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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热机构冷
在线教育如何讲好考研新故事
近三年部分考研机构融资情况

2018年

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结束， 今年的考研人数首次突破300万，再
创历史新高。尽管由于报考产生的相关培训需求逐年增加，整个考研培训市场却

近四年考研人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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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模式的崛起，考研赛道也迎来不少具
有在线教育属性的垂直品牌和综合性教育
巨头的争夺，新东方在线、沪江网校、考虫
等机构拉开了线上考研培训的大幕。
新东方在线的2019年财报显示，新东
方在线大学教育分部营收6.51亿元，同比
增长36.5%，付费学生约占全部阶段学生的
60%。其中研究生入学考试课程所得营收
占大学考试备考营收的一半以上，同比增
加40.4%。成立四年的纯在线教育公司考
虫，2018年9月宣布获得D轮5500万美元融
资。验证了线上考研培训发展的可能性。
一时间，巨头们纷纷抢滩，是否会对传
统考研机构带来冲击呢？课工场产教融合创
新基地副总经理谢际宁表示，随着在线教育
的不断发展，线上的课程资源越来越多，如
果仅仅是从课程内容的单点需求出发，考生
会去选择线上更加便利的资源。但是考研是
一个极度复杂、强度很大的自我突破过程，
不能过于迷信线上对线下的冲击，线上线下
只是手段和方式，关键要看如何更科学合理
地利用不同方式更好地达成教育目的。迄今
为止还没有哪一家考研机构能够把OMO的
教学技术模式很好地应用起来。考研行业到

