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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

本报记者 程中军

（上接第一版）
“一对一”、“个性化”的教学模

式曾经让学大教育在国内培训市
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理念冲击波，
这种因每位学生的个性化差异而
量身设计的课程及教学的培训模
式让学大迅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和推崇，学大教育公司也由最初一
间办公室，两三名员工的“小打小
闹”，迅速成长为国内教育培训界
的一匹黑马。

成功上市后，学大教育犹如一
辆安装了新引擎的汽车，开始了新
的飞跃。学大教育的分支机构也在
全国遍地开花，经营业绩稳步攀
升。一切都显得顺风顺水。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问题就
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

为创新教学模式，学大教育新
组建了两个大部门：一个是产品
部，一个是技术部，这两个部门统
称总产品技术部，由副总裁杨海直
接管理。

杨海 2010 年加盟学大教育，此
前曾长期任职于中华英才网、网易
等企业，有着丰富的互联网企业运
营经验。因此，总产品技术部的核
心团队中，有不少都是杨海从中华
英才网带过来的。

但是，产品技术部运行时间
不长就不得不被终止。因为学大
管理层发现，这个团队除了勉强

运营 ERP 等老项目之后，没有任
何实质性的创新。备受 CEO 王钧
看重的两个网站，也没有任何新
的亮点。相反，该部门开始运营
后，各种成本急剧增加，短短几个
月时间，竟然消耗掉 8000 多万
元。
“这个团队刚成立时不过十几

个人，半年时间就扩张到几百人，
造成了大量的固定人员成本压
力。”一位接近学大教育的人士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当时很多
工作是采用高费用外包的方式进
行，而自己庞大的技术团队却放
任不用，这些都造成巨大的耗
资。”

投入和产出严重不对等的现
状很快在资本市场上显现出来。
2011年 8 月开始，学大教育股价开
始持续走低，深层次危机开始逐步
凸显。

为了挽回损失，降低成本，学
大教育不得不紧急断臂，将该部门
及所涉人员全部裁撤。
“这次事件学大共辞退两百多

人，其中包括 1个副总裁，15 个总
监，5 个高级经理，35 个经理。”接
近学大教育的人士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透露。

2012 年 1 月，学大教育发布
公告表示，公司原总裁王钧及公司
首席信息官杨海因“个人追求其他

兴趣”而辞去职务。
随后，学大教育创始人之一、

公司 CEO 金鑫正式接替王钧的管
理职责，学大教育开始了疗伤式整
顿。

“另一个学大”

事实上，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发
展企业一直是学大创新教学模式
的一个重要方向。
据了解，学大教育的高层几乎

全部来自互联网企业，且有着多年
的管理和运营经验，这让学大始终
有着较为深厚的互联网情结。
学大教育创始人金鑫和李如

彬数年前曾经在同一家网络公司
任职，最初的创业基点也是互联
网，想过做新浪那样的网站，像
GOOGLE 那样的搜索引擎，也想过
娱乐性的网站等等，对互联网的力
量一直非常认同；而王钧自 2008
年起担任学大公司董事，并从 2010
年起担任总裁，此前曾先后在甲骨
文、微软、亚马逊等多家美国高科
技公司任职，有着丰富的 IT 企业
运营管理经验。
“从家教网开始，学大的几位

创始人就一直希望在互联网项目
上有所作为”。前述学大内部人士
告诉记者，为了完成这个梦想，学
大上市之后，将发展战略大致分为

两个方向：一个是全国城市和校区
的扩张，一个是基于产品技术的提
升。学大号称拥有业界独一无二的
领先技术，从咨询环节开始到排课
授课，有强大的技术支持（ERP）。
这位人士向记者透露称，学大

教育在保证传统线下业务持续稳
定的情况下，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扩
张路径是通过互联网的创新和发
展，在业界打造另一个学大。 因
此，学大教育先后引进大量网络界
人士，目的就在于互联网项目的实
施。

