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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早教业内人士透露，早教老师除

了教学获得基本工资以外，还得设法从招

生中获得提成，这是业内行规。“工资可以

定得低点，多给他们提成。招生、上课都要

有提成，比如上一节课提成10元，招一个

收费1999元的学生提成100元。”

“不靠老师招生怎么行？”另一位早教

创业者也称，老师除了教学外，必须靠他们

招生，因为老师与孩子接触多，了解孩子，

有些孩子留在早教中心， 就是因为喜欢某

个老师，孩子家长也容易对老师产生信赖。

与此同时， 早教老师入职门槛低，很

多从业人员并没有教师资格证，师资良莠

不齐、流失率高也成为业内的共识。资深

教育行业人士叶女士认为，早教理论来源

于儿童发展心理学、脑科学、蒙式理论等，

但关键还要看作为执行者的老师的素质，

不同的老师带给学生的体验是不一样的。

而早教老师的流失率高也给教学质量带

来不好的影响。

葛万宏谈到，早教行业内，有的机构

没有教学资质和教学体系，也没有安全的

教育环境，“有的机构将玩具和教具混为

一谈，认为早教就是带着孩子玩，但对怎

么玩才能对大脑、 心理的发展形成引导，

却并不知晓。”

葛万宏认为，早教市场乱象背后是管

理机构不够明确，缺乏监管，行业标准缺

失。由于没有统一的监管部门，有的归教

育部门管， 有的只需在工商部门注册。天

才宝贝西南片区经理李玲也表示，目前早

教还没有纳入教育部门监管，风险控制方

面也缺少规范。

成都市教育局行政审批处有关负责

人表示，对于早教，目前市教育局并没有

具体的科室进行具体的管理。早教机构多

是在工商局注册， 接受工商局的管理；如

果是在区县教育局注册，则由区县教育局

对其教学内容、场地安全等作具体管理。

据招商证券报告显示， 中国早教市场

每年的规模约为300亿元， 如果再加上3~6

岁的幼儿园适龄儿童， 早教市场的规模能

达到1000亿元的水平， 如果政策法规能够

给予该市场更多的扶持，则发展前景可期。

李玲认为， 早教产业是块不错的蛋

糕，随着风投越来越多的关注，行业将迎

来洗牌，规模化、系统化、正规化的早教机

构将脱颖而出，获得较大发展。

成都暑期培训市场系列调查③：雾里看花的早教市场

投资热转让潮并起 早教行业分化两极

暑期不仅成为语言和艺术等各类培训班的

招生高峰期，同样也是早教招生的重要机会。

何女士近日正忙着为两岁的女儿挑选早教

班。同小区的不少家长都为孩子报了早教，“谁

都不想小孩输在起跑线上。”何女士告诉记者。

可在挑选早教机构时， 形形色色的教学方

式、千差万别的收费标准让何女士犯了难。孩子

是否该接受早教？如何挑选早教机构？该接受哪

些早教内容……一连串问题摆在她面前。

对此，成都商报记者历时两周，深入早教市

场进行了调查。

为了给女儿挑选一家性价比高的早教班，何

女士近日跑了大大小小多家机构，最后发现各家

办学方式、教学课程千差万别，收费标准也从每

课时25元至200元差距悬殊。“怎么没个准呢？”

日前， 记者以家长身份来到一环路东五段

附近一家早教机构。 在这家面积约300平方米的

早教中心里，四、五个不到3岁的儿童正跟着一名

老师学画画。据工作人员介绍，这里的课程分为

音乐、舞蹈、英语等，半年收费约为7000多元。

在天涯石东街一家早教机构， 工作人员表

示，如果报一年的班，每课时收费80~90元；如果

报的时间段较短，则每可是要超过100元。龙舟

路一家早教中心也介绍，“每节课从几十元至

100多元不等， 半年亲子教育收费约5000多元，

一周上两至三次课”。而在财富又一城的一家早

教机构， 每课时收费则从100多元至200元不等。

“比如这种适合两岁多孩子的课程，办年卡14280

元，一节课149元，一周来3次。还有小一点的课程

如48节课的，单价会比较贵，每节课接近200元。”

尽管不少人感叹早教“收费贵过大学”，但

家长追捧的热情依然不减。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很多家长为孩子报名主要是担心孩子输在起跑

线上，“都是被身边的家长感染的， 别人都报

了，你不给孩子报，心里总感觉不舒坦。”

