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英国教育
这份报告针对中英教育领域日益增长的投资兴趣，概述了中国
英国商会和英国国际贸易部举办的行业网络研讨会上的讨论和
见解。

2020年7月



关于英国商会

英国商会是一家致力于加强中英双边贸易投资的会员
制机构。我们作为一家独立非盈利的机构，拥有强大
而多样化的会员网络。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为会
员提供了智力支持、宝贵意见以及社交机会等，使得
他们可以在这个世界发展最快的市场赢得发展机会。

britishchamber.cn
enquiries@britishchamber.cn

关于英国国际贸易部

英国国际贸易部帮助企业出口，推动对内和对外投
资，进行市场准入和贸易协议谈判，倡导自由贸易。
致力于拓展英国全球贸易输出，鼓励支持外商投资，
支持推进全球商务拓展及英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贸易外
交策略。

great.gov.uk
commercialdit.china@fco.gov.uk

关于问创教育

问创教育是一家立足并服务于中、英两国的教育咨询
机构，致力于以提供研究、市场准入咨询、业务发
展、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并购业务的方式为两国教育事
业持续发展和高品质教育提供支持。

ventureeducation.org
contact@ventureeduc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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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近年来，中英贸易和投资增长迅速，其中教育是一个突出的领域。中国对英国教育的K12、高等教育和教育科技等领域都
加大了投资。英国拥有一些全球最优秀的私立学校。自2014年以来，已有17所英国K12私立学校或学校集团被中国投资者
收购，而这一数字在未来将继续上升。

中国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多英国私立学校分校的国家。截至2020年1月，中国内地英国私立学校分校数量达到36所。

英国教育有着卓越的全球声誉，而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国际网络、长
期投资的盈利能力和稳定性，将继续吸引中国的投资。
此外，英国蓬勃发展的教育科技领域是非常具有投资潜力的行业；英国教育科技目前被认为是欧洲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
快的行业。英国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以及高等教育领域也蕴藏着大量投资机会，英国目前有6所私立大学和800多家私立高等
教育机构在运营。在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等重要机构的支持下，英国也是国际英语培训（ELT）市场的领导者。不仅如此，
英国的学前教育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过去的20年里，学前教育的入学率翻了一番。近年来，英国还建立了不少中英双
语幼儿园和托儿所，这也进一步促进了中英两国在教育和文化领域的交流。

英国政府的国际贸易部(DIT)一直积极支持外商投资，并推出了许多支持和税收优惠计划。作为欧洲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
英国是G20国家中公司税最低的国家（19%)，为潜在的中国投资创造了良好的营商投资环境。在英国的商业投资是安全
的、支持的、且开放的。



关于活动

由于中国投资者对英国教育越来越感兴趣，中国英国商会和英国国际贸易部在问创教育的支持下，邀请了14位行业专
家，针对英国不断发展的教育行业进行了讨论并提供见解。活动于2020年7月29日顺利举行。会议内容丰富，对教育服
务和产品的买家和卖家进行了概述，重点指出了几项重要的趋势，并提供了有效的建议。

此次网络研讨会共聚集了66位
对英国教育有兴趣的专家人士。

会议参与者对于
英中教育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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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 66

感谢您组织了今天早些时候举行的网
络研讨会。多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会
议！这是我参加过的最好的网络研讨
会之一，在两个小时内获取了解到了
很多实用的信息。



中
英
投
资 中英联合互助奖学金项目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这是两国在教育领域合作

和理解的基石。

在过去的40年中，有超过50多万的中国学生赴英留学；与此同时有3.5万多
名英国学生来到中国学习。

在学习英语方面中国在数量上有着绝对有“领先”的水平（中国大约有4亿英语
学习者），不过汉语学习在英国也越来越受到欢迎（目前在英国开设了30所
孔子学院）。

K-12教育是英中两国在教育领域合作的重点。

目前有36所英国学校在中国运营，未来中国还会开设更多的英国学校。

自2014年以来，已经有10家中国公司和投资者先后购买了17家英国私立学校
品牌。

高等教育是新的增长点，目前中英两国有205个跨国教育合作项目和29所合
作院校。

尽管政府间的健康关系对英中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但人际关系和企业对企
业关系也 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JULIAN FISHER
英国商会, 英-中教育

