通過採取一系列新
措施來穩定我們的業務及提高效率，對潛在的挑戰作出快速反應。除不斷優化現有產品
及服務外，我們亦將在品牌、教育資源及多渠道營銷服務方面進一步加強與我們的母公
司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新東方集團」）的合作。我們相信，此舉將使我們能夠升級客
戶獲取渠道及進一步擴大我們的學生基礎，從而為客戶提供更多差異化服務及替代解
決方案。例如，我們通過在整個申請及註冊過程中提供廣泛的支持及建議，可為有潛在
計劃於兩三年後出國的學生提供全面的課程規劃。同時，我們將擴大海外促銷力度，以
拓闊我們的海外用戶群。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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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將新東方在綫K-12大班與東方優播小班相結合，推動了我們近期財務及營運
績效的強勁勢頭。就新東方在綫K-12課程而言，我們繼續增加資源投入以改善我們的教
學、輔導、研發以及教師培訓的能力，從而使我們擁有大量面向多個學科的高水平主講
及輔導老師。我們充分利用與母公司新東方集團的緊密關係，將其27年專長及成功的七
步教學法整合至我們的業務，並持續改善我們的在綫教學產品、服務及方法。我們旨在
利用我們於英語學科教學方面的實力，與中外教師共同教學，推出新版AI+在綫課程，
為學生創造沉浸式雙語學習體驗。我們將在課程、服務及管理系統中利用發達的科學技
術創新，不斷提高每名學生的學習效率及學習成績。我們通過綫上及綫下渠道，致力實
施差異化營銷策略，以優化營運效率及提高品牌黏性及知名度。我們將在中國不同城市
成立專責的綫下體驗中心及營銷團隊，而非進行激進的營銷或廣告宣傳，我們相信，將
綫上及綫下營銷策略相結合，可幫助現有及潛在客戶與我們的品牌建立情感聯繫，從而
使我們從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

就我們獨特的東方優播小班而言，我們計劃進一步利用我們的先發優勢，並繼續加速向
更多地理區域的擴展。於報告期間，我們已進軍99個新城市，覆蓋271個城市及26個省。
通過推出低成本、多學科課程套餐（即三門科目收取人民幣300元），我們預期我們的營
運效率及客戶體驗將得到提升。我們繼續對僱員進行大量投資，提高教學和培訓專業人
員的整體報酬，同時實施更加嚴格和全面的內部員工績效評估系統，以確保源源不斷地
供應優秀教師並吸引更多全職人才。因此，隨著我們東方優播商業模式的日益成熟，我
們預計東方優播於中國各城市的表現將繼續顯著提升，這將使我們獲得更大的市場份
額及建立更穩固的競爭壁壘。總體而言，我們採用差異化營銷策略，以及我們對改善教
學質量、技術基礎設施、產品供應及營運效率的長期承諾，將有助於確保我們的長期可
持續性及成功。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總營收

我們的總營收由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67.6百萬元增加19.2%至截至2020
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676.8百萬元。

大學教育

我們的大學教育分部總營收由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61.4百萬元減少
19.1%至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92.4百萬元。該減少主要由於自上一財
年以來我們對大學教育領域的主要產品綫進行調整及提升，以及自COVID-19爆發以來
取消若干國內或海外考試及施加旅行限制而產生的延長效應所致。大學教育分部的付
費學生人次由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52.6萬人減少至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
個月的29.9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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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2教育

我們的K-12教育分部總營收由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28.2百萬元增加
162.9%至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36.9百萬元，乃主要由於新東方在綫的
K-12課程及東方優播課程的加速擴展所致。於報告期間，我們持續實施多元化課程設置
策略，並積極投資於新東方在綫的K-12課程及我們獨特的東方優播小班課程。通過加強
教學、輔導、課程研究及產品創新能力，我們不斷提高向學生及終端用戶提供的產品及
服務的質量。K-12教育分部的付費學生人次由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75.5萬人
增加143.4%至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1.8百萬人。尤其是，新東方在綫的K-12課
程及東方優播課程的付費學生人次分別同比增長134.4%及170.3%。

學前教育

我們的學前教育分部總營收由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1.5百萬元減少
79.3%至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4百萬元，主要由於於2020財年優化及
提升我們的多納學英語應用程序以及終止多納在綫課堂的直播英語課程所致。

機構客戶

自機構客戶收取的總營收由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6.6百萬元減少24.0%
至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3.0百萬元。

