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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新蓝领教育消费行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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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边有没有……

聊得来的美发师

关系不错的健身教练

打过交道的房产经纪人

……

您是否知道……

他们来自哪儿？

他们多大年纪？

他们一个月赚多少？

他们为什么干这行？

……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目 录2017年新蓝领教育

消费行为调查
新蓝领的特征与需求

教育需求与现实痛点

教育分期：满足教育需求的有效方式

青春与情怀：当新蓝领遇上教育分期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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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每年初/高中毕业生人数与高中/大学阶段招生人数之间缺口总计超过一千
万，大量青少年如何寻求个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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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11-2015年我国初中阶段毕业生数量及高中阶段招生情况（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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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上升，但待业青年中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占比却高
达40%，他们怎么办？

• 2016 年1 月1 日，微博上一篇内容为“对于很多

大学毕业生，他们的生活正是被卡得不上不下，几

年的大学生活没有留给他们各种证书，各种offer，

简历上长长的实习经历，或者是国外名校的研究生

录取通知书，四年之后，除了一本毕业证书，他们

一无所有”的文章引起广泛关注，并于2016 年10

月28 日达到全国信息量最高峰，引发一场关于大

学生在象牙塔里到底学到什么的互联网大讨论。

大学生在象牙塔里学到什么？

图：待业青年中应届高校毕业生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 中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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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技能型人才市场需求逐年递增，但招工难、用工荒现象却频频出现

• 人社部发布的2016年三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数据显示，企业在批发和

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用工需求均

处于较高位

• 54.3%的市场用人需求对劳动者的技术等级或

专业技术职称有明确要求。其中，高级工程

师、高级技师、高级技能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

的比率较大，分别为2.45倍、2.11倍、2倍，

供需矛盾十分突出，高级技工缺口远超400万

2017年8月12日

14.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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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2.0% 4.0% 6.0% 8.0% 10.0%12.0%14.0%16.0%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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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图：2016年第三季度企业用人需求
数据来源：人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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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研智库在全国范围内，针对以新蓝领为代表的新生代一族开展问卷调查，历时半
个月，共收集3219份14-37岁调查样本，深度调研其在职业教育领域的行为状况和
基本需求

31个
省市

调查范围
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调查对象覆盖80、90、00后

3219份
问卷

回收数据
共回收有效问卷3219份
其中新蓝领1572份

13次深
度访谈

深度访谈
新华教育、诺韦耐德3位负责人
10位新蓝领

A

• 新蓝领（从业中）：工

作在一二线城市，工作

领域在本次调查新蓝领

职业范畴内的受访对象

B

• 新蓝领（未就业）：当

前生活在一二线城市，

在读以及毕业求职者中

职业期望符合新蓝领职

业范畴

C

• 其他对象：基本属性不

属于新蓝领定义的受访

者，用于比较分析

目标对象：工作学习生活在一二线城市，从事职
业或职业期望在本次调查的新蓝领职业范畴内的
14-37岁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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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新蓝领是谁？

02 新蓝领需要什么？

新蓝领的特征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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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样一个群体，与传统蓝领相比，从事的行业逐步向服务专业转移，更倾向于体
力与脑力相结合的劳动方式，技术能力日益提高，收入和学历水平较传统蓝领均有所
提升，这个群体被称为“新蓝领”

区位分布

劳动方式

职业分布

收入水平

学历水平

传统蓝领 新蓝领

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较为发达的地区 主要分布在一、二线城市

主要从事技术型含量低的

重复性体力劳动和办公室工作

从低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向从事技术含量相

对较高的体力和脑力相结合的劳动方式转移

以制造业、建筑业为主，包括流水线工人、

建筑工人、仓库管理员等
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出现大量新兴职
业，如IT员（蓝领码农）、健身教练、月嫂等

• 对于传统蓝领的定义中，该群体多处于中

低收入水平

• 3000元以下月收入的人数居多

• 收入水平有所提升，月薪在3-5k的比例达

到33.0%，月薪高于5k的占比36.8%

• 部分职业迈入中等以上收入行列，如IT程

序员、健身教练、月嫂等

• 以高中及以下学历为主

• 近五成蓝领具有高中、中专或技校学历

• 含金量逐步提高，大专及以上学历36.0%

• 初中及以下低学历比重降低至12.3%

资料来源：清研智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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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蓝领关键词：95后、生活在一二线城市、收入还不错、有一定学历、更喜欢服
务行业、有职业技能