冯先生就是典型的代表。 女儿上幼儿园前

曾上过一个国际连锁品牌的早教班，一年收费1

万多元，上幼儿园后又报了个英语培训班，一年

96节课要花12000多元。孩子才3岁，在早教方面

付出已然不菲。可对实际效果，冯先生却说不出

个所以然，“可能有用也可能没用。只是看到孩

子能和老外说上一两句英语，还是挺高兴的。”

随着“单独二胎”政策逐渐放开，早教行

业也越来越多地受到资本市场的关注。高乐股

份在2013年年报中提出将拓展幼教产业；森马

服饰今年7月开始进军早教。那么，早教市场投

资回报到底如何呢？

成都商报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一家全国

连锁早教机构的加盟热线。据介绍，该连锁品牌

遍布逾30个省份，在成都及周边的双流、郫县等

地已开有15家店面。负责加盟的工作人员介绍，

在成都投资加盟， 需准备项目启动费用100万

~120万元，其构成包括交给总部的费用、房租、

装修、器械教具、人员开支等部分。“交给总部的

费用是30.78万元， 包括成都地区加盟费16.8万

元，违约保证金3万元、品牌使用费每年5万元，

教具5.98万元， 如两台多媒体一体互动机等。”

她介绍，在其他开支方面，如成都地区300平方

米的场地，房租通常能控制在每年30万元。再加

上7到8名人员配置，人力开支每年30多万，合起

来每年的固定投入约需60多万元。

上述工作人员介绍，在成都地区，300平方

米的场地可以容纳近300名会员， 平均一个会

员一年能收1万多元，“我们成都地区的加盟

店，平均每年要做到200万~300万元的规模。从

投资回报率看， 我们的综合数据显示为40%

~60%，如果房租等成本控制得比较合理，可达

到60%。”该工作人员称，一般一年到一年半左

右就能收回成本，“若在县级城市，房租成本投

入较低，甚至半年多收回成本也是有可能的。”

另一家早教机构人士也透露，“一节课收

费约百元，除去房租、人工等开支，一节课一个

学生身上至少赚30~40元，赚50~60元也正常。”

对于投资回报，更多业内人士表示不便透

露。成都积木宝贝国际早教中心校长葛万宏表

示，很难说清行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或者是利

润率。有的早教机构收费贵，还不愁生源，但也

有早教机构经营却难以为继。很多人以为早教

是很赚钱的行业， 因此拿着资本去做投资，实

质上并非如此。只有少数专业的大型早教机构

能提供优质教育， 这就需要为孩子提供安全、

舒适的环境，因此场地租赁费、优秀资质的人

员开支、教程研发等，都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

如果真的如某些早教机构所说的“投

资回报高达40%~60%”， 那就有点难以解

释近期为何频发早教机构转让的现象了。

仅以58同城网为例，记者发现，近一年来

成都地区就有11家早教中心发帖寻求转

让，原因多为精力有限、离开成都到外地

等。一位业内人士称，实际上多数寻求转

让的早教中心都是经营难以为继，要么地

段不好，要么竞争激烈，难以招到生源。

“最近两三年，进入早教行业的多，倒

闭的也多。”一家早教机构负责人称，都认

为早教行业是暴利，一窝蜂挤进来，但很

多都难以生存，尤其是小品牌。

在温江金强步行街上， 有一家名为

“哈喽贝比”的早教中心，6月20日该中心

在网上发布转让信息。“由于私人特殊原

因， 急转让经营中正常盈利的早教机构，

包含会员及师资。” 记者以投资者身份与

之联系，该机构欧姓负责人介绍，中心已

经营3年，由于目前自己身在外地，无精力

打理，遂考虑转让。

该负责人介绍， 早教中心面积300平

方米，目前有30多位会员，4名教师兼管教

学及招生。转让费10万元。

谈到成本、盈利，她表示，老师每人每

月薪资2000元左右， 房租月付6000元，一

个月加起来也就1万多元。“除去成本，月

平均盈利2万多元， 做得好的时候一个月

有6万~7万元，差的时候1万多元、几千元

的也有。”至于学生已交的款项，她表示将

做善后处理。

而当记者采访该中心一位家长会员

时，对方表示对转让的信息还不知情。“去

年刚转让过的呀，现在的这个老板就是以

前的一个老师，她接手下来怎么又要转？”