但是，有培训界人士对此指
出，学大教育 2011 年遭遇滑铁卢
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对互联网
人才的引进。
该业界人士称，教育公司融资

上市之后，核心的战略方向是校
区扩张和经营思路的调整。调整
方向也是希望通过创新和人才的
引进能为公司提供更多的发展方
向，但学大教育此次引进的产品
技术部负责人来自传统互联网，
并不熟悉教育行业的网站，其采
用传统互联网公司上市后的操作
方式运营这个大部门，管理机制
脱离了本身的企业文化，因此采
用了迅速扩张团队、大量烧钱等
互联网企业发展方式，在本身利
润点并不高的教育行业中，此种
做法的后果不言而喻。

路径厘定

2007 年学大教育成功吸纳鼎
晖创投的风险投资之后便进入飞
速发展期。 2007 年，学大教育仅
在 8 个城市拥有 32 个教学点，到
2010 年已在 44个城市拥有 157 个
教学点。目前，学大教育公司的学
习中心已达 200 多个，2012 年，学
大计划将新增 100多家学习中心。

而学大教育在上市之初的招
股说明书中曾称，新开教学中心一
般要 24个月才能有良好的盈利能
力，这也就是说，2012 年学大教育
计划开始的 100 多家学习中心，如
果运行顺利，也要到 2014 年才能
实现盈利。而这两年中，学大教育
要付出巨大的人才成本及各种商
务成本。对于一个上市的教育培训
企业而言，则必须要面对既要达到
一定规模，又要尽量压缩成本的问
题，以保证财报的好看。

王钧曾指出，“从规模化、成本
控制、达到课程的覆盖度等层面而
言，结合网络一定是一个发展方
向。”王钧的观点在学大教育内部
早已达成了共识。因此，探讨互联
网教学模式，是学大缓解目前快速
扩张中巨大成本压力的重要举措。

但是，学大此次互联网项目的
失败又为这一模式提供了危险预

警，教育培训行业要想结合互联
网，一定要与传统互联网的发展路
径相区别。
前述学大教育内部人士表示，

做教育如果以传统互联网公司那
样盈利性质的上市，势必会为了达
到董事会的要求而疯狂扩展，而教
育行业本身没有集团式管理的经
验和诉求，在扩张的同时，也势必
会给公司管理带来巨大的考验。无
论是之前的 IT 教育，还是现在的
辅导教育行业，都在这个循环中找
不到适合的出路。
事实上，这并不是学大教育一

家企业面临的挑战，2010 年以来
爆发的教育机构海外上市浪潮，也
同时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
是中国的教育培训企业在资本市
场浪潮中，如何找到适合自己发展
的方向。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教育培训

业在市场扩展和多渠道发展过程
中，必须做到如下几个方面，即引
入职业化的管理团队、原有业务与
新兴业务的同步发展、加大成本意
识以及适时放慢脚步。
“在资本市场大潮中，教育培

训业如同行走在钢丝上，必须要使
得快速扩张和稳健发展保持平衡，
其实，这更是一步如履薄冰的棋，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全盘皆输”，有
业内人士表示。

学大教育兵败互联网扩张战略

3月份全国 CPI同比上涨 3.6%，PPI同比下跌 0.3%

CPI与 PPI背离引热议
4 月 9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生产者价格指
数（PPI）等数据，3 月份全国 CPI 同
比 上 涨 3.6% ， 而 PPI 同 比 下 跌
0.3%。

两数据的背离引发业界热议。
有经济学家认为，PPI 下降而 CPI 上
升，是因为传导链条中的流通领域
存在较大的成本空间。亦有观点认
为，两数据一升一降是经济软着陆
的特征，央行货币政策应对此持中
立观望态度。