總營收成本、毛利╱毛損及毛利率

我們的總營收成本總額由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50.5百萬元增加109.0%
至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23.6百萬元，主要由於教學人員成本及課程研
究人員成本增加（尤其是在K-12教育分部，由於我們投入大量資源來提高課程及服務質
量，該等項目較上一財政期間分別增加73.1%及268.3%）所致。

我們的毛利由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17.1百萬元減少51.7%至截至2020
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53.1百萬元。我們的毛利率由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
月的55.9%減少至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22.6%，主要由於我們K-12分部的強勁
發展所致。

大學教育

我們大學教育分部的總營收成本由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14.0百萬元減
少20.8%至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90.3百萬元，主要由於教材成本及教學
人員成本減少所致。

我們大學教育業務的分部毛利由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47.4百萬元減少
18.3%至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02.2百萬元，而分部毛利率由截至2019
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68.5%增加至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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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2教育

我們K-12教育分部的總營收成本由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11.8百萬元增
加281.2%至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26.0百萬元，主要由於新東方在綫的
K-12課程增加及東方優播拓展至更多地區，須投放大量前期投資以吸引合資格教師及設
計優質課程所致。

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K-12業務的分部毛損為人民幣89.1百萬元，而截至
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則為分部毛利人民幣16.4百萬元。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
月，分部毛損率為26.5%，而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則為分部毛利率12.8%，主要
由於我們繼續加強課程設置及投入更多資源進行課程開發，今年夏天新東方在綫K-12課
程的付費學生人次大幅增長，以及籌備將於未來季度推出的新產品，需要對教學及課程
研究人員成本進行更高初期投資，加上所有新東方在綫K-12課程及東方優播課程均通過
直播方式提供，令資訊科技支持及技術成本均有所增加。

學前教育

我們學前教育分部的總營收成本由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2.8百萬元減
少70.8%至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7百萬元，主要由於因我們減少該分
部的直播英語學習課程並專注開發多納學英語應用程序，導致教學人員成本及課程研
究人員成本減少所致。

我們學前教育業務的分部毛利於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0.7百萬元，而於
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則為分部毛利人民幣8.7百萬元，而毛利率由40.6%減少至
16.2%，主要由於我們對多納學英語應用程序作出業務調整所致。

機構客戶

我們向機構客戶提供服務的總營收成本由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2.0百
萬元減少69.6%至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6百萬元。

我們向機構客戶提供服務的分部毛利由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4.6百萬
元減少11.7%至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9.4百萬元，而毛利率由78.8%增加
至91.5%。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我們的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由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88.8百萬元減少
27.9%至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64.0百萬元，主要由於錄得外匯虧損淨
額，而上一報告期間則錄得外匯收益淨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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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營銷開支

我們的銷售及營銷開支由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91.6百萬元增加76.7%
至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15.3百萬元，主要由於因我們成立多渠道營銷
團隊來推廣我們的產品，並通過採用各種創新的綫上及綫下方法來穩定客戶獲取成本，
導致員工成本增加（尤其是銷售及營銷專業人士的人數增加）所致。

研發開支

我們的研發開支由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28.9百萬元增加81.6%至截至
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34.1百萬元，主要由於我們的業務戰略需要更多合資
格研發人員、技術人員及工程師以支持我們擴張，導致員工成本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

我們的行政開支由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78.8百萬元增加62.6%至截至
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28.1百萬元，主要由於業務戰略需要更多合格行政人
員導致員工成本及股份酬金開支增加所致。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我們分佔聯營公司利潤由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3百萬元增加8.0%至截
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5百萬元，主要由於我們分佔北京時代雲圖圖書有
限責任公司業績導致利潤增加所致。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我們的所得稅開支由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抵免人民幣7.3百萬元增加195.6%至
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開支人民幣7.0百萬元，主要由於本報告期間就遞延所得
稅負債的貸項產生所得稅開支，而上一報告期間就遞延稅項資產的借項產生所得稅抵
免所致。

