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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业年内投资超350亿

K12领域独占六成

证券时报记者 吴志

教育行业是今年最受关注的领域之

一。在疫情影响下，部分线下教培机构的

经营受到波及， 但在线教育领域却迎来

了快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机构对

各类教育企业的兴趣不减反增。

IT

桔子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国内教

育领域的投资金额已经达到

354

亿元，

超过

2019

年全年，其中，

K12

（学前至高

中教育）依旧是最热门的细分领域。

K12领域投资占六成

国内教育领域投资在

2018

年达到

523

亿元的高点后，在

2019

年出现大幅

下滑，而今年则出现了企稳回升势头。

IT

桔子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9

月

21

日， 国内教育行业的投融资金额已达

354

亿元，超过

2019

年全年的

343

亿元。

不过，虽然投资金额已经超过

2019

年全年， 但今年教育行业的投资数量却

仅有

161

起， 不到

2019

年

371

起的一

半。这意味着，今年教育行业单笔投资金

额出现了明显上升。

据证券时报记者统计，

2020

年至

今， 国内教育领域平均单笔投资金额为

2.2

亿元；而

2017

年

~2019

年，国内教育

行业平均单笔投资金额分别为

0.64

亿

元、

0.84

亿元、

0.92

亿元。

今年以来，国内教育领域频现大额投

资事件。 如

9

月初有报道称，在线教育平

台猿辅导获得腾讯投资、 高瓴资本等

12

亿美元投资；而

6

月

29

日，作业帮宣布融

资

7.5

亿美元。仅该两笔投资，占到今年国

内教育领域投资总额的

35%

以上。

疫情期间， 教育行业各个细分领域

受到的影响有明显差异。 但业内普遍认

为，在线教育尤其是

K12

在线教育在疫

情影响下，短时间内流量快速提升，用户

认知快速普及，有望迎来加速发展。

有券商研报认为，

K12

课外培训市

场赛道优良， 未来有较大的需求增长空

间，预计

K12

课外培训行业经过规范之

后，行业负面影响会消退，未来行业集中

度有望不断提升。

从细分领域情况来看，

K12

的确是

投资机构最为青睐的教育细分领域。 数

据显示，今年以来，

K12

教育企业获得的

投资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208

亿元，占国

内教育企业获得投资金额的

59%

。

除

K12

领域外，数理思维领域被认

为是教育领域另一个极具潜力的赛道。

广证恒生就在其近期研报中表示， 数学

思维将是未来极具潜力的一条新兴赛

