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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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早教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早教行业相

关概述、中国早教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早教行业的现状、中国早教行业竞争格局、对

中国早教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早教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早

教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早教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中国自古重视教育，国民收入增加的同时，人们在教育上的投资也愈来愈多。2015年，教

育文化娱乐支出1723元，2019年达2226元，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提高至11.2%。

     0-3岁婴幼儿托育教育属消费领域，政策明朗运营风险较低。自2010年起国家将0-3岁婴幼儿

教育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改革和规划刚要后，出台一系列利于早托教市场发展的

     文件和政策。其中在2019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提出要&ldquo;鼓励地方政府通过采取提供场地、减免

租金等政策措施，加大对社会力量开展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支持力度&rdquo;；后又将

早幼托定义为&ldquo;非基本公共服务&rdquo;，侧供给改革重点，进一步要要求推动行业发展

的市场化、多元化、优质化。因此，远区别于幼儿园运营带来的政策风险，早幼托市场运营

风险基本不存在，市场前景更加明朗。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早教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幼儿

园数量规模每年保持5.0%以上的扩张速度，2017年幼儿园数量规模突破25万所，2018年幼儿园

数量将超27万所。经过近几年幼儿园行业的发展，其数量规模已进入稳定增长期。2018年中

国幼儿园市场规模达2300亿元，预计2020年增长到2787亿元。中国幼儿园市场规模及增长走势

          时间   幼儿园市场规模（亿元）   增速（%）       2013年   1200   　       2014年   1500   25.00      

2015年   1800   20.00       2016年   1950   8.33       2017年   2100   7.69       2018年   2300   9.52       2019年  

2525   9.78   数据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2019年早幼托领域国家级政策及意见回顾颁                           颁布机关             时间             内容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9．01             鼓励地方政府通过采取提供场地、减免租金等

政策措施，加大对社会力量开展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支持力度。                               国务院   

         2019.05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

为此前处于政策空白期的0-3岁托育服务行业，首次提供国家级的发展指导意见。《意见》提

出到2020年，初步建立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建立一批有示范效应的婴幼儿照护



服务机构。到2025年，基本健全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基本形成

多元化、多样化、覆盖城乡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其中提到鼓励通过市场化方式，采取公

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方式，在就业人群密集的产业聚集区域和用人单位完善婴幼儿照护

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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