期內虧損

由於上文所述，我們的期內虧損由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87.5百萬元增
加670.6%至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674.4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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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為補充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及呈列的財務資料，我們亦採納並非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規定或並非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呈列的「經調整虧損」及LBITDA作為非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計量。我們相信，該等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剔除管理層認為對我們的經營表
現不具指示性的項目的潛在影響，有利於比較不同期間的經營表現。我們亦相信，該等
計量通過與其幫助我們管理層的相同方式為投資者及其他人士在了解及評估我們的綜
合損益表時提供有用資料。然而，謹請注意我們呈列的LBITDA未必可與其他公司所呈
列類似標題的計量相比。此等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用作分析工具存在局限性，　閣
下不應將其視為獨立於或可代替我們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所呈報綜合損益表或財務
狀況的分析。

我們將經調整虧損定義為期內虧損減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收益，
再加上期內股份酬金開支。我們已將LBITDA定義為某一特定期間的虧損加所得稅開支
（抵免）、股份酬金開支、財務費用、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的減值虧損，扣除撥回、物業
及設備折舊以及使用權資產折舊，減該期間的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下表載列我們淨虧損與經調整虧損的對賬：

截至
2020年

11月30日
止六個月

截至
2019年

11月30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與經調整虧損的對賬：
期內虧損 (674,426) (87,516)
減：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收益
　— 非流動資產 134,092(1) 14
加：
股份酬金開支 147,105 31,280
經調整期內虧損 (661,413) (56,250)

附註：

(1) 於報告期間，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收益包括理財產品所得利息收入，但其不包括在經調
整虧損的計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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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我們虧損與LBITDA的對賬：

截至
2020年

11月30日
止六個月

截至
2019年

11月30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與LBITDA的對賬
期內虧損 (674,426) (87,516)
加：
所得稅開支（抵免） 7,024 (7,347)
股份酬金開支 147,105 31,280
財務費用 7,373 4,555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的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3,145 209
物業及設備折舊 17,793 6,200
使用權資產折舊 48,335 32,544
減：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63,958 88,754
LBITDA (507,609) (108,829)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報告期間，我們主要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於2020年12月24日所發行股份的墊款滿
足我們的現金需求。於2020年11月30日，我們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19億元及定
期存款為人民幣330.4百萬元，而於2020年5月31日，我們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
480.3百萬元及定期存款為人民幣15億元。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指銀行結餘及現金，而銀行
結餘及現金包括現金及原到期日為三個月或以下的短期存款。

於報告期間，我們主要以現金支付營運所需資金及其他經常性開支，以支持我們的業務
擴張。展望未來，我們相信，流動資金需求將同時以內部產生的現金以及本公司全球發
售（「全球發售」，誠如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3月15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述）及認
購新股（誠如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2月24日及2020年9月8日的公告所述及進一步詳述於
本公告「—報告期間後事項」）所得款項淨額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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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的資本開支：

截至
2020年

11月30日
止六個月

截至
2019年

11月30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購買物業及設備 59,714 33,357

我們分別於截至2019年及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資本開支，主要為購買物業及設備。
截至2019年及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分別購買物業及設備人民幣33.4百萬元及
人民幣59.7百萬元。

資產負債表外承擔及安排

截至2020年11月30日，我們並無訂立任何資產負債表外交易。

有關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截至2020年11月30日，我們並無關於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任何其他可預見計劃。

重大收購及╱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於報告期間，我們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收購及╱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0年11月30日，我們有7,588名全職僱員及5,756名兼職僱員（2019年11月30日：2,813
名全職僱員及4,051名兼職僱員）。本集團所僱用的僱員人數會根據需要不時變動，並根
據行業慣例為僱員提供報酬。

我們的成功取決於我們吸引、保持及激勵合資格人員的能力。本集團會定期檢討僱員的
薪酬政策及待遇。除養老金及內部培訓計劃外，亦可根據對個人表現的評估結果授予僱
員酌情花紅、股份獎勵及購股權。

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產生的薪酬開支總額（包括股份酬金開支）為人民
幣976.5百萬元，同比增加188.8%。



13

外匯風險

當商業交易或已確認資產及負債以我們營運實體所採用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時，
則會產生外匯風險。我們於中國經營，而大部分交易以人民幣結算。於報告期間，我們
持有以美元及港元計值的資產及負債。我們持續監察貨幣匯率變動，並將採取必要措施
緩解匯率影響。

債務

於報告期間，我們並無產生任何銀行貸款或其他借貸。考慮到銀行結餘及現金、定期
存款、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 經營活動所得理財產品及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
額，董事認為我們擁有充裕的現金及資本資源，足以撥付營運及擴張所需，因此，於本
公告日期起計12個月內，我們並無計劃產生任何借貸。