经济学家关注两指数背离

在食品与成品油价格上扬的情
况下，“负利率时代”仅仅在 1 个月
后重新返回。

2 月份 CPI 的涨幅为 3.2%，低
于 1年期存款利率 3.5%，但仅仅一
个月后，3 月份的 CPI涨幅再次超过
3.5%，重返“负利率时代”。

新浪认证资料显示为“对外经
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的李
长安 4 月 9 日在微博表示，PPI 与
CPI背离值得警惕。

李长安说：“PPI 与 CPI 背离值
得警惕，这说明生产领域的价格波
动不能有效地传导到消费领域中，
PPI 下降而 CPI上升，应该是传导链
条中的流通领域存在较大的成本空
间，这也证明了流通环节成本较高
推动物价上涨的推论。”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
坚认为，三月份 CPI上涨和 PPI下跌
释放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农产品价
格的反弹虽然可控，但要引起足够的
重视，因它会触发社会的通胀预期，
会使本来可控的通胀变得不可控；二
是 PPI 下滑说明全球实体经济依然
疲软，市场避险情绪依然浓重。

经济软着陆特征？

《证券市场周刊》的观点则认
为，两指数背离是经济软着陆的具
体体现。
此观点认为，硬着陆往往伴随

着大规模的企业破产和裁员以及相
应清仓大处理，物价焉有不跌之理？
而软着陆，通常是企业减薪不减员，
商品销售打折处理云山雾罩，生怕
让消费者看穿是企业快撑不下去的
无奈之举。因此整个宏观经济以及
物价的跌幅都较为平缓，整个社会
痛苦程度有限。

今年一季度 PPI同比大幅下滑，
对应着楼市、车市销售形势萎靡和
基建投资不振，预示总需求膨胀趋
势得到抑制。观点说，直到今天，我
们依然看到大多数地产企业还在死
撑，以价换量艰难地消化库存。这引
发相关工业品价格出厂指数同比大
幅下滑，是正常现象。但另一方面，
由于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没有出
现大规模破产倒闭清算，整个社会
失业率并没有飙升，悲观情绪只是
弥漫在经济学家队伍中，并没有在
社会人群中扩散开来，因此消费品
价格并没有随之出现大跳水局面。

恰恰相反，民生用品价格近期
反而有继续上涨趋势。豆制品、食
用油、奶粉、西点、洗发水等近期普
涨，最高涨幅达 25%；豆制品西点
普涨一到两成；菜籽油花生油涨
8%；奶粉涨 10%；从本月起洗发水
也涨价。对此商家表示，原材料、运
输费、人工费等上涨导致成本增
加。但根据近十年来中国经济中数
次库存周期观察，PPI 指数走势一
般领先 CPI 趋势大约一个季度或者
半年，而去年四季度 CPI 已出现波
峰，目前已经进入下行通道，如果
不出意外，下半年或看到 CPI 同比
涨幅缩窄。

货币政策调整空间不大

根据经验，CPI 同比涨幅超过
4%，就会引发社会强烈通胀预期以
及触发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一旦
低于 4%，紧缩不再但货币政策不可
能开闸放水，只是持中性观察策略；
CPI同比涨幅在 2%附近，才可能看

见放松货币政策并取消信贷管制的
局面；而 CPI出现同比负增长时，货
币政策才能彻底宽松。
尽管 3月通胀率意外上扬，多数

分析师仍认为，受中国长达 1 年的
政策紧缩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
响，中国物价压力仍然正在缓解。
随着上两月通胀的放缓，许多

分析师已经预期，中国央行今年可
能调降存款准备金率 150 个基点至
19%，以鼓励银行对面临流动性短缺
的企业进行放贷。

中国年初制定的今年物价调控
目标是在 4豫以内，并将稳增长、控
物价、调结构作为政策导向，此前制
定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
政策保持不变。但在全球经济低迷、
中国外需不足，国内面临经济增长
和转型压力的情况下，中国的宏观
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微调必
然备受关注。
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看来，复杂局
面增加了中国央行等决策部门做出

