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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联合七部门发文，职业教育龙头将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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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七部门发文，鼓励教育支持社会服务产业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10 月 9 日，教育部办公厅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教育支持社会服务产业发展
提高紧缺人才培养培训质量的意见》。进一步鼓励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
展。主要针对家政、养老、托育，在以下几个层面提出一系列利好措施。
 学校层面：鼓励开展职业培训，完善学科专业布局，扩大培养规模
健全专业随产业发展的动态调整机制，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目录，及时增设
相关领域本专科专业。原则上每个省至少有 1 所本科高校开设家政、养老、
托育相关专业。每个省份要有若干所职业院校开设家政、养老类专业。扩
大中高职贯通培养招生专业和规模。支持高校通过自设家政学等二级学科，
开展相关产业政策研究和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层面：培养高层次管理和研发人才，支持从业人员学历提升
鼓励和支持高校在相关学科领域招收培养研究生。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服
务行业管理人员报考攻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支持从业人员通过多种渠
道接受职业教育，提升学历。开放大学要加快信息化学习资源和平台建设，
探索建立远程教育教学及支持服务模式。
 教学层面：建设高质量教学资源，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有关专业课程重点向养老、母婴等领域倾斜，适度拓展心理学、医学、营
养学、沟通技巧等基础知识。遴选 200 种校企双元开发的优质教材。鼓励
引入企业真实项目和案例和数字化教学资源。在职业院校实行高层次、高
技能人才以直接考察的方式公开招聘。新增相关专业课教师原则上应从具
备家政、养老服务、社区服务等工作经历人员中引入和选聘。
 就业层面：开展 1+X 证书制度试点，推动校企合作，鼓励创业
1）研制家政、养老、母婴等紧缺领域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和证书，开发教材
和学习资源。在家政、养老、托育等领域率先开展 1+X 证书制度试点，同
步探索建设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2）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家政服务类、养
老服务类职业院校，或与职业院校以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形式共建产业
学院，合作开设相关专业，规范并加快培养专门人才。全国建设培育 100
家以上产教融合型家政企业，推动 50 家优质企业与 200 所有关院校组建职
业教育集团等。实行现代学徒制、“订单培养”等培养模式。3）鼓励院校
建设众创空间，指导学生开展自主创新和创业活动，社会实践活动。4）鼓
励引入国（境）外相关领域职业标准、课程标准和技术标准，组织 30 所左
右院校和企业引进国际先进课程设计和教学管理体系。
 利好政策进一步加码，细分赛道直接受益，继续看好职业教育发展
近年来国家鼓励职业教育政策频出，此次教育部联合七部门发文，进一步
鼓励家政、康养等职业教育细分赛道的发展。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18 年
我国健康护理行业规模达 5610 亿元，14-18 年复合增速为 19.3%。而专业
技能人员供需不平衡，学历普遍较低的问题亟待解决。目前家政、养老和
母婴服务等职业技能教育细分赛道分散度较高，尚未形成全国性龙头。职
业教育龙头有望凭借自身品牌、规模和上下游优势积极探索相关领域，占
据先发优势。总体来看，职教龙头现金流稳定，近年来利好政策持续加码，
我们继续看好行业长期发展。职教龙头中公教育深耕招录培训，未来有望
借助品类扩张、网点下沉和线上增长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建议重点关注。
此外职教行业龙头还包括职业技能培训龙头中国东方教育和驾考龙头东方
时尚等。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波动、行业监管变化和市场竞争加剧导致报名人次下
滑；租金上涨、人力成本增加，人才流失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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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公司估值和财务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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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BITD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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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

2019E

2020E

2019E

2020E

2019E

2020E

2019E 2020E

中国国旅

601888

CNY

95.28

2019/09/02 买入

97.20

2.37

2.64

40.20

36.09

25.38

20.43

22.20

19.80

首旅酒店

600258

CNY

16.91

2019/08/28 买入

24.60

0.82

0.97

20.62

17.43

7.46

6.78

9.50

10.80

锦江酒店

600754

CNY

22.91

2019/09/02 买入

29.00

1.16

1.28

19.75

17.90

8.73

7.34

9.50

9.70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备注：表中估值指标按照最新收盘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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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波动、行业监管变化和市场竞争加剧导致报名人次下滑；租金上涨、人力
成本增加；人才流失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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