但教学教研做到“通吃”，并提供后续完善
的服务体系又是十分巨大的挑战。
此外，有业内人士提及，线上教育还有
很大的上升空间。未来或将呈现两极分化
态势。在线业务会更多占领传统大班市场，
因为易于标准化和规模化。线下面授则承
载着个性化服务，更多转向高端课程、集训
营和一对一领域。
谢际宁还指出，在考研行业发展初期，
机构只需找好老师，做好大班型公共课就
个性化突围
足够，而现在除了核心的教学，考生对专业
以目前在线教育品牌的考研产品来 课的需求、对学习资料的选择、对时间的自
看，公共课科目英语、政治、数学是大部分 我管理、甚至备考期间的情绪控制都有很
玩家的发力重点，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定 高的要求。真正适应考生千人千面的潜在
的同质化问题。据悉，摒弃“教学”和“课 需求是摆在考研机构面前的难题。
程”，主打“经验”和“信息”的考研学长帮、
考研行业的壁垒较高，随着教育巨头
经验超市等小而美的机构已经应运而生。 的进入，传统考研机构将面临更严峻的挑
“要超越传统机构实现更大范围的规 战，搅局者的到来使规则可能被打破。对传
模经济，针对考研本身的个性化进行产品 统机构来讲，优势是多年内容、口碑、师资
和运营突破，势必将更为重要。”汪恒谈道。 等的沉淀；在线教育巨头的优势是技术、资
其中，打出名师的IP很有必要，对于考研群 本和人才等，如果能够深度研究利用新技
体来说，无论是传统培训机构还是在线教 术和新模式更多满足考生需求，跑出来的
育品牌，名师的吸引力都是巨大的。此外， 机会是很大的。
除了公共课科目，要考虑如何扩科并深耕，
北京商报记者 刘斯文
现在没有真正的龙头企业出现，很重要的原
因其实就是大家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技术上
没有拉开真正的差距。
此外，汪恒认为，考研的在线化也不是
在在线教育企业入局后才有的，从发展初
期的录播课形式就存在了，受限于考试本
身的特性，发展至今，在线双师模式没有大
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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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离幼教资产 威创股份谋求“新出路”
幼教
新政的“威力”还在持续。日前，有着幼
教赛道“跨界第一股”之称的威创股份
发布公告，宣布已正式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将旗下四大核心幼教品牌之一
的可儿教育进行剥离，交易对价为
3.03亿元。自从幼儿园资本化路径被
封堵后，2019年来，威创股份从引入
战投新股东、变卖实体物业到如今开
始剥离幼教资产，似乎一直在寻找新
的出路。面对净利润持续下滑，监管环
境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威创股份
能否走出颓势又或开辟出新的赛道实
现“自救”？
根据公告，威创股份向可儿教育
法人刘可夫及其妻子回声转让可儿教
育7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定价以
2017年8月公司收购可儿教育70%股
权时的交易对价3.85亿元为基准，扣
除可儿教育历年已向公司分红的
8161.8万元后，交易对价为3.03亿元。
对于此次转让，威创股份解释称，基于
减轻重大行业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
性影响，为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此举
有利于公司及时收回投资资金及未来
的发展。
据悉，收购可儿教育后，威创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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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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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群体细分，还体现在考研本身的个性
化。每一个地区每一所学校，除了统考的数
外热内冷
学、英语、政治外，专业课都是自主命题，所
据教育部消息，2020年高校毕业生人 以标准、内容都不同，也就导致了一些企业
数预计将达到874万人，研究生报考人数为 可能只能做某几所院校，营收在四五千万元
341万人，比去年多50万人，再创历史新 到两亿元左右，可以成为区域性大机构，而
高。据统计，2017年考研人数为201万人， 无法成为全国性龙头。仅靠考研培训这一体
2020年的考研人数已经比四年前增长了 量尚不足以支撑公司进军二级市场。
70%。
而考研目标群体的分布不均，也导致
“考研热的持续升温，是地方本科院校 了不同学习阶段不同年龄层对于考研准备
‘学术型办学’导向、学历社会‘学历情结’ 的消费能力不尽相同。根据中国教育在线
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未来考研很可能成为 2019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示，
本科毕业生的‘标配’。”二十一世纪教育研 备考成本介于1000-3000元间的考生比重
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多鲸资本高级分 最大，占比约31%。与同为职教领域的公考
析师汪恒则认为，考研人数的大幅增长跟 相比，尽管考研人数超过公考人数两倍，但
经济的高速发展息息相关，例如很多金融 整体消费能力远不如公考群体，这也是职
互联网公司的招聘需求最低学历已经是研 业考试和技能培训更受资本关注的原因之
究生了。可见，考研市场的日益庞大不仅得 一。
益于在校大学生，也成为了知识就业型人
群的隐形刚需。
新旧割据
然而，逐年增长的考研大军并未带来
据了解，考研赛道传统培训机构如文
资本市场的过多关注。就整个教育行业而
言，K12、语培赛道都是近两年融资的大热 都教育、跨考教育、海天教育都从线下起
门，而考研培训是名副其实的“洼地”。有 家。跨考教育的张爱志曾表示，考研的市场
数据显示，考研培训赛道玩家近百位，拥 规模在30亿-50亿元，行业巨头林立。就在
有明确融资轮次的有23家，其中56%处于 2015年，跨考教育被A股上市公司洪涛股
天使轮和A轮。2018年全年只有4家完成 份以2.35亿元的对价收购70%股权并签署
融资，2019年涉及考研的投融资事件仅发 对赌协议，由于未能完成业绩对赌赔付了
补偿款。文都教育也于2016年在新三板挂
生1起。
为何考研市场不受资本青睐呢？在汪 牌一年后摘牌。
根据考研帮《2019考研备考进度调查
恒看来，不是资本不关注，而是考研赛道的
“天花板”较低，企业的增长性不好。考研市 报告》，有55.6%的考生倾向于选择上网观
场是高度分散且个性化的，个性化不仅体 看免费或低价的考研辅导视频。随着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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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获得融资，2019年涉及考研的投融资事件仅发生一起。考研这一市场体量持续

时，在线模式的普及能否超越传统线下模式讲出新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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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3.48亿元商誉。被收购后，可儿
教育连续两年业绩压线及格。但截至
2019年三季度末，可儿教育实现净利
润2383万元，仅达2019年最低业绩承
诺4477万元的53%。这也就意味着，威
创股份面临计提巨大商誉减值的风
险。“很明显，可儿教育没完成对赌业
绩，影响威创股份的年报数字。”赛伯
乐投资集团教育产业基金合伙人程子
婴表示，所以需要将其从上市公司体
内转到体外。
据了解，由于昔日的主营业务不
佳，2015年威创股份开始转型幼教，
收购红缨教育打响了其转型第一枪。
随后威创股份还并购了金色摇篮、鼎
奇幼教等相关公司。有数据显示，其幼
教品牌共管理和服务超过5000家幼
儿园，成为当之无愧的“幼教第一股”。
但2018年底发布的学前教育新
规及小区配套园等系列政策，给以幼
教资产为主的上市公司致命一击。程
子婴指出，政策的冲击是巨大的，以威
创股份并购的金色摇篮为例，其原本
中高端园的定位由于国家普惠园的导
向不得不做价格下调，而这会极大影
响上市公司业绩。此外，二级市场投资
者对赛道发展前景渐失信心不再买