决定的难度：“现在情况比较复杂、
困难，经济增长在下滑，物价在上
升，如果央行认为物价上涨和经济
上升压力比较大，会继续采取稳健
紧缩的货币政策，如果坚持这种货
币政策，经济下行的压力和趋势会
加剧，这是目前的困难。但我认为，
央行政策主导趋势是防范物价反
弹，这和此前很多人认为央行会放
松货币政策想法不同。”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研究员王远鸿认为，货币政策调整
需要根据一系列经济数据做出综合
判断，目前尚有难度，虽有调整空
间，但他认为，这种调整将是微调和
结构性的：“政策总取向是有调整空
间，今年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宏观
政策会比较平稳，即便有调整也是
微调，政策更突出有保有压，所以，
即便是适度放松或者调整也不会是
很大幅度的。”
（本版编辑综合新华社、中国

网、财经网、国际在线、环球外汇网
报道）

国务院国资委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合作备忘录签
字仪式日前举行。广西向各中央企业推介了涉及交通能源、机
械、汽车、有色金属、石化、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农业以及现代
服务业、旅游文化产业等方面的合作项目 126个，总投资额超
过 2800亿元。

在签字仪式上，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林念修代表自治区
人民政府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中国能
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
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大唐集
团公司等 10家中央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南宁市、河
池市、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也分别与有关央企签署了项目
合作协议。签字仪式现场共有 29家中央企业与广西各市、县
（区）、企业共签约 34个合作项目，总投资约 1135亿元。

29家央企投资广西超千亿

银PPI下滑对应着楼市、车市萎
靡和基建投资不振。但另一方面，企
业没有出现大规模破产倒闭清算，
悲观情绪并没有在社会人群中扩散
开来，因此消费品价格并没有随之
出现大跳水局面。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荨2008年以来 CPI、PPI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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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9日，中央企业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国务院国资
委党委在北京召开中央企业先进精神视频报告会，启动大庆
精神、铁人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和青藏铁路建设精神巡回报告
活动。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在会上指出要继承弘扬中央企
业的光荣传统，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央企业先进精神，努力培育
和造就新时期中央企业先进精神，为中央企业改革发展增添
新的强大动力。

王勇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伟
大进程中，形成和培育了一批反映时代要求、具有行业特征、
催人奋发向上的先进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载人航天精
神和青藏铁路建设精神就是这些先进精神的集中体现。

王勇指出，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和青藏铁
路建设精神植根于中央企业，已经成为国有企业精神的象征
和代表。这些精神是中央企业的宝贵财富，是激励做强做优、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先进企业的强大精神动力。

经过多年探索和努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推进，国有
企业改革发展也面临着许多矛盾、问题和严峻的竞争挑战。

王勇要求，要把弘扬中央企业先进精神转化为做强做优
国有企业的精神力量。坚决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关于完善
国资监管和深化国企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上来。要旗帜鲜明
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
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
力，毫不动摇、理直气壮地巩固发展壮大国有经济。

王勇要求，要把弘扬中央企业先进精神融入到企业高素
质人才队伍建设之中，同时把弘扬中央企业先进精神作为创
新企业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抓手。
“中央企业改革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既面临难得的发

展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王勇表示，要把中央企业先进精
神转化为改革发展的动力，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勇气，转化为应
对挑战的智慧。

在会上，中国石油、中国航天科技、中国铁建、中国中铁的
5位先进精神报告团成员分别作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载人
航天精神与青藏铁路建设精神的宣讲报告。

国资委召开
央企先进精神报告会
本报记者 李志豹

以王进喜为代表的中国石油人怀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雄
心壮志，为国分忧、为民争气，彻底甩掉了我国贫油落后的帽子，
精心培育了“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以孙家栋为代表的中国航天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开拓
创新，书写了中国人在太空的光荣与梦想，铸就了“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青藏铁路建设者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用青春、热血，甚至
生命，在生命禁区、世界屋脊筑起了不朽的丰碑，锻造了“艰苦
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风暴强意志更强，海拔高追求更高”
的伟大精神和品格。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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