英国拥有欧洲最大的教育科技产业，其教育科技初创公司数量位居全球前五。

教育科技已成为关键投资领域之一，在过去5年中吸引了超过10亿英镑的风险投
资。

人力资本是英国教育科技行业的主要优势——伦敦拥有全球最多的优质专业人
才。

教育科技行业的存在的机遇：人工智能、游戏化、智能装备、混合现实和沉浸
式内容（AR），以及基于云存储的学习管理系统和规模庞大的在线开放课程。

英国在课外课程和测试领域的水平享誉世界，其中就包括教师培训、特殊教育
、STEM课程和英语学习。

英国教育文凭在全世界教育市场的认可程度非常高，其A-Level考试占全球市场
份额的40％，并且有6000余所英国学校分布于世界各地。

刘静
英国国际贸易部, 英国教育掠影  

35,000+ 学生

500,000+ 学生

在中国的英国学生

在英国的中国学生

1980年-2020年学生数量

40%
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英国A-level考试



中
英
投
资 在英国进行教育产品的投资购买大约需要4-8个月左右的时间，因为在整个过程开始阶段需要考虑利息水平（买卖双

方）、双方准备程度以及估价/定价这些重要因素。

交易结构是双方交易的关键考量因素（无论是股票交易还是资产交易，同时要考虑税收结构因素）。

在购买英国学校时，中国买家非常关心的是学校未来是否有拓展的空间（比如说进入中国市场。

交易过程中可能涉及签证要求的变化、经济的不确定性、检查和监管标准、招聘与留用、成本上升（这可能导致利润
层面的压力）以及对私人股本学校的潜在负面看法等诸多挑战。

COVID-19疫情引发的金融危机，导致许多英国私立学校开始求助于银行贷款，但也有不少学校在寻求其他来源的投
资，来自中国的投资就被视为重要的资金来源。

交易成功的关键因素包括：教育产品本身的质量（即课程、资源）、教学质量和学生保留率、管理风格和效率、品牌
和市场营销以及稳定的现金流。

沈莹
毕马威中国, 英中交易流程

英国政府正在积极吸引外商投资。

在英国投资意味着您将从以下方面受益 : 良好成熟的营商环境、竞争力的税收优惠政策、尖端研究和创新环境、聚集
大量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强大的数字化和物理基础设施以及发达便利的地理交通位置。

英国的公司税税率是G20国家中最低的。

研究开发新产品、工艺或服务，或者对现有产品、工艺或服务进行升级改造的企业公司，将有机会获得英国资金补贴
和/或税收减免优惠政策。

英国政府致力于推进教育科技的发展，近期投入了1000万英镑以支持《教育科技战略》。

英国国际贸易部提供个性化、权威及专业的服务，以支持各种规模的企业公司。

英国国际贸易部的投资相关服务包括：公司注册、建立关系、签证咨询服务、人员招聘、资金筹募、获取市场机会信
息以及税收支持。

董治
英国国际贸易部, 英国政府支持

20国集团2019年公司税率比较

法国 31%

日本 30.62%

澳大利亚 30%

德国 30%

中国 25%

意大利 24%

美国 21%

英国 19%



教
育
科
技 为了在英国市场中取得成功，教育科技产品需要具有长期有效性。

教育科技可以帮助改进教学质量以及提高教学组织的管理效率。

英国一直是为世界各地提供教育资源的先锋，英国的大学和私人公司拥有世界顶级的研究人员，其中就包括像
EDUCATE项目这样的合作项目。

从纯粹的财务角度来看，最好的投资对象应是那些吸取英国专业知识，且有规模及扩展潜力的企业公司。

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针对家庭学习的教育科技产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NICK KIND
Tyton Partners, 投资英国教育科技