职业
新蓝领

职业分布
职业

新蓝领
职业分布

行政/后勤人员/人事专员等 17.1%
美甲师/美容美发师

/化妆师
3.4%

营业员/销售员/卖场店长 14.4%
保安/保洁员
/仓库管理员

2.8%

软件工程师/网络工程师/
网页设计师（初级）

12.3% 健身教练 2.7%

会计/审计/出纳 7.9% 厨师/西点师 2.6%

服务员/客服/领班/收银员 7.8% 排版/出版/印刷 2.5%

工程机械师 6.9% 快递员/送货员 2.2%
焊接技师 5.1% 汽车维修技工 1.5%
数控技师 5.1% 按摩技师 1.3%

房产经纪人/保险经纪人 4.6%

表：受访新篮领（从业者）的主要职业分布

1.7%

16.3%

18.8%

33.3%

29.9%

暂无收入

8000元以上

5001-8000元

3001-5000元

3000元及以下

收入

1.2%

11.1%

16.1%

35.6%

22.5%

12.7%

0.8%

小学

初中

普通高中

职业高中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硕士及以上

学历

45.0%
36.4%

18.6%

0.0%

20.0%

40.0%

60.0%

23岁以下 23-27岁 27-37岁

图：新蓝领年龄分布

95后
90-95 80-90

资料来源：清研智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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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蓝领含金量节节攀升：一线城市，高端健身俱乐部私教月收入2-5万，房产经纪人
月薪可达2万，美容美发师月薪可过万，中西餐烹饪师等月收入逼近万元

表：一线城市主要蓝领职业工资情况（2016年）

数据来源：基于广东、北京2015年工资指导价测算而成

• 美容美发师月均收入超6000元

• 房地产销售、电气工程等行业从业人员月均收入约5000元

行业 高位数 平均数

健身教练 52456 10986

计算机与应用工程技术人员 28865 6848

房地产经纪人 22907 4963

电气工程技术人员 15340 4978

美容美发人员 14650 6329

出纳 11647 4007

中餐烹饪师 9752 3362

数控程序员 9365 4548

西餐烹饪师 9117 3414

行政办公人员 8992 4007

营业人员 8595 3135

保洁员 7680 2751

安全保卫和消防人员 7170 2812

仓储人员 7124 3081

餐厅服务员、厨工 6739 2563

收银员 6529 3500

保健按摩师 5684 2457

月薪过万

• 健身教练平均工资过万

• 房地产经纪人、美容美发师等行业最高月工资步入万元行列

月薪近万

• 中餐烹饪师、数控程序员、西餐烹饪师的最月高工资收入已

接近万元

行业高薪

• 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颇为明显，保洁员、保

安等行业月均收入不足3000元

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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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认可

一种可以被

周边同事客户

家乡亲朋的认可和尊重

一个发展方向

一个看得见的未来

可预见的发展方向

可实现的职业规划

一套房子

一套属于自己的

在工作压力之余

可避风修整的稳定住所

一份好收入

足以支撑起

在一二线城市

过上小康生活的收入

作为新时期的新生代一族，不同的他们有共同的“四个梦想”—— 体面的生活、安
定的住所、社会的认可以及未来发展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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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6%的新蓝领周边亲朋、同事参与教育培训的积极

性很高，外部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新蓝领

对教育的正向认知

• 为寻求发展，87.0%的新蓝领参加了教育培训，以提

升个人职业技能，教育成为他们改变人生的重要途径

梦想如何照进现实？个人能力提升是实现梦想的基石，提升能力关键还要靠教育，
新蓝领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高达86.5%

63.2%

23.3%

9.3%

4.2%

图：受访者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的意愿

非常愿意

比较愿意

一般

不愿意

资料来源：清研智库研究

我就是个4S店的刷车工，工作就是用高压水枪刷车，最多的

时候每天要刷700多辆。其实我想搞汽修，不忙的时候就跑去

看他们修车，多少知道点儿。我打算攒上一年钱，就去学个

专业汽修，毕竟有手艺才不会饿肚子，不能一辈子都当个刷

车工吧

--小泉 刷车工 工作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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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教育需求：职业教育成新宠

