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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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素质教育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素质教育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素质教育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素质教育行业的现状、中国素质教育

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素质教育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素质教育产业发展前

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素质教育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素质教育行业，本报告是

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素质教育是指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它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

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相对应，但也并

非绝对对立的概念，因为两者在词义上本来就并非反义词。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始终把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作为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

局的一项根本任务。

     学科素质化：少儿英语、数学思维、大语文全面开花。2019年至今亿元投资案例13起，少

儿英语7起，占据半壁江山。&Oslash;头部企业有望在未来几年快速放量成为新巨头，特别是

在线模式。企业可控成本下的获客能力、和真正满足客户需求并构建完整商业闭环将是企业

继续领跑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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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次             金额（万）                               2019-05-07             阿卡索             少儿英语             C+轮  

          近亿元人民币                               2019-01-16             DaDa英语             少儿英语             D轮            

2.55亿美元                               2018-12-27             葡萄智学             少儿英语             天使轮             2100万

美元                               2018-07-23             鲸鱼小班             少儿英语             A轮             千万级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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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思维             数学思维             C轮             4000万美元                               2018-08-20             天赋通教育  

          数学思维             Pre-A轮             千万美元                               2018-06-20             火花思维             数

学思维             B+轮             2000万美元                               2018-02-28             洋葱数学             数学思维    

        C轮             1.2亿人民币                               2018-11-05             诸葛学堂             大语文             战略投

资             7.02亿人民币                               2018-08-10             考拉阅读             大语文             B轮            

2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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