职
业
教
育 英国职业教育与培训（TVET）行业的主要特点是：高运营标准、全球认可的认证、学徒制、经认可的行业培训机构

（ITO）设定的国家职业标准以及强大的监管机构和机制。

中国政府认可的英国职业证书，包括剑桥大学的商务管理证书和剑桥大学旅游管理证书。

英国职业教育与培训投资机会：英国职业学院、私立培训机构、发证机构以及专业机构。

殷杰
泰晤士国际教育, 投资职业教育

高
等
教
育 2019年，英国各类大学或学校共吸引了超过11.9万名中国学生入读，同比增长20%。

2018/2019年，来自中国的学生为英国经济贡献了大约41亿英镑。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通过举行各种活动在中国促进英国教育，包括赴英留学行前准备会、教育中介及顾问论坛与培训班以
及英国教育展等。

超过50%的中国留学生会使用留学中介的服务，他们也是中国教育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雪彬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合作机会



K
12
教
育 英国的收费学校可分为两类：（一）独立学校（为注册慈善机构），（二）私人所办学校（指私人或股权集团所拥有的学

校）。

一旦私立学校被收购，该学校可能不再会以注册慈善机构的形式进行经营。

英国目前具有大约2000所收费私立学校。

中国是世界上收购英国私立学校的最多的国家，中国投资者选择收购英国私校主要是为了收购之后将学校品牌带回中国建
立海外分校（例如，圣比斯学校）。

中国投资者通常会收购即将破产的寄宿制学校，通过扩招国际寄宿学生（特别是来自中国的）以恢复盈利。

当购买已破产的私立学校是，投资者将会需要至少六个月的时间收回其教育许可证。

VIPUL BHARGAVA
GILT 教育, 购买英国学校

实验式教育推翻了传统的教育模式，后者被视为 “过时而被动的”。

主动性学习，例如通过参与谈论和 “边做边学”，可以提高儿童的信息保留能力。

虽然英国实验式教育产业已有大约100年的历史（从Outward Bound与爱丁堡公爵国际奖「DofE」项目开始），但是中
国该产业只有10到15年的历史，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越来越多在华国际与民办学校开始重视实验式教育，将其活动纳入学校课程中。

JOSH KERNAN  
北京融汇通文化传播, 实验教育投资

英国学校

公立学校 收费学校

社区/基金会/
文法学校

学院和免费
学校

独立学校 私人所办学校



自2012年以来，中国教育市场上的国际中资私立学校数量增加了11.8%（2012年：275所；2020年：671所），学校的
学生人数增加了13.6%（2012年：99459人；2020年：279646人），学费收入增加了21.9%（2012年：9.92亿美元；
2020年：48.741亿美元）。

目前来看中国私立学校的主体生源是本土学生，而不是外籍儿童（虽然他们是这些学校的设立初衷）。

自2003年德威英国国际学校在中国运营以来，目前中国有44所英国私立或合作学校。

今年9月预计将有14所学校开学，其中10所学校准备于2021年开学，5所学校定于2022-23年开学。

广东省的私立学校数量预计增长速度最快，浙江和江苏省紧随其后。

学生入学率持续增长，从2015的 7000人增加到2020年的23000人。

英国的学校品牌不仅意味品牌层面的古老传承与悠久历史，同时提供了丰富的英式教学与学习的专业经验与知识。

选择信誉良好的学校，协调投资者和学校合作伙伴价值观，确定潜在的发展定位以及了解相关的教育法规都是建立成功
合作关系的基础。

WILLIAM BEDFORD
ISC 研究, 中国的学校投资  

开学学校

11.8%
年增长

年增长

13.6%
年增长

21.9%

国际中资
私立学校

学生 学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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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求
投
资 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批准的英国首家且规模最大的中英双语–学前英语教育提供商。