02 新蓝领：参加职业教育，难在哪儿？

教育需求与现实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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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需求：技术型人才市场需求逐年递增，但专业人才供给不足，催生职业教育市
场快速发展

• 市场需求：东莞市人力资源局副局长表示，过去，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普工还占80%以上，2016年发生明显变化，技能型人才需求占到
60%-70%                                                                                                                         数据来源：媒体报道

• 人才供给：用工单位更关注求职者的“技能”而非“学历”，有71%的企业认为“大学生在校期间学到的知识实用性不强”

数据来源：《2016-2017年度蓝领招聘市场白皮书》

• 人才供给：2013届高职高专院校大学生毕业3年后平均月收入与其毕业时相比涨幅为81%                    数据来源：《2017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 教育培训：社会对技能型岗位需求量的激增，新蓝领对职业教育呈现刚性需求，预计2017年，我国职业技能培训市场规模约为2,100亿
元，其中职业资质助考培训市场规模200亿元，职业技能培训（非IT）市场规模1,900亿元；覆盖人数将超过3,000万人 数据来源：百度金融

人才
供给

市场
需求

信誉
职业
教育

• 高校输出人才无法与市场需求充分对接

• 职校技校毕业生就业率连年向好，高技

术蓝领薪资大幅提升。

• 更多人，尤其是更多新蓝领希望

通过职业培训提升自己的竞争

力，进而催生大量职业培训需求

• 随着社会的日新月异，国内劳动力市场

对技术型劳动力的需求日益提升

职业教育≈就业教育

• 调查发现，36.2%的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青年毕业后参加职业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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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提高职业技能

增加就业机会

提高收入

拓展个人视野

获得晋升

进入到心仪的

行业

增加人脉等社

会资源

提高自信心

获得更多的社

会认同

其他

教育需求：缘起于涨技能、增机会、提收入的三项功效，新蓝领职业教育需求不断
升温，职业教育助力新蓝领职场圆梦

图：新蓝领选择职业教育培训的原因

图：新蓝领参与教育培训和技能培训的比例

• 从业阶段：90.5%

• 未就业阶段：93.1%

• 从业阶段：73.5%

• 未就业阶段：68.0%

参与培训 参与技能培训

资料来源：清研智库研究

A

增加就业机会 61.5%

提高职业技能 53.8%

提高收入 38.5% B

提高职业技能 50.0%

增加就业机会 42.9%

提高收入 39.3%

C

提高收入 66.7%

获得晋升 38.9%

增加就业机会 27.8%

提高职业技能 27.8%
D

提高职业技能 58.8%

提高收入 53.8%

增加就业机会 49.0%

图：四类职业新蓝领参与技能培训后受到的影响

汽 修

培 训

美 容

美 发

烹 饪

西 点

1

IT培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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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市场份额比肩高教市场，占比已超三成；其中职业技能教育培
训占据绝对优势，市场规模年均增速超9%

图：2015年国内教育市场细分领域份额
数据来源：教育分期市场行业研究

1,650 1,782 1,925 

165
183

203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2015 2016 2017E
职业技能培训（非IT） 职业资质助考培训

年均增速9%

单位：亿元

1,815
1,965

2,128

图：2015-2017E我国职业技能培训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百度金融

36.6%

35.7%

21.0%

2.7%
4.0%

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

语言培训

K12教育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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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市场如火如荼，但新蓝领在求学路上却屡遇波折；深造路漫漫，“两座
大山”阻挡了年轻追梦者的脚步

外因：难获支持
• 资源获得能力有限，新蓝领求学难获外部支持

内因：没钱上学
• 新蓝领及其家庭支付培训费用的能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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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钱上学：家庭经济底子薄，培训费让人望洋兴叹；借遍亲戚朋友，七拼八凑只为
上学；初入社会羽翼未丰，学费面前进退两难