道， 核心逻辑在于其兼具学科及素质的

属性，使得其产品的延展性更好，较一般

素质教育产品的刚需性更强， 未来市场

空间的天花板更高。

IT

桔子数据显示，今年

8

月

26

日，

儿童数学思维教育企业火花思维获得

1.5

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高达

78

亿元；

9

月

9

日， 同样专注少儿数理思维教育

的豌豆思维获得

2

亿美元融资。

“现在比较热门的几个领域包括教

育信息化、

K12

、数理思维等。 总体来看，

投资机构最看好的还是这些赛道中具备

比较强大的研究能力、 教学能力和运营

水平突出的企业。”某研究机构教育行业

研究员林鹏（化名）对记者表示。

头部企业更受资金追捧

为何今年投资机构对教育领域的投

资热情比较高？林鹏认为，这一方面是统

计问题， 部分企业的融资其实在去年就

基本敲定了，只不过刚好碰到疫情，投资

决策、打款等过程延后到今年才披露。

“还有一方面是跟产业逻辑相关，疫

情其实还是使不少中小机构出清的，供给

端的竞争格局有一定改善。 在需求不变的

情况下，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集中趋势是

加速的，我看获得融资的主要还是以各个

赛道的头部企业为主。 ”林鹏介绍。

A

股某教育公司高管对记者表示，

这波投资教育机构的热潮主要是在线教

育的带动。

该高管认为， 一方面在线教育机构

的规模效益显现，市场接受度高；另外，

疫情客观上形成了在线教育的催化剂，

所以整个疫情期间不光一级市场的投资

高涨，二级市场上，在线教育概念的股票

也涨了。反观线下，传统线下教育机构基

本难以获得投资， 线下中小机构因而出

现了大量倒闭现象。

部分研究机构的观点与之类似，如

广证恒生研报认为， 国内在线教育经过

近几年对各类商业模式大量试错， 当前

部分领跑的企业商业模式逐渐清晰，突

破发展瓶颈，迎来快速规模化放量阶段。

从实际情况来看，今年以来，初创型

教育企业获得的投资金额较前两年明显

偏少， 而成熟的头部在线教育企业更受

资金追捧。

据记者统计，

2018

年至

2020

年

9

月， 国内教育企业获得天使轮投资的金

额分别为

73.9

亿元、

43.8

亿元、

16.5

亿

元，持续下降；而获得

C

轮及以上轮次

的投资金额分别为

231

亿元、

174

亿元、

276.7

亿元，

2020

年创下历史新高。

“如果连续几年来看，教育行业的投

资数量变少、 平均投资金额变大应该是

总体的趋势， 因为教育行业本身会越来

越成熟， 越来越多的早期项目会成为成

熟项目。”某大型上市券商分析师对证券

时报记者表示。

“相对而言，规模较大的企业肯定更

受青睐，尤其是在疫情冲击下，成熟企业

的抗风险能力更强。 ”上述分析师认为，

今年的疫情将会加剧教育公司的分化，

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局面，目前的

市场环境对于头部教育公司更有利。

超长黄金周倒计时 国庆档将演“抢人大战”