获得业界领军企业Busy Bee（英国最大幼儿园连锁企业）和天巡者网站创始人的鼎力支持。

伦敦市中心两所成功运营并盈利的学校，计划在Canary Wharf开办第三所学校。

希望成为全球双语教育品牌，为全世界提供实体化和数字化形式的高质量的教育服务。

 
望子成龙

CENNYDD JOHN

高素质师资设计开发了创新性的教育平台，为学校（从学前教育到成人教育）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满足他们在招聘、培
训以及售后服务方面的需求。

这个应用程序/平台已经在中东市场获得了成功，目前正打算将业务与服务扩展到中国市场。

该应用程序称公司使用他们的服务进行招聘，只要一个星期的招聘时间并能达到98％的员工保留率，从而为公司节省了
时间和金钱。

SYED SHAH & NAIMA NAVSA
高素质师资  

钔龙MEL Science致力于将化学学习带入千家万户，成为在家中即可安全操作的产品，以此来弥补许多学校和教育机构
长期忽视化学科目的问题。

每月提供化学套装产品订阅，并提移动应用程序支持定订阅

订阅者还可以享用免费VR视频课程（首次订阅时免费附送个人耳机）。

目前订阅服务已扩展到全世界60多个国家，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刚刚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分公司）。

KAI LIANG
钔龙MEL Science

Century科技充分融合了人工智能、学习科学以及神经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每位学生量身定制了符合个性化成长
的路径，同时为教师提供强大的干预数据支持。

在长达一年的科学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通过使用Century的“记忆”特色产品，学生成绩提高了30％。

目前已适用英语国家课程，该服务正在全球市场进行推广。

CHARLES WOOD
世纪科技



问答环节

以下是本次网络研讨会提出并回答的问题：

01 对于希望进入英国市场的中国中小企业，是否会有贷款计划和/或金融方面的支持？

在英国注册的公司将有资格获得天使投资人的英国企业投资计划（EIS）/ 种子企业投资计划（SEIS）
的资金支持。他们向投资者提供投资公司30%-50%的退税优惠（换取股权）。

02 对于那些正在进入或已经尝试进入英国教育市场的中国品牌，不知道有没有品牌知名度或
接受度方面的数据信息？

我们没有具体数据，但看得出市场参与者正在显着增加。市场看重的是品质，而不是您来自哪个地区或
国家。

03 对于那些希望在英国建立分公司并在当地发展业务的教育公司，有哪些具体的系统性支持
手段？

英国国际贸易部会为那些在英国进行投资的公司提供个性化服务，不会对企业的规模或发展目标有具体的限
制和要求。更多详情信息敬请联系国际贸易部。

04 教育投资是否也包括教育服务提供商或只是学校？

包括教育科技、在线教育公司和代理商在内的许多教育服务提供商已经进行了大量投资。

05 如果中国的国有企业获得英国政府的许可，是否可以在英国投资？

是的。 教育行业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性领域。

06 学校投资者会遇到哪些监管障碍？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在英国方面几乎没有监管层面的障碍。这主要取决于学校是否在正常运行或已被接管，因为处理这两种
状况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英国的收费学校必须接受持续性的检查，尤其是要应对英国私校委员会方面的
检查。



趋势
英中学术交流将继续蓬勃发展

英国是中国学生最青睐的留学目的地之一，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方面。近年来，英国的高等教育比美国更受欢迎。

收购英国私立学校的兴趣和机会不断增加

K-12已经成为中英两国合作最深入的领域之一，从中国收购英国私立学校的兴趣也在不断增加。在当前新冠肺炎疫
情下，很多英国私立学校的财政出现危机，中国投资者或许会面临更多收购英国私立学校的机遇。