• 69.9%来自三四线城市和乡镇农村

• 46.6%学费靠父母资助

其中81.9%未就业者学费靠父母

• 57.7%倾向选择一次性付清学费

• 一年制烹饪课程学费2.2-2.5万元

• 受访者中因学费放弃学习的超过40%

• 29.9%从业者月收入不足3000元

• 52.3%未就业者月收入不足1000元

其中22.3%未就业者暂无收入

收 入

• 41.7%从业者月消费在2000元以内

支 出

• 41.6%从业者月积蓄不足1000元

• 77.1%未就业者月积蓄不足500元

积 蓄
自己

父母

亲朋

学 费

一些家庭困难的孩子，通过各种渠道咨询学
费，之后想办法找亲戚朋友借钱，但还是有
一些凑不齐学费的，最终还是放弃了

--新华教育集团

渠 道

我学的是UI设计，脱产班半年学费2万，性
价比很高。但是工作两年没存下钱，斗争了
半天，还是张口跟姐姐借了1万

--小柒 美术设计师 工作2年
现在一个月工资5000，和闺蜜在海淀区合租
一间次卧，一个月房租水电1300，交通通讯
餐费1800上下，偶尔在外面吃饭购物得花个
几百块，再赶上有朋友亲戚结婚生孩子的，
月底几乎没几分钱结余

--小萍 文秘 工作3年

资料来源：清研智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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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获支持：找政策，客观条件不足与奖助学金失之交臂；找银行，个人征信和抵押
担保成门槛

01

02

03

获取成本

新蓝领获取信贷资

源成本高难度大

抵押担保

抵押担保门槛高

困难家庭难以满足

覆盖人群

教育分期风险高

用户征信体系严格

覆盖人群达标比例

较低其他职

业学校

学 校 银 行

01
高等学校普通本专科高职院校
可获得：国家奖学金-8000元/人/学年、国家

励志奖学金-5000元/人/学年、国家助学金、

国家助学贷款等资金支持

02
中等职业学校

可获得：国家助学金1500元/人/学年（仅限

经政府有关部门依法批准设立，实施全日制

中等学历教育的各类职业学校）

03 其他职业学校

可获得：企业提供的奖学金（浮动奖励，无固

定额度，奖励情况视录取批次学校募集的企业

捐赠金额酌情分配）；学校勤工俭学助学金

（仅部分学校为学员提供此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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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朋筹钱难或羞于开口

或难借到钱

学费支
付难

奖助学
金申请

难

找人借
钱难

银行贷
款审批

难

银行贷
款抵押

难

自己存
不下钱

家庭及个人经济条件有限难

以应对一次性大额学费支出

就读学校无法申请国家贷款

学校自有助学金帮扶力量薄弱

贷款抵押条件高

困难家庭难实现

银行贷款审批严格

部分学生缺少个人征信

刚刚工作，没钱，存不下钱

新蓝领求学之路遍荆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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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教育分期是什么？

02 教育分期：满足教育需求的有效方式

教育分期：满足教育需求的
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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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分期：是互联网、教育与金融三大产业融合的产物，作为消费金融的一个细分
品类，为教育消费人群提供学费等贷款服务，为梦想未来、默默打拼的新蓝领提供
求学解决方案

图：教育分期的借贷模式

学员

企业主 培训机构

定向培养员工

校企合作

分期偿还教育贷款

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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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分期：2016年百度有钱花教育分期与国内超千家机构合作，为数十万新蓝领
提供服务，业务覆盖全国95%以上省区，成为行业领跑者；尝试以百度有钱花教
育分期为研究对象，分析教育分期对新蓝领职业教育的影响

当前合作机构包括新华教育、达内教育、千锋互

联、慧科教育等知名培训机构

超千家合作机构

“百度有钱花”通过教育分期产品，为数十万

名新蓝领提供教育分期服务

新蓝领规模数十万

“百度有钱花”业务覆盖了全国95%以上省区，

成为职业教育分期信贷服务市场的领跑者

覆盖全国95%以上省区

数据来源：百度金融
图：百度有钱花教育分期目前市场份额



2017/9/25 第26页

教育分期特点一：与传统教育贷款方式相比，依托于互联网发展起来的新型教育分
期在审批效率、放款速度、利息水平、服务精准性等方面“焕然一新”