证券时报记者 文锐

经历了

180

天的行业停摆之

后， 今年国庆档期成为院线从业人

员复工后迎来的最重要一役。 伴随

电影《八佰》给市场带来的信心，数

部备受瞩目的大片早已准备完毕，

等待观众的“检阅”。

专家和市场人士纷纷预测，这

几部影片形成的合力， 必将会让今

年的国庆档有一个非常强势的表

现。然而，面对火爆异常的国内旅游

市场行情， 影市似乎正在遭遇空前

的“抢人大战”，加上疫情期间上座

率受限的实际问题， 今年的国庆档

能否在这场“战役”中胜出？

电影排片火药味十足

今年国庆档共有

8

部新片上

映，包括从春节档延档的《夺冠》《姜

子牙》《急先锋》，以及新定档的《我

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木兰：横

空出世》等，涵盖了体育片、喜剧片、

动作片、动画片等多个类型。

灯塔专业版显示，截至

9

月

20

日晚间，热度最高的影片为《夺冠》，

想看人数超过

194

万；其次是《姜子

牙》，想看人数超过

189

万。

作为有着

10

余年影院排片工

作经验的某影院总经理易乐 （化

名）， 在离长假还有半个月时间的

时候开始有点焦虑了，因为此刻他

还没有接到该有的国庆档影片电

影票预售通知。 而在去年，距离国

庆档到来还有

21

天，《我和我的祖

国》《中国机长》《攀登者》

3

部国庆

献礼大作就已经正式开启预售。

对于行内人来讲， 预售代表着

电影的真实热度， 将会对国庆档的

排片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对

于易乐来说更是如此，在他看来，每

天在什么时段排什么样的片子，好

比排兵布阵， 是直接关乎影院营收

的头等大事。 他通常会根据预售等

影市数据来预测观众对某部影片的

喜好程度， 再加上自己多年来形成

的市场直觉， 调整出让影片产出最

大化效益的排片策略。

面对大片扎堆的国庆黄金档期，

怎么依次选出第一、第二、第三主力

影片，甚至果断下掉哪部影片都将是

他今后一段时间头疼的事情，因为影

院作为电影产业链的末端，担负着电

影变现的重任，错误的排片策略意味

着错失黄金档的商机。

一位出品方的影视投资人张南

（化名）称，由于市场容量有限，国庆

档竞争通常会空前激烈， 难免会有

影片被挤出这个档期。记者发现，原

定在国庆期间公映的动画电影 《海

底小纵队》， 片方已经于

9

月

14

日

上午宣布影片将延期上映。 张南表

示， 未来可能还会有影片做出提档

甚至撤档动作。作为片方，发行档期

的选择， 以及未来排片的时间段安

排都是投资成本回收的关键节点。

“报复性” 旅游

冲击上座率？

得益于国内对疫情的有力控

制， 今年黄金周的旅游市场较早地

呈现出火爆场面。

据综合旅游市场信息来看，除

了滨海度假、山水名胜地游、文化

名城游、登高赏秋游为最热门主题

类型外，贵州、甘肃、内蒙古、青海

等地区咨询、 预订人次增幅最大，

加上国庆期间不少线路相比去年

优惠

5%~20%

， 从某旅游互联网平

台咨询、预订情况来看，

9

月上旬比

8

月下旬增长

130%

。

长假引发的大量人群流动，是

否会对院线国庆档的票房造成冲

击？ 在易乐看来，这肯定在所难免。

人群的流动， 意味着原有影院周边

的观影生态会发生改变， 排片时就

需要不断地观察和调整。

“这跟《八佰》上映时所面临的状

况是不同的。 ”据易乐介绍，《八佰》放

映期是影院周边人群相对稳定的时

期，很容易根据作息规律做出最优的

排片选择，从而提升上座率。

“疫情原因导致春节等档期延档

的影片不少，影院复工后，为了取得

好的票房收益，这些片子都在抢夺国

庆档期。 因为没有强竞争，《八佰》所

处的放映期竟然形成了一个局域性

的黄金空档期，这个时期又恰巧经过

了影院复工预热，观众基本已经恢复

到疫情前的看片生活状态，心理上正

在渴望一部好作品来填补长时间的

影院缺失感。 所以，即便在上座率限

制在

50%

的情况下，

8

月

21

日上映

以来，目前《八佰》总票房突破

29

亿

元，看似偶然，但从排片的角度来看，

这与误撞上一个黄金排片期有着某

种必然关联。 ”易乐讲，在业内排片人

员看来， 真正的黄金档期是动态的，

是依据观众的市场需求在变化的，就

