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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本真，教育培训的重生之路
2016第十二届中国教育培训行业管理与发展年会郑州（春季）会议举行

核心提示┃四月春光，美在重生。4月20日~22日，
2016第十二届中国教育培训行业管理与发展年会郑州
（春季）会议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重生的力
量”吸引着中国及亚洲其他各国近6000名教育同仁。的
确，中国教育培训曾走过十年光辉历程。如今驻足凝思，
下一步往哪儿走？怎么走？大佬们就此开诚布公，共商大
计。上百个优质教育项目同期展出，寻求共赢。

□记者 牛洁 樊雪婧

教育“博鳌”，教育培训业迎来12岁“好年华”

中国教育培训行业管理与发
展年会有教育培训业的“博鳌论
坛”之称。2005年从郑州起步。
那一年，中国教育培训联盟成功
举办首场全国教育培训行业交流
会议，民办教育开启新篇章，从关
门办学到抱团发展。

随后，会议走过杭州、北京、
桂林、太原、南京、绵阳、石家庄、
长沙、济南、大连、昆明、青岛等城
市，累计参会校长达两万多人，为
中国教育培训业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2015年，它首次回家，今

年，它再次来郑，已然12岁。
“这个年龄和教育培训行业

的现状非常相像。”现场，某教育
培训机构从业者说，12岁，脱去
稚嫩，盼望成熟，经历迷茫、挫折，
但希望就在前方。

河南省民办教育研究会会长
祁宝珠也表示：“培训行业携手共
进，得益于联盟十二年坚持不懈
地助推。它将全国各地的品牌紧
密团结在一起，引领理论和实
践。”

行业“寒冬”倒逼教育行业回归本真

2011年起，“招生难”拦住少
儿英语培训行业的前行路；2013
年，资金链断裂、利润率走低、师
资水平参差不齐、媒体曝光丑闻
……教育培训行业滑入“低谷”；
2014年是个灰色记忆：“高考英
语分值下降”的传言让多家英语
培训机构遭重创；2015年，教育
培训业“冬天”的余寒，依然没有
消散……

步入2016年，河南民办教育
的厮杀何去何从？多位业内人士
给出答案：所谓淘汰，不是行业没
落，而是让那些专业、专注、有品
牌的机构，在资本、技术的助力下

快速发展，真正成为行业新十年
的中流砥柱。为了这一信仰，
6000多名教育同仁纷至沓来。

台湾培训业大佬钟藏政先生
表示，行业发展成熟，要经历“质
量不合格”、“质量不是太好”、“质
量不是最好”三轮淘汰。内地这
波风雨只是第一轮淘汰，稍有口
碑的在什么样的城市都能活下来
甚至活得很好。钟藏政认为，内
地教育培训业的新十年机会多
多，特别是在“二胎”政策后，前途
更光明，但重点却是要回归教育
质量的本真。

私人定制，个性化发展迎来教育重生

“大众对教育培训行业教育
合法性的认同度高还是低？”香港
大学对比教育博士、亚洲影子教
育研究者李文建，抛出问题。

近十年的野蛮生长让民办教
育伤痕累累。“学生进入教育培训
机构后，没有明确、可视化的教学
反馈，教学管理也没有统一标准

衡量”，李文建说。
“那么，个性化的定制教育将

成主流，每个学生都应该享受私
人定制的教育培训，那么，教学交
付透明化、教学管理标准量化就
成重要一环，只有将每个学生现
状有了量化分析，才能实现个性
化教育。”

人和天时，教育行业
将迎来“黄金又十年”

十多年前，教育培训行业异军
突起，强悍占领市场，这段标志性
时光，被业内称为民办教育培训行
业“野蛮增长”的十年。

“野蛮增长”之后，培训行业该
如何作为，才能让下一个“黄金十
年”尽早来临？

人和之外，亦有天时。近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
十三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民办
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营利性
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等文
件，要求建立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
办学校分类登记、分类管理制度，
提高教育质量。

有分析认为，实施分类管理，
可破解民办学校的身份尴尬：营利
性学校有望通过股权激励，改变教
师报酬结构，吸引更多优秀教师加
入；非营利性学校也有望获准登记
为民办事业单位，获得土地、税收、
贷款等方面优惠。

本届年会利好众多，汇集人
心、智慧、力量，只为重生！

大咖齐聚，交流“大餐”、
项目“硬菜”随你挑

专业对话，须有行家。此次与
会的，都是行业大腕、精英。

“大咖们”讨论的问题可谓广
泛：如何打造顶级幼儿园特色课
程？园所怎样做大做强？托管教
育如何升级转型“高端”？怎样实
现“互联网+”？格局大，视野宽。

除了交流“大餐”，还有项目
“硬菜”。大会同期举办了6大展
会：2016年亚洲优秀教育项目、在
线教育巡展（中国站）；2016年中
国教育培训机构、项目加盟连锁及
投融资展览会；2016年中部幼儿
教育项目用品设施、加盟连锁展览
会；2016 年中国教育培训业文
（玩）具、小礼品交易会；2016年中
部国际学校、出国留学移民项目合
作交流会；2016年中部教育新技
术装备展览会。