单，直接影响的便是市值和股价。
据悉，学前教育新规发布次日，威
创股份遭遇跌停。双主业的营收能力
均出现下滑。财报显示，威创股份2018
年大屏业务营收5.89亿元，较去年同
期下降10.62%；2018年净利润1.58亿
元，同比下滑16.57%；2019年上半年
的净利润为5323.5万元，较去年同期
下降44.59%；幼儿园服务业务收入同
比下降27.76%。
2019年6月，威创股份将10%的集
团股份以4.8亿元转让给有国企背景
的广州科学城集团。还将位于广州的
三处物业出售给科学城集团，转让金
额为8.38亿元，这显然是有回笼资金
的意味。在程子婴看来，威创股份的做
法是聪明的，在监管环境变化带来的
巨大不确定下，威创股份势必会做转
型，而转型需要资金，其很可能会通过
并购进军国家扶持的素质教育领域。
威创股份曾指出，希望借助科学
城集团的背景和优势资源，探索区域
政府教育服务采购，在儿童教育文化
产业、国际教育方面有所建树。针对
是否会开辟“新战场”，威创股份方面
回应未来业务拓展战略或将在年报
中提及。

瑞思教育换帅
新任CEO公布未来发展新战略
1月6日，
刚刚获得瑞思教育董事会任命的CEO王
励弘正式履新，并提出瑞思教育打造“数
字化跨学科素质教育新生态”的未来发
展方向：除在全面数字化贯穿运营的情
况下，瑞思教育未来将在纵向拓展瑞思
覆盖的年龄段，横向拓展科目品类，成为
综合素质教育平台。目前，瑞思教育已经
开始在STEAM课程上展开试点，之后会
嫁接更多素质教育课程，如编程、科学
类、艺术类课程等。
王励弘认为，素质教育赛道市场广
阔线上线下融合将成为必然趋势。她提
到，在政策引导、教育变革和家长对孩子
未来期许的三方协力下，素质教育逐渐
从边缘走向舞台、从附属转向刚需，并成
为教育行业高成长市场。不仅如此，中国
家庭在课外教育上的消费也在不断提
升。“中国的家长极其重视教育，在这方
面的投入不断增加，中国家庭在课外教
育上的投入已经到了一年八千亿人民币
的水平，而且还在以每年20%-30%的速
度持续增长。”
据悉，为近一步践行素质教育，瑞思
教育将完善数字化运营流程，构建延展
性综合平台，打造瑞思教育“数字化跨学
科素质教育新生态”。“ 在未来我们也会
进行全面的数字化。”王励弘要求，对于
北京商报讯（记者 程铭劼）

前线从事招生的部门、品牌及市场营销
的方式会更多利用数字化营销的手段，通
过数字媒体来呈现；对于教学相关的部门
来说，课堂授课及课后阅读、作业和测评
等用数字化手段线上线下结合起来实现，
以更多数字化的工具连接家长、学生和老
师，打通多种沟通渠道；对于运营管理，在
整个管理平台中全面实现数字化，打通
前、中、后台部门，起到协同管理的作用。
同时，瑞思教育自去年起就在公司
运营层面就已经开始进行战略布局的调
整。2019年三季度，瑞思教育收购了石家
庄的一些加盟校区，转为直营校区。王励
弘强调：“ 加盟商的收购我们还会继续
做，同时也会制定更好的收购的方案和
收购之后的整合策略。石家庄的收购也
是我们的第一次尝试，也有很多经验和
教训，但是收购路径是一定会坚持的。收
购标的的标准首先当然是重点城市，包
括城市人口、需求等的考量，还有整个管
理的水平、提升的空间等。”
据公开资料显示，瑞思教育品牌是
始于幼儿到少年阶段英语，后来拓展到
18岁学龄段。在过去几年时间里，瑞思教
育的学习中心从2014年的180家增长至
2019年三季度的451家，覆盖147个城
市。总营收从2014年的4.07亿元增长至
2018年的12.7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