看谁能捕捉到了。

易乐认为， 黄金周只是一个营销

事件的起点， 本质是启动了一个消费

的开关，影响力绝非只是这

8

天时间，

比如， 在这

8

天里想看电影却没有时

间看电影的人， 一定会想方设法再找

时间去看自己错过的电影， 而一个排

片高手要做的则是在消费者想看某部

影片的时候排出片子给他们看。

好的影片只要观众买单， 即便原定

的排档期过了，影院也会继续排片，就像

去年的《我和我的祖国》，累计票房

31.70

亿， 其实是从

2019

年

9

月

30

到

11

月

29

日持续两个月形成的票房成绩。

“每年的国庆黄金周都会面临人

群流动的问题，今年即使情况更特殊，

也不用太过担心。 ”易乐乐观地讲道。

多策并举备战国庆档

为推进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的

电影行业发展， 保障院线稳步有序恢

复常态经营，临近国庆节，各地正在积

极出台举措“备战国庆档”。 证券时报

记者发现， 郑州市委宣传部自

9

月

9

日开启“观影惠民季”活动，从目前到

12

月

7

日期间， 每日

10

点向市民发

放电影优惠券， 所有电影院在映影片

都可享受“满

21

元减

20

元”优惠。

猫眼售票平台近期也在首页推出

了海量电影

50

元免费送活动。

院线企业万达电影近期则通过套

票优惠的方式锁定潜在观影人群，将

价值

980

元的全国万达通用券以

299

元的低价进行限时促销， 购票者可以

在万达旗下

IMAX

、杜比影厅观影，一

直到年底前都持续有效。

政策层面院线业亦迎来重大利好

消息，自

9

月

25

日起，影院上座率限

制从

50%

提升至

75%

。 这个举措必将

对国庆期间院线的票房产生直接的拉

升效应。

此外， 还有的影片采取提档策略

避开国庆档上映高峰。 比如， 原定

10

月

1

日公映的《夺冠》近期宣布提档至

9

月

25

日。易乐分析，提档后的《夺冠》

可能会超越

10

月

1

日上映的效果。

“市场的热情一旦被点燃，观众的

观影情绪将会继续被延展释放，当《八

佰》的余热还在的时候，观众会期待下

一部爆片出现，因此紧接《八佰》之后

上映《夺冠》，算是赶上一个不错的档

期。 ”易乐分析到。

另一部由郑秀文、佟大为、蔡卓妍

主演的电影《圣何塞谋杀案》将于

10

月

4

日与观众见面， 与其他电影发行

方式不同，此片选择网络发行，在腾讯

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哔哩哔

哩等八大视频平台同步首映。

影视投资人张南表示， 国庆档的

竞争过于激烈， 随着网民付费观影消

费习惯的养成， 从上半年国内网络电

影分账票房情况来看， 千万级别已渐

趋常态化， 如果无法确保拿到影院黄

金时段的排片， 采用网络发布避开强

竞争也是对投资人的一种保障。另外，

国庆期间出游的人群居多， 无法抽出

整块时间到电影院看电影的人， 刚好

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通过网络来满

足假期观影需求。

记者发现， 自从春节档影片 《囧

妈》院线转网发行之后，陆续有电影通

过网络发行或尝试缩短院线发行窗口

期的方式，实行院网融合发行策略。影

视投资人张南表示，作为投资方，如何

实现影片收益最大化是第一要务，至

于用什么方式发行则保持着较为开放

的态度。

院线从业者易乐则表示， 发行方

式不管选择哪一种， 渠道的唯一性是

营收的关键，最好是院线先发行，保留

出一定时间的窗口期，然后网络再发，

这样可以使影片获取两份发行收益。

如果院网同步发行， 一旦影片观众接

受度不高， 民意会通过网络迅速发酵

形成负面舆情， 直接影响观众走进影

院观影，造成票房收益的损失。 当然，

影片的质量是第一位的，能否成功“抢

到人”是市场自主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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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小说总编辑谢思鹏：