上百个优质教育项目闪亮登
场，寻求合作。

40万留学归国
只为月薪1500？
海归招聘趋于理性，
“要高价”不光靠身份更靠真才

核心提示┃近日，一则“花费40万留学、回国期
待月薪1500元”的消息刷爆朋友圈。消息的主角是
一位留学芬兰的女生。消息引发“海归不值钱”热议！

近日，大河报记者调查发现，当求职进入冲刺期，
工资期待值也开始走下坡路，不少“海归”与本土高校
毕业生站在同一起跑线，即便是月薪3000元伸出的
橄榄枝，同样有不少“海归”表示“我愿意”。

□记者 樊雪婧

近日，河南高校应届毕
业生大型专场招聘会上，找
工作的郑州女孩何昕妤（化
名）有点苦恼，沿着招聘通
道走完全场，手中的简历一
份没投出去。

“毕业于美国费斯克文
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这
是小何简历的学历信息。

“这所学校全美排名 100
多”。小何耸肩坦言，留学
花了80多万，但除了一口
还算流利的口语外，好像没
能证明美国留学的“贵重”。

去年，小何回郑，加入
求职大军，无数次求职让她
心情有点灰。“3000元左右
的工资，多少年才能赚回我
的学费呀”，小何告诉记者，
她曾考过公务员和大型企
业，大多在笔试环节惨败，
进入面试的两次机会也不
明不白地丧失。

“总得养活自己吧”，4
月初小何在某留学机构就
职，月薪与业绩挂钩。“但爸
妈不满意，美国留学回来去
中介机构，会让人笑话吧。”

80万留美归来，工资3000+

小何的朋友圈里，抱怨
低工资者可不少。小何在
美国求学的郑州同乡、加州
大学毕业生张华刚刚考入
一 家 大 型 公 司 ，月 薪
8000+，已然成了众人羡慕
的目标。对此，小何透露，
张华曾是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的学生会副主席，还兼
职几份实习工作。“人家是

吃过苦的，有真本事，羡慕
不来。”

记者走访发现，能在半
年内找到高薪工作的海归
不多，高薪的标准是8000
元左右。刚从澳大利亚留
学回国的陈源表示，同批毕
业回国的同学，起薪大多都
在3000元左右，这已经远
远跌出回国前的最低预期。

“海归”工资，“跌”出期望值

国外“月亮不再圆”，回国成热选择

镀了金的海归是真的
不吃香了吗？对此，建业地
产股份有限公司招聘负责
人丁先生表示，目前，对海
归招聘理性了不少。他说：

“企业招留学生，限制门槛
很正常，毕竟海归多了，参
差不齐，需要筛选。”

一位有国外多年合作
办学经验的高校老师坦言，
遭遇就业问题的多是镀金
留学生，原本为了求学而出
国的留学生，由于接受更好
的教育、丰富的国际经验和
流利的口语，在就业方面仍
很吃香。

真才实学依然受欢迎

记者走访中发现，尽管
工资让人跌掉眼镜，大多留
学生仍然选择回国就业。

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
2015年，中国输出留学生
52.37万人，各类留学回国
人员总数为40.91万人。

首尔大学毕业的郑州
女孩梁屹在航空港区就业，

“在首尔读书的同学大多都
回国啦。”她表示，虽然在首

尔收入高，但文化、地域有
差异，回国才舒服。

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
的心理学博士王炳哲表示，
美国的心理咨询的就业形
势很好，但华人很难挤进精
英团体。“也许赚钱，但跟绿
卡可能一辈子都无缘”，小
王表示，省医、高校都曾向
他伸出橄榄枝，“更受重视
才能更体现我的价值”。

“如果申请你们学校，学生需
要做哪些准备？”“高二准备出国
晚不晚？”“你们的课程设置咋
样？”23日，由郑州二中主办的国
际教育展开幕，200余人前来咨
询。

同时举办的国际留学专题讲
座很聚人气，讲座由著名国际教
育专家姜辉老师主讲。他与学
生、家长分享了记忆单词的方法、
如何过语言关等问题。

20所世界知名学校招生官来郑

世界名校喜欢啥学生？

如何让孩子成功考入国外大
学，并顺利毕业？

郑州二中国际部主任臧亦新
提醒，成功留学和留学成功不是一
个概念。要想让孩子顺利地从国
外大学毕业，在给孩子选择国际班
时一定要注意三个方面：首先要看
课程设置，如果国际班课程与海外
大学课程接轨，能在未来给学生节
约更多的时间；其次要看能否为学
生量身定制生涯规划；最后要看其
是否了解最新的高考动向，及时帮
学生做出最新的对策。

核心提示┃美国南加州大学、圣路易斯大学、德国汉诺威音
乐学院、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这些海外名校的招生官们来郑州
了！4月23日，20所世界名校的招生官们“空降”郑州市第二中
学，面对面接受河南学生、家长咨询。（如右图）
□记者 谭萍 文图

与海外招生官面对面，家长最关心啥？

海外名校更欢迎啥样的学
生？

“外向、开朗、有主见。”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招生官Sam表示，
他们更喜欢勇于提问的学生，跟
老师说“你错了”的学生，具有批

判性思维的学生，理工科强的学
生抢手。

澳洲卧龙岗大学招生官
Nick jiang称，学术成绩好、英语
口语棒、独立生活、独立思考、善于
沟通、能解决问题的学生受欢迎。

开朗、独立、有主见的学生更受海外名校欢迎

顺利留学，须过几道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