中国对英国品牌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

英国品牌教育及课程在中国仍然受到欢迎。未来几年中，将会有更多的英国私立学校品牌入驻在中国内地，开设其
第一个分校。

英国政府加强对教育科技产业的支持

除了对商业投资的宏观支持计划和激励措施，英国政府为了实现教育部门技术的潜力，在2019年提出《教育科技战
略》，为外国投资者创造了一个更有利和便捷的商业环境。

中英两国有着数百年的学术交流，这种深厚而富有成
果的关系不会因短期挑战而削弱。我们在未来有好几
百年的时间来学习、发现和合作。

英国政府将继续致力于推进教育科技产业的发展。

Julian Fisher, 英国商会

刘静，英国国际贸易部



关键要点
明确投资意向

中国投资者应该清楚自己投资的理由，并据此选择最好的投资对象。例如，如果投资方优先考虑盈利问题，就应
该选择投资拥有较大潜力和市场的公司。

了解当地市场

中国投资者应向当地人寻求专业咨询或建议，以便更好地了解当地市场的规模、需求、特点和趋势。

了解英国的政策制度

中国投资者在投资英国教育领域时，应熟悉英国的教育体系、投资法规和其他相关政策。

与你的合作伙伴建立关系

相互尊重是英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投资者应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英国的合作伙伴。

可持续性和有效性

中国投资者应该仔细评估他们有意向投资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尤其是在教育科技领域，应当重点关注投资方产
品或服务有效性，即是否可以有效地提供解决方案。 



近期中英两国收购交易

01
2020年4月28日

中国投资者收购英国私校
阿伯茨布罗姆利

2020年7月29日

英国私募基金璞米资本收
购英孚在华学校多数股权

020年7月30日

中国地产公司收购英国加
比达斯教育公司

02

03

中国投资帮助另外一所英国私校
脱离财务危机

英孚青少儿英语业务部门引入璞米资本约15亿美
金估值的投资

独家报道：中国地产投资控股为英国皇室服务的加比达斯教育公司



欢迎加入中国英国商会

如果您有兴趣成为中国英国商会的会员，在获得商会提供的一系列专属商务服务的同时，您还能享受到其他会员尊享权
益。如果您的商业部署覆盖北京辐射全国，那么加入中国英国商会将是您的明智选择，因为我们总部设在观察中国趋势
和政策的核心--首都北京，是中央政府和众多英中两国主要企业的总部聚集地 。如果您的企业位于中国其他地区省份，
请考虑加入位于上海、广东或成都（中国西南区）的合作伙伴分会。

在中国英国商会（总部位于北京），我们的会员计划旨在帮助不同规模、行业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获得所需的服务、
支持和帮助，并且我们一直欢迎新成员加入我们在中国运营的英国企业会员网络。

会员类别 标准 会员年费

高级会员 RMB 40,000高级会员面向任何希望从更高层面支持商会
，获得独家优惠以及更多知名度和品牌效应
的企业

大型企业 RMB 20,000年营业额在700万英镑以上

中型企业 RMB 10,000年营业额在200万英镑---700万英镑之间

小型企业 RMB 5,000年营业额少于200万英镑

酒店&合作伙伴 RMB 15,000面向定期举行或支持商会活动的合作伙伴企
业

会员资格日期计算自加入之日起满一年。

会员企业的所有员工均可享受会员福利。

您可以通过访问
https://www.britishchamber.cn/en/become-a-member/或发送电子邮
件至Membership@britishchamber.cn来找到更多信息或申请会员资格。



英国国际贸易部帮助企业出口，推动对内和对外投资，进行市
场准入和贸易协议谈判，倡导自由贸易。致力于拓展英国全球
贸易输出，鼓励支持外商投资，支持推进全球商务拓展及英国
在国际市场上的贸易外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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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

英国国际贸易部

英国国际贸易部致力于帮助英国公司成功的在全球市场中竞争，并协助海外公司在英国的投资。

刘静: liu.jing@fcowebmail.fco.gov.uk
董治: zhi.dong@invest-trade.uk

问创

问创教育是一家立足并服务于中、英两国的教育咨询机构，致力于以提供研究、市场准入咨询、业务发展、合作伙
伴关系以及并购业务的方式为两国教育事业持续发展和高品质教育提供支持。

