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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业成今年市场香饽饽

专家呼吁政府出台系列政策，明确主管部门，规范行业

□

信息时报记者 徐珊珊

今年以来，“托育”概念高

频次出现在人们视野中。 3 月

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

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

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

托育服务机构。 全国多地相关

政策陆续出台。 广州市越秀区

率先在全市试点婴幼儿托育

服务，以政府购买形式，依托

专业机构，向辖内常住 3 岁以

下婴幼儿家庭提供服务。 政策

频频释放利好信号，产业资本

也将目光瞄准了 0~3 岁的婴

幼儿托育行业。 不过，在缺乏

行业标准、缺少有效监管的情

况下， 托幼机构野蛮生长，专

家呼吁政府出台系列政策，明

确主管部门，规范行业。

每逢周一至周五下午6点多，

刚下班的王女士就急匆匆地赶到

一家托育机构接自己1岁3个月的

女儿。 34岁的王女士是两个孩子

的母亲，谈起带孩子的经历，她用

“劳师动众” 来形容：“大女儿3岁

前周一到周五由外公、 外婆、爷

爷、奶奶轮流带，周六周日由我和

孩子爸爸带。 ”好不容易等她满3

岁上幼儿园了，小女儿出生了，托

育问题又一次摆在她面前。 王女

士说，老人还要帮忙接送大女儿，

实在没有精力了， 小女儿只有送

到托育机构。

像王女士这样遇到托育难题

的并非少数,许多双职工家庭都有

这桩“心病”。 当前,多数幼儿园仅

接收3岁以上儿童, 而女职工平均

只有五六个月的产假,职场妈妈休

完产假复工后,孩子在入园前长达

两年半左右的时间里由谁来带,就

成为一个很棘手的现实问题。 尤

其在国家二孩政策放开后， 这一

需求就更加明显。

卫健委一项调查显示，76.8%

的家长期望孩子能上“公办”托育

机构，35.8%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

长存在托育需求。 据悉，托育和早

教不同，托育分半日制或全日制，

提供宝宝睡觉和餐饮， 早教课一

般为45分钟或1小时。

全职工家庭

托育需求较大

市场的巨大需求也让资本更

多地关注这个行业。近日，0~3岁托

幼连锁教育机构Urjoy school获得

了众晖资本千万级A轮融资；toB

早教机构服务商“时光迹”完成了

500万元天使轮融资。 而在2月份，

育学园获得数千万美元C+轮融

资。

记者梳理发现， 近一年来，多

家涉托育服务的公司获得资本市

场的青睐，融资消息不断。 来自i-

EDU智库的数据显示，2018年托

育行业获得融资9起， 多集中在天

使轮，融资总金额超3亿元。 其中，

2018年4月，纽诺教育获6500万元A

轮融资、多乐小熊获得新东方Pre-

A轮千万级投资；2018年5月，运动

宝贝获得保利文化产业基金的亿

元战略投资；2018年6月，袋鼠麻麻

完成数千万元A轮融资；2018年9

月，迈德国际成长中心完成数百万

元A轮融资。

陈曦是一位幼儿托育行业的

创业者，她告诉记者，从去年以来，

资本对托育市场关注度有所提升，

“本来托育的需求在一线城市就越

来越高，再加上政策明朗，公司已

经在和好几拨投资人谈投资了。 ”