网文付费与免费将长期共存 坚持真金扶持作家

证券时报记者 夏然

近年， 网文行业正发生着不小

的变化。自

2019

年免费阅读模式崛

起，互联网巨头纷纷布局。短短一年

多时间，以七猫小说、米读小说、番

茄小说为代表的免费阅读

APP

发

展迅猛。

免费阅读正在掀起不小的风暴，

为何互联网巨头都如此重视网文赛

道？ 免费阅读能否取代收费阅读？ 免

费阅读平台如何留存作者？如何吸引

读者？ 日前，就这些问题证券时报记

者专访了番茄小说总编辑谢思鹏。

网文题材更加多元

今年上半年， 互联网巨头都在

积极布局网文赛道。

字节跳动

2019

年年底上线了

免费网文阅读平台番茄小说，又投资

了塔读文学；百度去年投资免费阅读

平台七猫阅读，今年又曾计划战略投

资掌阅科技；上市公司平治信息去年

则以

8.2

亿元收购了网易云阅读。

为何网文赛道如此受重视？ 在

谢思鹏看来， 中国人一直有阅读的

习惯和传统，随着当今社会发展，阅

读需求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而且

网络文学又是整个泛文娱产业的源

头，也是

IP

的源头，相比其他形式，

网文成本会更低，用户黏性会更高。

“网文创作门槛比较低，有一台

笔记本电脑就可以进行创作， 而且

是一个人的创作。 有声、漫画、出版

都需要一个团队来创作。 ” 谢思鹏

说，网文的题材更加多样化、丰富，

不少现在比较火的

IP

就是几年前

网文进行改编的，相比较影视作品，

网文的内容更加丰富， 呈现也更加

多元化，可以实现的门槛更低。影视

作品的宏大场面则需要资金、 技术

支持，网文只需要描述就好。

谢思鹏认为， 网文更是未来趋

势的先行者， 未来要呈现出来的东

西其实很多是通过网络文学先呈现

出来， 培养读者和大众去接受这种

风格。 比如早期没有穿越小说的培

养，把市场铺垫打开，就不会有之后

影视作品的呈现、爆发。

“网文相对于其他形式的投入，

成本会更低。网文用户黏性会更高。”

谢思鹏表示，中长篇网文作品一般创

作时间是两三年， 两三年过程当中，

作者与读者之间会有不断的交流，读

者可以提出建议、意见，作者修改。

付费免费将持续共存

近两年， 免费网文不断被提及，

对它的出现有兴奋，也有顾虑。无疑，

免费阅读正在让网文行业向前运转

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变化。

谢思鹏认为， 网络文学的底色

就是普惠， 网络文学的未来应该是

全民阅读， 而免费模式正是全民阅

读的有力实践， 能够最大程度造福

读者，是符合读者长期利益的。

谢思鹏表示，早在

VIP

付费制度

出现之前， 通过广告变现就曾是网络

文学网站的营利模式之一。如今，互联

网广告的变现模式已非常成熟， 免费

阅读促进了网文阅读用户规模的极大

拓展。

继手机阅读、

IP

热潮之后， 免费

阅读模式可能将会形成网络文学第三

次发展的契机。 付费和免费两种模式

也可能会长期共存， 成为推动网络文

学行业向前发展的两股动力。

给作家提供足够回报

事实证明， 免费模式得到了广大

用户的认可。 截至

2020

年

4

月，番茄

小说日活跃用户已超过

1000

万。

在谢思鹏看来， 番茄小说仍然还

处在初级阶段。在行业里，番茄小说所

处的位置既是追赶者，也是探索者。番

茄小说目前仍然在丰富自身作者生态

的过程当中，把数据做得更加透明、明

确奖励机制， 把对作者辅助和扶持做

得更好。

据介绍， 为了扶持作者写下去，番

茄小说针对性地推出了“星火计划”，为

作家提供新书期现金补贴。 具体来说，

在作品达到

10w/30w/50w/80w/100w

字

时，按字数读完率为作者发放奖励。

“内容和作家是番茄小说的核心竞

争力，只有坚持给作家提供足够好的回

报，用真金白银回馈作家。 ”谢思鹏说，

到目前为止，番茄小说网已经为作家提

供了相对完整的福利体系。 除广告分成

外，还包括新书补贴、全勤奖励、连载奖

励、完本奖励、特别题材奖励等福利。

此外， 番茄小说还为签约作家准

备了一系列衍生服务，帮助作家破圈，

让好的作者和作品能被更多人知晓，

包括个人品牌建设，即官方出力，全方

位包装作家， 显著提升作家个人影响

力；爆款作品推广，番茄会充分利用抖

音、今日头条的亿级流量资源，给爆款

作品做助力，帮助其火速扩大受众面。

同时，公司推动衍生版权开发，优

秀作品推荐给知名影视、游戏、动漫公

司，释放作品更多生命力。值得一提的

是，番茄与抖音、今日头条正在小说改

编短剧方向共同探索， 目前已有几部

短视频剧集作品在开发进程中， 未来

会陆续面世。

“我们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

努力发展的阶段，卯足劲做得更好，完

善好各方的服务工作， 满足各类用户

的需要，完善我们的内容品类，后期朝

着

IP

衍生内容发展，让用户有更多的

接触方式。 ”谢思鹏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