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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行业市场运营状况分析与行业前景调研

分析研究报告》介绍了民办中小学教育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产业运行环境、

分析了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行业的现状、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民办中

小学教育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

您若想对民办中小学教育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民办中小学教育行业，本报告是您

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章 2017年世界民办中小学教育产业运行概况第一节 2017年全球民办中小学教育运行环境

分析一、全球经济现状及对教育的影响二、全球民办私立教育政策扫描三、全球就业形势分

析第二节 全球民办中小学教育特点分析一、私立基础教育办学主体与办学形式多样性二、企

业参与教育私营化进程及其作用分析三、政府支持是教育私营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四、对民办

私立学校的验收和评估分析第三节 全球民办中小学教育运行综述一、全球私立民办教育运行

机制分析二、西方国家民办学校的经费来源三、民办学校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四、国外政府

对民办学校的管理模式第四节 世界主要国家民办私立教育研究一、美国二、英国 三、俄罗斯 

四、澳大利亚 五、日本、韩国 六、新加坡、马来西亚 第五节 2018-2023年世界私立教育行业

发展趋势分析 一、世界私立教育市场规模将进步扩大 二、各国政府将加大支持及监管力度 三

、政府对私立教育的资助方式趋于多样化 四、世界私立教育呈现出多元化的办学形式 五、世

界私立教育发展将更加注重教育质量与办学特色  第二章 2017年中国民办教育行业运行形势分

析 第一节 中国民办教育行业市场特征分析 一、中国民办教育行业的社会认同感逐步加强 二

、市场呈现出多元化办学主体和多样化办学形式 三、中国民办教育行业越来越重视专业品牌

建设 四、办学和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程度逐步提高 五、基本形成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

发展的格局 第二节 中国民办教育行业运营特征分析 一、中国民办教育行业办学模式分析 二

、中国民办教育行业经营特色分析 三、中国民办教育行业发展思路分析 第三节 中国民办教育

行业存在问题及应对策略分析 一、中国民办教育外部环境问题及建议 二、中国民办教育行业

内部管理问题 三、中国民办教育行业企业应对策略分析  第三章 2017年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

产业运行环境解析 第一节 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一、2017年中国GDP增长情况分析 二

、2017年工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三、201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四、2017年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分析 五、2017年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分析 六、2017年对外贸易的发展形势分析 第二

节 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发展的政策及制度环境分析 一、中国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简介 二、中国

民办教育行业相关促进政策 三、 四、 五、教育部关于大力发展民办中等职业教育的意见 第



三节 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社会环境分析 一、中国人口环境和结构分析 二、中国0-14岁人口数

统计三、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四、中国就业形势发展分析第四节 中国教育行业发展现状分

析一、中国教育总体发展概况二、中国教育机构数量统计三、中国在校学生规模统计四、中

国教育经费支出统计五、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分析六、中国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 第四章 2017

年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产业运行态势分析第一节 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产业发展动态一、深圳

民办中小学获专项奖励资金二、武汉民办中小学行业自律管理三、民办中小学六类违规行为

被严惩第二节 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产业重点省市规范分析一、深圳将建立民办中小学补贴制

度二、温州全面实施民办教育综合改革三、天津市发布民办教育促进条例四、株洲民办中小

学教育发展概况五、黑龙江民办助学教育机构设置标准第三节 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发展主要

存在的问题一、民办教育发展制约因素分析二、中国民办中小学数量逐年减少 三、民办学校

缺乏足够社会认同感 四、民办中小学教师梯队建设不健全 第四节 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发展的

建议  第五章 2017年中国民办中小学市场运营状况分析研究 第一节 中国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基

本状况 一、中国中小学教育机构规模分析 二、中国普通高中数量及在校学生数 三、中国普通

初中数量及在校学生数 四、中国普通小学数量及在校学生数 第二节 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发展

基本状况 一、全国民办中小学教育机构规模分析 二、民办中小学教育机构类型和分布 三、民

办高中数量及在校学生人数分析 四、民办初中数量及在校学生人数分析 五、民办小学数量及

在校学生人数分析 六、全国各省区民办教育经费投入情况 第三节 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发展趋