抵押資產

於2020年11月30日，本集團資產概無抵押。

或然負債

截至2020年11月30日，我們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報告期間後事項

於報告期間，於2020年9月8日，本公司與新東方集團（一家於紐約證券交易所（股份
代號：EDU）及聯交所（股份代號：9901）上市的公司）及Tigerstep Developments Limited
（「Tigerstep」）訂立認購協議，以按每股認購股份30.00港元（相當於每股認購股份3.87美
元）的認購價認購本公司合共59,432,000股普通股（相當於每股面值0.00002美元）（「股份認
購」）。新東方為本公司的母公司及控股股東，而Tigerstep則為一家由本公司主席兼董事
俞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有關股份認購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9月
8日及9月28日的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0月14日的通函。股份認購已於2020年12
月24日完成（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2月24日的公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自報告期間末直至本公告日期，概無發生影響本公司的其他重大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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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2018年2月7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而我們的股份自
2019年3月28日起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

我們致力維持及推行嚴格的企業管治。本公司企業管治的原則是推行有效的內部控制
措施，並提高董事會對全體股東的透明度及問責性。於報告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
管治守則」）中的適用守則條文。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我們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規管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行為守則。據董事所深知及確信，全體董事均確認
彼等於報告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我們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及企業管治守則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
為檢討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報告流程及內部控制系統（包括風險管理）、審閱及批准關
連交易（定義見上市規則）以及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
董瑞豹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吳強先生及鄺偉信先生。

審核委員會連同我們的外部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20年11
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亦與高級管理層成員討論本
公司採納的會計政策及慣例等事宜以及內部控制措施。

其他董事委員會

除審核委員會外，本公司亦已成立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請參閱本公告「—報告期間後事項」所載股份認購的詳情。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報告期
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於聯交所上市的任何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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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訴訟

於2020年11月30日，本公司並無捲入任何重大訴訟或仲裁，本公司董事亦不知悉本公司
有任何尚未了結或面臨威脅的任何重大訴訟或索償。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於報告期間的中期股息（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無）。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變動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

我們的股份於2019年3月28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合共為18億港
元。截至2020年11月30日，本集團已按下列方式及根據招股章程所載擬定用途使用全球
發售所得款項淨額。於本公告日期同日，董事會已議決變更餘下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
（「變更所得款項用途」）。該等所得款項淨額的動用情況及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的最新變更概述如下：

全球發售
所得款項

淨額

於2020年
11月30日
已動用

截至
2020年

11月30日
止六個月
已動用(2) 餘額

建議變更
餘下所得
款項淨額
的用途

百萬港元 (1)

員工招聘及培訓活動 533.4 533.4 389.9 — 533.4
收購及╱或投資 533.4 — — 533.4 —
課程開發 177.8 167.6 149.1 10.2 10.2
技術基礎設施 177.8 177.8 19.7 — —
營銷活動 177.8 177.8 19.7 — —
營運資金及
　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177.8 177.8 106.0 — —

附註：

(1) 包括部分行使超額配股權之所得款項淨額（詳情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4月22日的公告），其將由本公司用
於招股章程所載者且分配比例相同。相同金額已結轉至本報告期間初。

(2) 按1港元兌人民幣0.83461元的匯率（即於本公告刊發日期前當日由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港元兌人民幣中間匯
率）從人民幣轉換而得。本表所呈列的數字均為約數，並可能受貨幣匯率波動及約整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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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所得款項用途的理由

變更所得款項用途反映本公司聘請更多具有才華的教學及工程職員的長期戰略，我們認
為這對我們於在綫教育行業主要業務領域的持續長期增長至關重要。自上市起，人力資
源投資始終是重點關注事項，其反映了我們的一項創辦原則 —  培訓教師達到彼等可實
現的最佳狀態。此外，自上市起，董事會尚未確定任何合適的業務目標以進行收購或進
行重大投資。鑑於全球經濟形勢仍在應對COVID-19或處於從其復甦的早期階段，我們
擬繼續專注於鞏固及擴充其現有業務和客戶群，同時提升其現有平台、產品和服務，這
意味著會繼續投資於人力資源以及保留、發展及招聘職員。董事會認為，變更所得款項
用途與本公司的長期策略及創辦原則一致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的最佳利益。

