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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英语培训行业市场投资前景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咨询报

告》介绍了英语培训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英语培训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英语培训行业

的现状、中国英语培训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英语培训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英语培训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英语培训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英

语培训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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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对一般外语人才的需求。由于历史的原因，针对这两种社会需求，中国的大学英语教育

被分为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由于近几年一些涉外单位和企业对人才英语能力的要求越来

越高，许多用人单位从英语专业毕业生中招聘员工。人才市场的这一趋向更促使中国的许多

原来没有英语专业大学纷纷开办英语专业，招生规模也连年扩大。

   中国的英语教育，如果从目前的国家教育部提出的从小学三年级开设英语课算起，经过小学

的4年、中学（初中和高中）的6年、到大学本科毕业，一个人一般要经过12&mdash;14年的英

语教育（在大学本科阶段，一般要求学生必须接受2年的英语教育，但现在许多学校已开始要

求学生不同程度地接受4年的英语教育）。如果按正常的教学计划（实际上各级学校为追求较

高的及格率，都不同程度地在计划外增加教学时数），每个学生在大学本科毕业时须经

过2000多课时的英语教育，英语课的总教学时数远远超出任何其他课程，成为每个完成大学

学历的人一生中周期最长，课时数最多，负担最重的一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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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市场业已成为中国培训业经济链条上最大的蛋糕之一。预计到 2020 年，中国英语培训市

场规模将突破 2200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16%以上。 2010-2015年我国英语培训市场细分市

场规模

 资料来源：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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