这名家长表示，如果该中心要转让，她会

立即去了解所办理的年卡中未消费的费

用如何处置的问题。

另一家早教机构“成都啦咪早教”也在

网上发布过转让信息，记者以投资者身份拨

打了负责人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回复称该

中心里的设备近日已卖出，会员学费都已退

还。“我们主要是资金链出了问题。”徐先生

说，他经营的这家早教中心周围竞争太过激

烈，同一小区有另外一家，同一条街还有两

家，对面街道也有两家，不大的范围内就有6

家早教。“都知道娃娃的钱好赚，无论什么人

都来做，导致行业鱼龙混杂。”

一位业内人士称，成都市场早教机构品

牌很多，有的投资者加盟也较盲目，“有的小

品牌简单团了一套课程就开始做加盟，可加

盟商过一段时间发现，连总部都没了。”

消费者调查

“收费没准效果不清

别人都报不报不行”

商家生意经

半数学费成为利润？投资最快年余回本

行业探秘

频现机构关门转让 家长担忧已交款项

监管现状

师资力量参差不齐 行业标准普遍缺失

A

D

B

C

早教市场

“钱景”看好

前瞻网资深产业研

究员张媛表示，有数据调

查表明，婴幼儿早教市场

的消费潜力并不亚于婴

幼儿产品市场。

“现在，普通早教机

构的收费从每课时20多

元到100多元不等。一些

定位于外籍人士和 ‘都

市金领’的早教服务机构

收费还要远远高于这个

水平。”张媛表示，中国的

婴幼儿市场目前还处于

起步阶段。随着第一代独

生子女已逐步进入婚育

期， 这些 “独生子女父

母”在相对优越的环境中

长大，他们更加重视婴幼

儿的培养和教育，也更舍

得花钱，由此催生了这个

产业的蓬勃发展。据招商

证券报告显示，如果加上

3~6岁的幼儿园适龄儿

童，估算幼儿早期教育市

场规模能达到每年千亿

元的水平。

一群学龄前儿童正在早教中心学习绘画

制图 余进

大盘一阴一阳的走势仍在继

续。不过，昨天的调整幅度似乎来得

猛了些， 沪指大跌使得

2200

点整数

关口再次告破。

当然， 现在的行情还是围绕着

新的震荡中枢在运行， 只不过很明

显，沪指每天的低点在不断下移，周

一的中阳线已经被全部吞噬， 空军

这一波的反扑有些凶猛。

回顾昨日的盘面， 大盘几乎从

一开市便形成了调整的走势。下午，

沪指下跌的空间进一步扩大， 一直

持续到收市前， 多方也没有展开像

样的反攻。给人的感觉是，昨天做多

主力早早鸣金收兵， 似乎不愿意做

过多的争夺。于是，昨天收出了本轮

反弹行情以来的首根中阴线。 昨天

的这种

K

线形态， 对市场人气在很

大程度上是有所打击的。

对于后市， 我认为依然是围绕

2200

点这个中枢进行震荡。 从多空

双方力量对比来看， 现在空头的反

扑确实要强一些，感觉每天一开盘，

只要放空期指，似乎就做对了。

总之， 大盘扭转昨天这根中阴

线的时间越长， 后市对多方就越不

利。今天又是周五，大家稍微谨慎一

点好些。 （张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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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指昨日回落29.8点，跌幅为1.34%，报收