太麻烦
身份证复印件、收入证明、信用卡流
水单、父母收入证明……

受理慢排队办理，人工审批1-15天不等，放
贷流程长

收费高
分期手续费0.7%-1%每期，年化约有
15%-24%

模式单
产品固化审核模式单一，更新迭代速度
慢，灵活满足用户需求意识弱

APP全程无纸化操作

手续费零起步，利率低

最快秒级批复

以客户体验主导产品升级

传统金融机构信贷 教育分期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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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分期特点二：普惠金融，覆盖新蓝领群体；新蓝领可以通过培训机构和APP/
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了解和使用教育分期

资料来源：清研智库研究

• 蚂蚁花呗、京东白条、
百度有钱花位居品牌
知晓度前三位

• 培训机构推荐58.3%
• 社交媒体（微博微信、

APP等）50.6%

• 86.5%接受教育分期
• 新蓝领选择教育分期

参考因素：贷款机构
安全（74.4%）、贷
款申请难度
（59.0%）、贷款审
批速度（55.9%）

• 消费观念：花明天的
钱，办今天的事

• 43.8%从业新蓝领倾
向于分期付款

• 42.3%未从业新蓝领
会选择分期付款

• 服务的新蓝领中63.8%

为高中及以下学历；

24.7%收入在1000元以

下，其中8%暂无收入；

来自县城、乡镇农村的

新蓝领占比达51%

百度钱包现在不是有教育分期的业务

么，通过APP登录，操作简单速度快。

有时候也会去教育分期的贴吧看看，

里面有很多交流，不管是正面的负面

的，多少都能了解一些

——冬梅 配镜员 工作5年

学生报名的时候，我们会向他推荐各

种支付方式，其中就包括教育分期。

我们会告诉他们怎么申请，并会协助

有意愿的学生办理申请，帮他们尽快

拿到贷款，支付学费

——新华教育集团

今年的秋季招生，百度派专人到各大

区报名现场进行专业答疑，帮助我们

的学生解答贷款问题，这比我们的老

师自己讲解更清晰、更专业

——新华教育集团

支付方式接受度 教育分期覆盖范围教育分期接受度教育分期品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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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分期的功能：可针对性解决新蓝领在获取教育培训过程中没钱上学、难获支持
的两大问题

01

内因：没钱上学

• 新蓝领及其家庭支付培

训费用的能力较弱

02

外因：难获支持

• 资源获得能力有限，新

蓝领求学难获外部支持

教育分期 教育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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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抵押

无担保 任性0首付

分分钟到账
超低贷款手续费

6+12/18/24超长贷款期
……

……

教育分期功能一：提供教育分期产品，满足新蓝领教育经费需求，助其圆梦职业技
能提升

教育分期

企业 新蓝领

来我们学校培训的学生大多数是家境不太好的，

他们愿意申请百度有钱花教育分期，正好解决了

没钱的问题，也会向其他人推荐我们学校，帮助

更多致力于从事健身行业的人获得发展……

——诺韦耐德

资料来源：清研智库研究

• 为18岁以上中国公民（港澳台除外，

18岁以下由父母代为申请）提供教育

分期

• 分期交学费，先上课后还款

• 提供多种形式还款服务，有3期、6期、

12期、18期、24期等还款形式，也有

前6期低还款后12期等额还款的形式，

课程不同，分期方式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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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分期功能二：为新蓝领提供低利息、易申请、无抵押、审批快的教育分期服务，
解决外部资源获取难题

图：新蓝领对百度有钱花教育分期提供的服务满意情况

低 利 息 ，
利 息 比 刷
卡 更 低

易 申 请 ，
十 分 钟 搞
定 贷 款

无 抵 押 ，
贷 款 操 作
简 单

57.9% 51.9% 50.6% 47.4%

46.1% 34.2% 14.2% 0.5%

审 批 快 ，
秒 批 额 度 ，
比 银 行 快
多 了

远 程 授
信 ， 异
地 贷 款
审 秒 批

随 心 还 ，
分 期 灵 活 ，
还 款 便 捷

对 合 作 培 训
机 构 进 行 审
查 ， 可 放 心
选 择

其 他

图：新蓝领认为百度有钱花教育分期好在哪儿

资料来源：清研智库研究

69.0%

24.2%

6.4%

0.4%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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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发现，教育分期服务获得较高用户粘性和推荐度；超9成受访者有较强使用意愿，
同时愿意向他人推荐

