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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教育改革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教育改

革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教育改革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教育改革行业的现状、中国教育

改革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教育改革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教育改革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教育改革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教育改革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国际著名教育改革理论哈维洛克(R. G. Havelock)教授曾对&ldquo;教育改革&rdquo;作过如下

定义：&ldquo;教育改革就是教育现状所发生的任何有意义的转变&rdquo;。教育改革是一个系

统工程，应该包括各级各类教育。各级教育有其自身的特点，即使是&ldquo;以人为本&rdquo;

，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要求。婴幼儿与少儿，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都各

有不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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