于2187.67点，让已经习惯沪指上行的投资者不

知所措。为此，记者采访了挺浩投资总经理康

浩平、广东泽泉投资董事长辛宇，以及圆融方

德投资总监尹国红，他们认为昨日下跌属于市

场正常的调整，并不能改变中期上行趋势。

调整是正常的

记者：

大盘在连续上涨后，昨日出现本

轮行情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对此各位如何

解读？

辛宇：

首先，市场上涨初期从弱到强，是

不可能出现单边上行的，涨多了一定会有技

术性的调整，所以出现调整是大概率事件。其

次，从盘面看，沪指跌了约30个点，但个股跌

幅并不大，属于技术性调整的范畴。因此，我

们认为这样的震荡回调走势很正常。

康浩平：

沪指调整幅度不算太大，所以不

必过分悲观。现在说反弹已经结束，沪指将创

新低，未免太早了。此外，疯牛都是短命的，急

跌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可以快速洗

盘。之前上涨的逼空走势走得太急了，出现一

波调整也是正常的。

尹国红：

在经历这么长时间的上涨之后，

出现调整是正常的， 整个上涨的趋势没有发

生太大变化。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次

的上涨本身是一次估值修复的行情， 后市蓝

筹股的上涨空间相对有限。所以，如果这个位

置的调整太深，那么，市场还要期待大牛市或

者大反弹行情的话，会存在一丝阴影。

记者：

若市场短期面临调整，以目前的市

场环境及资金流动性， 是否能够支撑后续的

反弹？

辛宇：

目前的市场环境支撑大盘反弹是

大概率事件，不仅经济数据很不错，并且流动

性也很充裕。目前股市的利好远远大于利空，

而且利好还在不断叠加。

康浩平：

近段时间资金面是比较宽松的，

政策面也比较支撑股市继续上行。 尽管蓝筹

股已出现一定的涨幅， 但是以它们的市盈率

来看，显然这个涨幅是不够的，目前蓝筹股仍

然处于严重低估状态。

尹国红：

目前资金面是可以支撑市场继

续反弹的， 这一点从信贷量上就有充分的反

映。但是，蓝筹股的反弹肯定会一波三折，因

此市场也不会有太强的反弹， 沪指的走势也

会一波三折。 值得一提的是， 期指主力合约

IF1408差不多又回到了8个交易日前的点位，

使得股指短期出现调整的概率非常大， 但仍

不足以影响中期趋势。

后市抓成长股

记者：

短期来看，市场下一波的投资机会

在哪里？

辛宇：

我们不认为蓝筹股在调整之后还能

带领股指进行第二波单边上攻，因为这需要大

势非常强势的配合才会出现，所以，我们倾向

于下一阶段不参与蓝筹股的投资。未来可能的

情况是：蓝筹股没有太大波动，而有成长性的

中小盘股出现第二波上涨。

康浩平：

如果说市场真的要走一波大行

情，肯定还是要蓝筹股领头，毕竟除了大盘蓝

筹外，没有其他板块能够把大盘拉出泥潭，因

此创业板注定不是这波行情的主角。 如果蓝

筹股不上涨， 那么我们的市场永远都只有结

构性的行情。

尹国红：

我不认为靠底部反弹或低估值

反弹的股票能支撑行情持续地上涨。 可以清

晰地看到的是， 成长股最近已经开始有所表

现。我认为那些正在走主升浪，靠业绩增长而

推动上涨的成长股， 才是后市行情上涨的中

坚力量，也能使投资者获得比较好的盈利。

《每日经济新闻》

《每日经济新闻》是一张面向全国发行的财经

日报，周一至周五出版。成都各报摊有零售。订

报电话：

028-86516389

。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

今日《每日经济新闻》报。

私募：下跌不改中期上行趋势

泸州老窖

披露半年报

泸州老窖（000568）

今日披露了半年报。 今年

1~6月，泸州老窖实现营业

收入36.37亿元，同比下降

了30.8%，净利润为9.58亿

元，同比下滑了47.23%。

需要指出的是， 泸州

老窖2014年计划的销售收

入为116.33亿元， 而上半

年实际实现36.37亿元，实

际完成比例为31.26%。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8月6日，锌业股份（000751）在暂停上市

