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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高

等教育机构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机构行业

的现状、中国高等教育机构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高等教育机构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及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高等教育机构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高等教育机构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高等教育机构（大学），泛指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指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和授权颁发学

位的高等教育组织，包括大学、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校等。

     &ldquo;大学&rdquo;一词是从拉丁语&ldquo;UNIVERSITAS&rdquo;派生，大致意思

是&ldquo;教师和学者的社区&rdquo;。大学的教学层次通常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研究生和本

专科；其中研究生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两个层次，本专科分为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

。教学方式主要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

     截至2015年5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845所，其中：普通高等

学校2553所（含独立设置民办普通高校447所，独立学院275所，中外合作办学7所），成人高

等学校292所。

     近年来，在学校数量持续下滑的同时，民办学校收到国家政策持续利好，数量一直维持震

荡上升的趋势。2019年7月，根据教育部公布了《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

示，2017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1.38万所，同比增长0.41%，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7.76万所，

同比增长3.90%。民办教育发展快速，2017年学校数量占比全国总数34.57%，学校增速远高于

总体增长水平。预测2019年，民办学校数量将进一步上升至18.84万所。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19年民办大学（含独立学院）普通本专科在校生649.60万人，比上年增长3.36%，占全国

比例22.95%。硕士研究生在学1490人。

                               时间   我国民办大学（含独立学院）在校学生数量走势   增速（%）     2013年  

557.52   　     2014年   587.5   5.38     2015年   610.9   3.98     2016年   634.06   3.79     2017年   628.47  

-0.88  2018年649.7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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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3 高校留学生招生渠道单一化

 8.2.4 制约留学生招生的主要因素

 8.3 国内高校留学生招生优秀案例

 8.3.1 北京语言大学

 （1）学校基本情况



 （2）学校留学生现状分析

 （3）学校留学生教育课程体系

 （4）学校留学生奖金项目设置

 （5）学校留学生招生宣传策略

 8.3.2 复旦大学

 （1）学校留学生现状分析

 （2）学校留学生教育课程体系

 （3）学校留学生奖金项目设置

 （4）学校留学生招生改革分析

 （5）学校留学生招生宣传策略

 8.3.3 暨南大学

 （1）学校留学生现状分析

 （2）学校留学生教育课程体系

 （3）学校留学生奖金项目设置

 （4）学校留学生招生宣传策略

 8.3.4 华东师范大学

 （1）学校留学生现状分析

 （2）学校留学生教育课程体系

 （3）学校留学生奖金项目设置

 （4）学校留学生招生宣传策略

 8.4 高校留学生招生策略创新

 8.4.1 强化服务意识

 8.4.2 加强校际合作

 8.4.3 开展2+2项目

 8.4.4 多渠道、多层次招生

  

 第九章　典型高校招生情况及策略借鉴

 9.1 公办本科高校招生情况及招生策略借鉴

 9.1.1 清华大学

 （1）学校基本情况

 （2）专业设置特色

 （3）软硬件配套实力



 （4）自主招生政策

 9.1.2 北京大学

 （1）学校基本情况

 （2）专业设置特色

 （3）软硬件配套实力

 （4）自主招生政策

 9.1.3 复旦大学

 （1）学校基本情况

 （2）专业设置特色

 （3）软硬件配套实力

 （4）自主招生政策

 9.1.4 上海交通大学

 （1）学校基本情况

 （2）专业设置特色

 （3）软硬件配套实力

 （4）自主招生政策

 9.1.5 中国人民大学

 （1）学校基本情况

 （2）专业设置特色

 （3）软硬件配套实力

 （4）自主招生政策

 9.1.6 浙江大学

 （1）学校基本情况

 （2）专业设置特色

 （3）软硬件配套实力

 （4）自主招生政策

 9.2 公办专科院校招生情况及招生策略借鉴

 9.2.1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1）学校基本情况

 （2）专业设置特色

 （3）软硬件配套实力

 （4）招生录取策略



 9.2.2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1）学校基本情况

 （2）专业设置特色

 （3）软硬件配套实力

 （4）招生录取策略

 9.2.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1）学校基本情况

 （2）专业设置特色

 （3）软硬件配套实力

 （4）招生录取策略

 9.2.4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1）学校基本情况

 （2）专业设置特色

 （3）软硬件配套实力

 （4）招生录取策略

 9.2.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学校基本情况

 （2）专业设置特色

 （3）软硬件配套实力

 （4）招生录取策略

 9.2.6 西安东方亚太职业技术学院

 （1）学校基本情况

 （2）专业设置特色

 （3）软硬件配套实力

 （4）招生录取策略

 9.3 民办高校招生情况及招生策略借鉴

 9.3.1 江西科技学院

 （1）学校基本情况

 （2）专业设置特色

 （3）软硬件配套实力

 （4）招生录取策略

 9.3.2 仰恩大学



 （1）学校基本情况

 （2）专业设置特色

 （3）软硬件配套实力

 （4）招生录取策略

 9.3.3 浙江树人大学

 （1）学校基本情况

 （2）专业设置特色

 （3）软硬件配套实力

 （4）招生录取策略

 9.3.4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1）学校基本情况

 （2）专业设置特色

 （3）软硬件配套实力

 （4）招生录取策略

 9.3.5 广东白云学院

 （1）学校基本情况

 （2）专业设置特色

 （3）软硬件配套实力

 （4）招生录取策略

 9.3.6 北京邮电大学

 （1）学校基本情况

 （2）专业设置特色

 （3）软硬件配套实力

 （4）招生录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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