我們將自本公告日期起三年內根據上文詳述的變更所得款項用途逐步動用所得款項淨
額。

股份認購所得款項淨額

股份認購已於報告期間後完成並籌集所得款項淨額18億港元。股份認購所得款項淨額於
報告期間並無獲動用。我們擬按日期為2020年10月14日的通函所載之方式及期限內使用
股份認購所得款項淨額，並預期於完成日期（即2020年12月24日）後三年內動用股份認購
所得款項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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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11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總營收 3 676,755 567,641
總營收成本 (523,621) (250,535)

  

毛利 153,134 317,106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4 63,958 88,754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的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3,145) (209)
銷售及營銷開支 (515,316) (291,553)
研發開支 (234,100) (128,883)
行政開支 (128,095) (78,797)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3,535 3,274
財務費用 (7,373) (4,555)

  

除稅前虧損 (667,402) (94,863)
所得稅（開支）抵免 5 (7,024) 7,347

  

期內虧損 6 (674,426) (87,516)
  

其他全面收入
隨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外國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 124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674,426) (87,392)  

以下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674,426) (71,282)
　非控制性權益 — (16,234) 

 

(674,426) (87,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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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1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74,426) (71,158)
　非控制性權益 — (16,234) 

 

(674,426) (87,392)  

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元） 7 (0.72)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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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11月30日

附註
2020年

11月30日
2020年

5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 152,857 81,676
　使用權資產 329,354 331,122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85,993 82,45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9 317,420 183,328
　購買物業及設備的按金 4,810 13,852
　可退回租賃按金 16,605 15,396

  

907,039 707,832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40,942 41,993
　預付款項 48,272 70,83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9 764,064 277,800
　定期存款 330,438 1,470,53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52,839 480,251

  

3,036,555 2,341,412
  

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93,915 77,263
　合約負債 11 492,141 420,103
　退款責任 65,857 36,491
　貿易應付款項 12 23,905 34,067
　應計開支及其他應付款項(1) 1,660,663 343,752

  

2,336,481 911,676
  

流動資產淨值 700,074 1,429,73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07,113 2,137,568
  

(1) 於2020年11月30日，應計開支及其他應付款項所包含的人民幣1,314,739,000元乃就將予發行的普通股來自新東
方教育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的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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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2020年

11月30日
2020年

5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1 120
　儲備 1,342,274 1,863,580

  

總權益 1,342,395 1,863,70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2,751 25,648
　租賃負債 231,967 248,220

  

264,718 273,868
  

1,342,395 1,86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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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新東方在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8年2月7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
章公司法（1961年第3號法例，經合併及修訂）》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
司。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新東方集團」）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向學前兒
童、中小學學生、大學生及其他職業人士提供綫上教育服務。本集團亦向公共圖書
館及大學提供教育及相關服務。

本公司股份已自2019年3月28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列示，人民幣亦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按公平值計算較為適合之金融工
具除外。

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相關法律及監管制度限制從事本集團所從事增值電信
服務公司的外資擁有權，故本集團於中國透過北京新東方迅程網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迅程」）、北京酷學慧思網絡科技有限公司（「酷學慧思」）及北京東方優播網
絡科技有限公司（「東方優播」）（統稱「綜合聯屬實體」）開展大部分業務。於2018年5月
10日，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北京德信東方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德信東方」）與綜合
聯屬實體及其各自股權持有人訂立合約安排（「合約安排」），使德信東方及本公司能
夠：

‧ 收取或有權享有其參與投資對象活動所產生的可變回報，並有能力透過其對綜
合聯屬實體的權力影響該等回報；

‧ 行使綜合聯屬實體股權持有人的控制性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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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取綜合聯屬實體產生的絕大部分經濟利益回報，作為德信東方所提供業務支
持、技術及諮詢服務的代價；

‧ 獲得不可撤回及獨家權利，以無償或按照中國法律允許的最低購買價格從各股
權持有人購買綜合聯屬實體的全部或部分股權。德信東方可隨時行使此類選擇
權，直至獲得綜合聯屬實體的所有股權及╱或所有資產為止。另外，未經德信東
方事先同意，綜合聯屬實體不得出售、轉讓或處置任何資產，或向其股權持有人
作出任何分派；及