一年多之后复牌交易，在没有涨跌幅限制的背

景下，收盘涨幅高达149%，让潜伏者账面收益

暴增。综合众多的盘后交易数据来看，锌业股

份复牌首日的暴涨似乎并非完全属于市场行

为。 畸形的停牌机制和大宗交易定价机制，使

得锌业股份的股价疑被“合理”操纵。

盘后惊现4折大宗交易

从表面上看， 锌业股份的暴涨是因为其

复牌赶上了一个好时机。 在本轮流动性推动

的上涨行情中，有色板块表现不错。6月1日~8

月6日，有色板块以29.41%的涨幅位列所有行

业板块的第一名， 同样主营锌产品的罗平锌

电（002114）区间涨幅高达190%。

不过记者注意到，8月6日收市后， 锌业股

份出现了6笔、合计成交达11359.36万股的大宗

交易，总成交金额达50012.4万元。6笔中最低的

一笔成交价仅为3.5元/股， 成交股数为1100万

股；成交价最高的也不过5元/股，成交5124.96

万股。此外，有4笔是以4元/股成交的。

3.5元/股较8月6日收盘价9.66元/股折价

约64%，5元/股较当日收盘价折价约48%。

重整参与者套现大赚

大宗交易信息显示，信达证券葫芦岛连山

大街营业部共卖出了4笔， 成交股数均在1000

万股以上。通过锌业股份前10大流通股东持股

数分析， 记者发现这4笔交易极有可能来自参

与锌业股份重整的部分自然人股东。

据锌业股份 《恢复上市保荐书》 显示，

2013年12月28日， 锌业股份重整的管理人对

张宇、龙树山、丁伟和孟祥龙4名投资者分别

申购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及股东让渡股票

5134.40万股、合计20537.6万股的申请全部予

以确认，其中丁伟、孟祥龙申购价格为2.51元

/股，龙树山申购价格为2.52元/股，张宇申购

价格为2.53元/股。2013年12月31日，管理人通

过协议方式向高忠霖、陈国平和雷鹏国3名投

资者分别转让5124.96万股股票；2014年1月27

日通过协议方式向投资者邢荣兴以高于已成

交股票的最高成交价即 2.54元 /股转让

5124.95万股股票。

由于 8月 6日的大宗交易中有一笔为

5124.96万股，有一笔为1134.4万股，根据股数

特征来看， 这极可能是上述股份受让者通过

大宗交易在出货。不到9个月，参与锌业股份

重整的投资者已赚得盆满钵满。

“一日游”背后藏暴利

记者注意到， 由于8月6日锌业股份大宗

交易的买入榜席位和盘后公开信息 （龙虎

榜）中的买入前五名高度重合，这表明龙虎榜

中的数据已经加入了大宗交易的数据， 市场

无法获知到底是哪些资金在8月6日的盘中大

幅拉升锌业股份。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宗交易

低价接盘方仅持仓一个交易日便收获了暴

利———8月6日， 信达证券成都一环路营业部

买入3850万元， 国信证券深圳振华路营业部

买入4000万元。8月7日，上述两家营业部分别

卖出了6638.1万元和9119.6万元。

在8月6日的交易中， 开源证券成都天府大

道营业部通过大宗交易和竞价交易买入

25625.8万元的同时，卖出了39067.9万元。这表

明原本就持有大量锌业股份的开源证券成都天

府大道营业部相当于完成了一次“高抛低吸”，

由于大宗交易买入价低至5元/股，8月6日加权

均价为8.35元，其“获利率”高达67%。

两机制助长股价操纵？

爆炒复牌股本来只是一种市场的投机行

为 ， 但同样是在 8 月 6 日 复 牌 ，ST 金 泰

（600385）却只上涨了94.47%，为什么锌业股

份大涨逾200%呢？

有不愿具名的私募人士表示， 正是利用

了大宗交易的定价机制和新股上市首日的停

牌机制， 锌业股份的炒作者们能够通过种种

运作追求利益最大化。

首先， 正是大宗交易的定价机制造成了

锌业股份恢复上市首日能够出现3.5元~5元/

股的超低大宗交易价格。 根据深交所大宗交

易规则，“无价格涨跌幅限制证券的大宗交易

成交价格，由买卖双方在前收盘价的上下30%

或当日已成交的最高、 最低价之间自行协商

确定。”

实际上， 将大宗交易的价格尽量定得低

一些，也有合理避税的因素在内。

其次， 在不考虑避税和左右倒右手的减

持状况下， 大宗交易的接盘方为了收益最大

化， 也可以通过新股上市首日的停牌机制进

行资本运作。

据上述私募人士分析， 锌业股份资本运

作的套路或许是这样的：首先，锌业股份的原

股东提前联系好大宗交易的受让方， 并根据

深交所大宗交易定价原则，确定好3.5元/股~5

元/股的交易价格。其次，8月6日当天，大宗交

易的准受让方利用新股上市首日交易停牌规

则，不断地集中资金将股价拉升至停牌价，在

吸引跟风盘的同时， 使得大多数投资者无法

卖出，从而大幅做高首日涨幅；最后，8月7日

当天，大宗交易的受让者因为持股成本很低，

可以尽情地砸跌停，从而获取暴利。

记者注意到， 即使考虑锌业股份重整时，

全体股东按照10%的比例进行了让渡，根据8月

7日的收盘价计算， 锌业股份复牌前原股东的

获利仍然高达约1.5倍。而对于大宗交易受让方

来说，根据5元/股的成本计算，他们仍有约74%

的获利空间。

成都商报记者 赵笛

锌业股份昨跌停 大宗交易接盘方巧借规则日进斗金

川股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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