纽诺教育创始人王荣辉表示，

和6~12岁孩子放学后托管相比，无

论是提供的服务内容还是内部运

营管理上， 办幼托机构都更加困

难。 当初切入幼托市场，是因为这

个市场的痛点更加明显、但服务供

给端相对空白。 她为了自己的宝

宝，放弃外资高管的职位，开始投

身于婴幼儿发展领域。 创业十年

间，她见证了中国服务育儿观念的

改变，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动接受专

业化的育儿服务和学习专业化的

早期教育课程。这让商业嗅觉敏锐

的她，看到了潜在的巨大的幼托需

求，随后面向0~3岁宝宝的纽诺·艾

玛国际保育园在广州成立。

多家托育机构获资本青睐

过去，民办幼儿园一直是幼教

领域的“香饽饽”。 但自去年底“史

上最严”学前教育新规落地，民办

幼儿园资本化之路几乎被堵死。

进入 2019 年， 随着政策层面的推

动，0~3 岁托育服务作为一项重要

的民生工程成为火热的话题之一。

2 月份， 国家发改委等 18 部门出

台方案，将增加托育服务有效供给

纳入行动任务；3 月政府工作报告

中明确指出，针对实施全面两孩政

策后的新情况，要加快发展多种形

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

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 由此，政策

红利让托育获得大量关注，至今热

度不减。

很多民办幼儿园从业者也开

始谋求转型、 寻找新的投资方向，

将目光转向了 0~3 岁托育轨道上。

甚至民办幼儿园巨头红黄蓝教育

也在谋求转型和升级，

定位为覆盖 0~6 岁综合性早

期教育服务提供商。

安赐资本合伙人陈让表示，中

国拥有着千亿级的婴幼儿保育市

场， 每年约有 4000 万婴幼儿等待

入托，服务供给远远满足不了市场

的刚需。 随着二孩政策全面开放，

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会进一步

加大。 此外，政府提出支持社会力

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托育领域必

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高潮。

托育政策明确红利期到来

链接

目前

0~3

岁托育机构的主要类型

第一类是家庭式个体托管机构。

这

类机构规模很小，一般以看护幼儿为主。

由于从业人员素质较低， 且无证经营不

合规的较多。

第二类是托幼一体化机构。

因为家

长普遍对幼儿园托班或公立机构更信

任，少数幼儿园如果招收托班、小小班，

家长都会趋之若鹜。 但这部分资源十分

有限，只能够覆盖到极少数家庭。

第三类机构是较专业的托育机构，

实行连锁化的经营与管理。

第四类是早教机构兼收的少量托

育班。

托育行业融资案例

2018

年

4

月

10

日，纽诺教育

6500

万元

A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安赐资本、广

州创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领投，上轮投资方广东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跟投。

2018

年

4

月

24

日，多乐小熊获得新东方

A

轮千万级投资。

2018

年

5

月

20

日，运动宝贝获亿元投资，由保利文化产业基金战略投资。

2018

年

6

月

29

日，儿童托育连锁品牌袋鼠麻麻完成数千万元

A

轮融资，由

光速中国领投，双湖资本、张涛等老股东跟投。

2018

年

9

月

28

日，幼教品牌迈德国际成长中心完成数百万元

A

轮融资，投

资方为万有集市、集成字里行间文化。

2019

年

2

月，育学园获得数千万美元

C+

轮融资，由新东方独家战略投资。

2019

年

3

月，

toB

早教机构服务商“时光迹”完成了

500

万元天使轮融资，投资方为风物资本；此前曾获得

过樊登领投的种子轮融资。

目前，托育行业在国家层面并没有统一标

准。 有专家学者指出，我国目前社会托育服务

的基本型态是：机构服务总量极其不足，服务

结构严重失衡，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服务效率

十分低下。近年来，很多人瞄准了托育行业。但

市场需求走在政策前面， 必然会带来的问题

是，在缺乏行业标准、缺少有效监管的情况下，

大大小小的托幼机构良莠不齐、野蛮生长。 这

亟待政府部门监管。

“托育从业人员整体的职业素养有待提

高。要想托育早教行业健康发展，人才是关键。

加强对托育过程的监管最关键、最重要的就是

对机构从业人员进行有效规范，保护婴幼儿特

殊群体的利益。”学前教育专家郑福明表示，托

育与幼儿园相比，因为服务对象的不同，教的

内容会更少一些，看护的比重会更大，所以对

从业人员的责任心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托育行

业现阶段对于人才标准是没有规定的，包括从

业人员的资质审核、专业技能、考评认证等，市

场就会出现良莠不齐的状况。

有业内专家指出，托育行业说到根本还得

回归教育的本质，特别是婴幼儿阶段，家长的

试错成本太高，呼吁政府明确托育公共服务地

位，确定主管部门统一托育服务管理机制。

广州航海学院航运经贸学院副院长葛春

凤表示，对于0~3岁婴幼儿托育建设，政府层面

的制度保障与政策支持亟须跟进，“政府应加

快制定托育机构建设的标准，对早教给予专业

引导和规范，加大对托育机构的财政补贴或税

收优惠，鼓励社会多方共同参与，同时加大公

共托育服务中心的建立。 ”

今年3月， 广州市越秀区率先在全市试点

婴幼儿托育服务，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依

托专业机构， 向辖内常住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

提供服务，1~3岁全天托幼服务初期提供25个

公益学位，学费按照市场标准7.5折计算，每名

婴幼儿就读时限为6个月。 之后将视情况逐步

扩充至50个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