‧ 獲得股權持有人對北京迅程全部股權的抵押，作為北京迅程及酷學慧思應付德
信東方所有款項的抵押品，並確保北京迅程及酷學慧思履行合約安排下的責任。

本集團並無持有綜合聯屬實體的股權。然而，根據合約安排，本集團可對綜合聯屬實
體行使權力，有權享有參與綜合聯屬實體經營所得的可變回報，並有能力通過對綜
合聯屬實體的控制權影響上述回報，故被視為對綜合聯屬實體擁有控制權。因此，
本公司將綜合聯屬實體視為間接附屬公司以供會計處理用途。於重組完成後，本公
司將綜合聯屬實體的資產、負債、總營收、收入及開支綜合入賬。

除採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應用變得為與本集
團相關的若干會計政策而導致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2020年5月31日止年
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列者相同。

採用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於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已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中對
概念框架的引用的修訂以及首次採用以下於2020年1月1日或2020年6月1日之後開始
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寬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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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中對概念框架的引用的修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對本集團當前及先前期間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載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的披露概無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向執行董事（即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匯
報的資料側重於提供服務的類型。

具體而言，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本集團的可報告分部如下：

1. 大學教育 — 針對大學及以上程度學生及成人的綫上教育服務。

2. K-12教育 — 針對小學、初中及高中學生的綫上教育服務。

3. 學前教育 — 針對學前兒童的綫上教育服務。

4. 機構客戶 — 為機構客戶提供的綫上教育服務。

下表為按可報告分部劃分的本集團總營收及業績分析：

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大學
教育

K12
教育

學前
教育

機構
客戶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總營收 292,419 336,860 4,447 43,029 676,755
總營收成本 (90,253) (425,996) (3,725) (3,647) (523,621)

     

分部毛利（毛損） 202,166 (89,136) 722 39,382 153,134
     

未分配收入及開支：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63,958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的
　　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3,145)
　銷售及營銷開支 (515,316)
　研發開支 (234,100)
　行政開支 (128,095)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3,535
　財務費用 (7,373)

 

除稅前虧損 (667,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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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大學
教育

K12
教育

學前
教育

機構
客戶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總營收 361,392 128,154 21,510 56,585 567,641
總營收成本 (113,990) (111,762) (12,773) (12,010) (250,535)

     

分部毛利 247,402 16,392 8,737 44,575 317,106
     

未分配收入及開支：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88,754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的
　　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209)
　銷售及營銷開支 (291,553)
　研發開支 (128,883)
　行政開支 (78,797)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3,274
　財務費用 (4,555)

 

除稅前虧損 (94,863)
 

分部毛利（毛損）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匯報的計量指標。分部
毛利（毛損）指各分部所賺取之毛利（產生之毛損），而分部業績不包括其他收入、收
益及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的減值虧損，扣除撥回、銷售及營銷開支、研發開
支、行政開支、分佔聯營公司業績及財務費用。

並無向主要經營決策者提供就可報告及經營分部所得的分部資產及負債資料和其他
分部資料以供彼等審閱。因此，並無按可報告及經營分部呈列本集團資產及負債和
其他分部資料的分析。

本公司的所在地為中國，且於截至2020年及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總營收
全部來自中國的外部客戶。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

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向單一客戶提供的服務概無超過本集團總營收的10%
或以上（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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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截至11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收益 142,072 6,891
外匯（虧損）╱收益淨額 (97,031) 45,243
額外增值稅（「增值稅」）進項抵扣及增值稅減免(i) 9,542 1,647
定期存款所得利息收入 4,412 24,871
政府補助 2,538 762
銀行結餘所得利息收入 1,766 8,732
租賃按金所得利息收入 404 330
租賃終止收益 222 2,672
出售物業及設備的虧損 (1) (2,533)
其他 34 139

  

63,958 88,754
  

附註：

(i) 由於增值稅改革及COVID-19疫情造成的增值稅減免，本集團於損益確認的額外增值稅進項抵扣及增值
稅減免分別為人民幣4,284,000元（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647,000元）及人民幣5,258,000
元（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無）。根據增值稅改革細則第39條，滿足所有適用標準後，於2019年
4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合資格享有10%額外增值稅進項抵扣的增值稅抵免。此外，自2020年1
月起，根據財稅[2020]8號，2020曆年本集團若干服務總營收暫時獲豁免繳納增值稅。

5.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11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79) —
遞延稅項（附註20） 7,103 (7,347)

  