Julian Fisher: julian@ventureeducation.org

毕马威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是一家网络遍布全球的专业服务机构，专门提供审计、税务和咨询等服务，业务遍及全球147个
国家和地区，并拥有219,000多名员工。毕马威中国在北京、长沙、成都、重庆、佛山、福州、广州、海口、杭州、
济南、南京、宁波、青岛、上海、沈阳、深圳、天津、武汉、厦门、西安、郑州、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
区24个城市设有26个机构，员工超过9000人。

沈莹: daisy.shen@kpmg.com

英国泰晤士控股有限公司

泰晤士控股有限公司坐落于伦敦金融城，至今已有12年历史，公司长期致力于英中教育，涉足于英国初等教育，高
等教育，职业教育，教育科技，教育标准，教育金融以及教育资产管理等领域。  

殷杰: jamie.yin@thames-premier.com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通过艺术、文化、教育和英语语言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人民间建立联系、理解和信任。  我们帮助年
轻人掌握技能，树立信心，建立联系，让他们发掘自身潜力、参与健全和包容性社会。我们助力年轻人学习英语，
接受高质量教育，取得国际认可资质。我们推进艺术和文化工作，激发创意表达和交流，培育创新型企业。    

胡雪彬: xuebin.hu@britishcouncil.org.cn



Tyton Partners
Tyton Partners是一家战略咨询公司，主要为教育行业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投资银行和战略咨询是公司的主要业
务，Tyton Partners致力于为投资者、基金会和各大公司提供战略计划制定、尽职调查以及公司买卖交易的服务与
支持。

Nick Kind: nkind@tytonpartners.com

GILT教育

GILT Education是一家专注于教育的咨询公司，在不同的教育行业细分市场中拥有丰富的经验，在包括欧洲、印
度、中国以及东南亚在内的全球市场范围内建立了强大的网络。GILT Education致力于教育企业的全球扩张和整
合，为企业所有者、投资者和战略制定者提供与新教育市场、合作伙伴关系和合资企业交易有关的最关键的问题和
机会，以及利润丰厚的并购机会，作为其全球增长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Vipul Bhargava: vipul@gilteducation.com

ISC研究

ISC 研究着眼于全球的国际学校市场，收集和制作有关市场趋势、发展和增长潜力的情报和数据。ISC 研究致力于
在投资者与准备就绪与投资者建立伙伴关系的学校品牌间牵线搭桥，并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各类学校的发展提供
市场报告和专业知识。

Will Bedford: will.bedford@iscresearch.com

望子成龙

望子成龙是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批准成立的首家中英双语学前教育机构。我们在运营双语幼儿园业务的同时，还提
供学前教育教师培训在线认证、企业对客户和企业对企业模式的教师安置与招聘服务、假日夏令营，以及课后俱乐
部和在线教育解决方案。

Cenn John: cj@hatching-dragons.com

北京融汇通文化传播

胡同在北京、上海、香港和台北设有办事处，是中国领先的体验式教育旅行课程的提供商，专门为国际学校和大学
生群体打造大中华地区独特而真实的学习体验。胡同的课程融合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并严格遵照国际教育和安
全的最高标准，补充和增强了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弥合了文化鸿沟。

Josh Kernan: josh@thehutong.com



高素质师资

八年来，高素质师资专门为中东和远东地区的国际教育领域提供招聘/培训服务。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优质的应用程序
/门户网站提供新型的解决方案，为学校打造招聘/培训员工的全天候平台。

Syed Shah: sshah@qtsta�.co.uk

钔龙

总部位于伦敦的钔龙MEL Science，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创新性科学教育内容提供商。团队推出了专门为家庭实验打
造的互动性、革新性十足的盒子，并附送专门软件，配套学习线上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教育内容以及数以千计的创
客风格科学教育视频。

Kai Liang: kai@melscience.co.uk

世纪科技

世纪科技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学生设计个性化的学习日程，并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实时的见解和分析。平台对学生们
的优势和不足进行持续性的评价，为他们量身打造个性化学习路径，与此同时交互式操作面板让教师和家长充分实
时了解学生的进步情况，并为教师提供具有可行性的建议，使他们无论是在课上还是课下都能进行具体指导。

Charles Wood: charles.wood@century.te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