势和特点 一、注重服务 二、类型增多 三、非正规教育机构参与 四、办学由类城市转向二三

类城市 五、竞争进一步激烈 六、教师成为争夺的主要资源 七、部分地方政府加大了扶持力度

八、民办学校加强内部管理和自律 九、民办学校教育研究得到积极的推进  第六章 中国民办

中小学教育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的竞争优势分析 一、创业劲头

足且效果显著 二、办学理念新颖机构精简 三、管理体制有更大灵活性 四、政府扶持和民众的

意愿 第二节 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的竞争劣势分析 一、外部条件尚不成熟 二、对民办教育存

在偏差 三、学校内部存在着问题 四、学校资金运作的问题 第三节 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面临

的机遇分析 一、国家政策对民办教育的重视 二、民办教育具有潜在市场价值 三、国情和过度

教育的需求机遇 四、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带来机遇 第四节 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面临的挑战分析

一、民办学校原有优势相对在减弱 二、民办办学模式及特色优势减少 三、民办学校教师薪酬

优势在减弱 四、民办教育存在矛盾制约其发展  第七章 中国民办中小学校行业标杆企业研究 

第一节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北京拔萃双语学校 一、学校基本概况 二、学校师资力量 三、学校

办学特色 四、学校课程设置 第二节 上海市民办金盟小学 一、学校基本概况 二、学校发展动

态 三、学校课程设置 第三节 深圳市平湖外国语学校 一、学校基本概况 二、学校办学特色 三

、学校学生社团 第四节 上海市民办新世纪小学 一、学校基本概况 二、学校办学理念 三、学



校课程特色 第五节 北京市私立汇佳学校 一、学校基本概况 二、学校办学规模 三、学校教育

理念  第八章 2018-2023年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行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8-2023年中国

民办中小学教育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国家关于民办教育的发展规划 二、民办中小学教育发

展的必然性 三、民办中小学教育发展三化趋势 四、民办中小学教育未来投资策略 第二节

2018-2023年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行业市场预测分析 一、民办中小学供给预测分析 二、民办中

小学需求预测分析 三、民办中小学盈利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18-2023年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市

场竞争走势分析 一、品牌特色成竞争焦点 二、软硬件成竞争选项 三、竞争区域逐渐扩大  第

九章 2017年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投融资分析 第一节 公共财政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法规变迁分

析 一、公共财政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法规变迁 二、公共财政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变迁 三

、公共财政支持民办教育政策法规变迁启示 第二节 中国民办教育投融资发展历程分析 一、公

立学校统天下，教育经费主要依靠财政划拨（1978年-1992年） 二、民办教育蓬勃发展，私人

办学蔚然成风（1992年-2002年） 三、民办教育新政出台，原有投融资模式重新整合（2003

年-2006年） 四、国际资本与民营资本介入，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2006年至今） 第三节 中

国民办教育投融资方式、特征 一、教育投融资事件日趋增多，影响持续扩大 二、职业教育、

学前教育等细分领域成为投资方关注重点 第四节 中国民办教育风险投资情况分析 一、中国民

办教育风险投资现状 二、民办教育风险投资利弊分析 三、民办教育风险投资管理制度构建 第

五节 2017年中国民办教育行业投融资情况分析 一、2017年中国民办教育投融资情况 二、中国

民办教育融资按细分行业分布 三、2017年中国民办教育投融资动态  第十章 2018-2023年中国

民办中小学教育产业投资分析第一节 2018-2023年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行业投资概况一、民办

中小学教育业投资特性二、民办中小学教育具有良好投资价值三、民办中小学教育投资环境

分析第二节 2018-2023年中国民办教育投资机会分析一、中长期教育纲要民办教育政策分析二

、教育经费不足为民办教育提供契机三、中国民办学校营利政策开始放宽第三节 2018-2023年

中国民办教育投资前景及防范一、民办教育产业政策风险二、民办学校市场竞争风险三、民

营学校经营风险分析四、民办学校财务风险分析第四节 2018-2023年中国民办教育投资前景研

究建议 图表目录：图表 1 2017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率比较 图表 2 国际机构对全球

及主要经济体2018-2023年经济增长预测值 图表 3 2016-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增长变化趋

势图 图表 4 2016-201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化趋势图图表 5 2016-2018年中国全部工业增

加值及增长速度趋势图图表 6 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及其增长速度图表 7

2016-2018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趋势图图表 8 2017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及其增长速度图表 9 2016-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长速度趋势图图表 10 2017

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趋势图图表 11 2016-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

长趋势图图表 12 2016-2018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及增长情况统计图表 13 2016-2018年中国进出口



总额增长趋势图图表 14 2017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图表 15 中国民办教育行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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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消费统计 图表 23 2016-201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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