7,024 (7,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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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Dong Fund Co., Ltd.均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由於彼等在開曼群島並無開展
業務，故根據開曼群島稅務法律獲豁免繳納稅項。自2020年5月31日起，本集團稅務
狀況並無出現重大變動。本集團主要附屬公司的適用稅率如下。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
於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稅率為25%（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25%）。

本集團於中國營運的附屬公司有資格享有若干稅收優惠。北京迅程於2017年榮獲「高
新技術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稱號，於2017至2019曆年享有15%的優惠稅率。根據
2008年1月1日生效的企業所得稅法，高新技術企業稱號有效期為三年，而合資格企
業可於期滿後再申請三年有效期，惟彼等的業務營運須繼續符合新的高新技術企業
身份資格。於2020年，北京迅程續新證書並繼續於2020至2022曆年享受優惠稅率。
於2018年，酷學慧思取得其高新技術企業稱號，於2018至2020曆年享有15%的優惠稅
率。於其後年度，稅務機關將重新評估本集團的高新技術企業身份。根據企業所得
稅法，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合資格研發開支可經有關稅務部門批准扣除有
關開支175%的所得稅（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175%）。本集團於海南及珠海營
運的附屬公司合資格享受當地稅項寬免。根據當地稅收政策，本集團的附屬公司海
南海悅東方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及珠海崇勝合力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符合相關標準及可
享受15%的優惠稅率。

6. 期內虧損

期內虧損乃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截至11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物業及設備折舊 17,793 6,200
使用權資產折舊 48,335 32,544

  

折舊及攤銷總額 66,128 3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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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11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674,426) (71,282)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939,928,452 936,852,651

  

截至2020年及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
內虧損計算。

計算截至2020年及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虧損所用的股份數目已計及與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有關的發行在外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計算截至2020年及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虧損並未假設行使本公司的購
股權，原因為假設行使購股權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

8. 股息

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概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付股息（截至2019年11月30日
止六個月：無）。本公司董事已議決，將不派發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股息
（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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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2020年
11月30日

2020年
5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 非上市股權投資(a) 317,420 183,328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 理財產品(b) 764,064 277,800

  

(a) 股權投資包括本集團於分別在中國及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北京寓樂世界集團（「寓樂世界」）及北京翼鷗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翼鷗」）的優先股投資。

(b) 理財產品購買自多家銀行，預期回報率介乎每年0.30%至3.80%，到期日介乎1天至97天。該等理財產品的
本金及回報均無保證。

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向寓樂世界購買在綫課程服務及轉介服務達
人民幣1,338,000元（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零）。

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向翼鷗購買在綫課堂相關服務達人民幣
9,176,000元（截至2019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9,215,000元）。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020年
11月30日

2020年
5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20,298 15,137
減：信貸虧損撥備 (6,888) (3,743)

  

13,410 11,394
其他應收款項 27,532 30,59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40,942 4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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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客戶產生的貿易應收款項

訂有合約的機構客戶獲授的信貸期為自發票日期起計90天內。

貿易應收款項基於發票日期呈列（扣除信貸虧損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0年
11月30日

2020年
5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至90天 7,932 6,880
91至180天 3,873 2,890
181至365天 1,193 1,491
365天以上 412 133

  

13,410 11,394
  

11. 合約負債

2020年
11月30日

2020年
5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與下列人士相關的合約負債：
　學生 455,878 378,006
　機構客戶 36,263 42,097

  

492,141 420,103
  

下表列示於報告期間末的未履行合約及預期確認總營收的時間。

2020年
11月30日

2020年
5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預期於一年內確認
　學生 425,675 364,449
　機構客戶 30,090 36,276
預期於一年後確認
　學生 30,203 13,557
　機構客戶 6,173 5,821

  

總計 492,141 4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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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基於發票日期呈列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0年
11月30日

2020年
5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至90天 17,135 24,156
91至180天 5,446 6,333
181天至1年 412 2,014
1年至2年 84 241
2年以上 828 1,323

  

23,905 34,067
  

貿易應付款項包括於2020年11月30日為數人民幣2,373,000元（2020年5月31日：人民幣
895,000元）的應付關聯方款項，按發票日期計，其賬齡為90天內。

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koolearn.hk。本
集團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適時刊載於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
並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新東方在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俞敏洪先生

香港，2021年1月22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下列成員：執行董事孫東旭先生及尹強先生；非執行董事俞敏洪先生、孫暢女士、
吳強先生及梁育華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哲莹先生、董瑞豹先生及鄺偉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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