4. 市场同类产品中，百度有钱花
最具优势(44.6%)

1.  教育分期可有效解决培训
费用问题(60.7%)

2. 百度的品牌可以信赖
(60.4%) 

3.  信贷产品性价比高，
值得选择(58.9%)

5. 对已有使用体验很满意，
会继续使用(23.9%)

6. 其他 (0.6%)

会 不会 不知道/不清楚

96.6% 3.1% 0.3%

图：新蓝领在此选择教育分期的比例

图：新蓝领继续使用教育分期的原因

02 03不会会 不知道/
不清楚

01

93.3% 6.5% 0.2%

图：新蓝领向亲朋同事推荐教育分期的比例

资料来源：清研智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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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新新碰撞”带来的群体影响

02 “教育情怀”塑造的社会价值

青春与情怀：

当新蓝领遇上教育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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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分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影响到新蓝领群体和社会发展；当新蓝领遇上教育分
期，教育分期在职业教育领域产生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逐步彰显

国家社会
职业教育

新蓝领

教育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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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碰撞：教育分期牵手新蓝领，打通技能提升第一环节，助力新蓝领提高就业技
能，增加就业机会，提高个人收入

提高收入 50.4%

提高就业技能 56.4% 

技能教育正在走向轻量级

个性化技能需求逐年递增

想成为西点师、游艇主厨、健身教练

都能从技能教育获得对口培训

51.8%  增加就业机会

长期班学员毕业后，我们是百分之百

推荐就业，以一个18岁毕业生来说，

毕业后推荐到合作企业做厨师，一个

月收入3-4k，管吃住，这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新华教育集团

29.5%月薪增长100-500元

35.2%月薪增长500-1000元

27.0%月薪增长千元以上

• 教育分期为希望通过教育培训进行自我提升，但现阶段缺乏学费一次性支付能力的新蓝领提供了资金获取渠道，

为其打通了技能提升的第一环节
、

图：参加职业教育后对新蓝领产生的影响

资料来源：清研智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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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还是离开？教育分期帮助新蓝领书写了关于未来的N种可能，让新蓝领拥有职
业技能，获得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

5.3%
8.5%

18.0%

31.9%

37.9%

52.6%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其他 创业 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就业

三四线城市 一二线城市县城、乡镇

新蓝领说：对于未来我没有答案，但
我现在在努力，努力拿更高的工资，
努力让自己进步，我告诉自己一定要
在大城市历练，至于能不能立足，不
好说，但这是我目前的选择……

新蓝领说：虽然在大城市挣得不
多，但和家里的感觉不一样，也说
不清楚，觉得年轻人应该多闯闯，
多见识，未来可能回老家，但现在
要在大城市工作，一方面攒钱，主

要也是边走边看……

资料来源：清研智库研究

一线城市2016年12月年末的求职量比2016年1月年初出现

了明显增长，其中深圳涨幅为26%，曾经“逃离”北上广

深的95后新蓝领正有“逃回”的趋势

--赶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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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情怀：教育分期企业利用自身优势，为新蓝领提供金融服务和针对性帮扶，帮
助其获取知识和技能，用以改变命运，真正实现教育分期的社会价值

就读

入学

就业

提供入学贷款

• 设立奖学金、励志奖励等金融扶助 77.3%

• 组织开展教育科普宣传、展览活动 62.5%

• 开展公益性金融理财知识教育活动 46.1%

我们在新华教育的贷款比例从0一直增长到百分之

十几，在很多校区，这个比例已经超过30%，也就

是一个班里有30%的学生是通过百度金融的支持获

得教育服务的

--百度高级副总裁 朱光

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机会

希望百度利用自身资源和品牌优势，与教育机构联

手，为新蓝领搭建更加丰富的就业平台，让我们的

学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真正体现教育分期服务教

育的公益性

--新华教育集团

建立奖励机制组织金融教育培训

资料来源：清研智库研究

上文数据：新蓝领对教育分期公益服务的需求

很多网民是那些没考上大学，在搜索很多的职业教育（比如说厨师学校、汽车

修理学校等等），希望通过一技之长，将来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但

是，很多人看到了学费很贵，他就放弃了继续学习的道路，因为现在职业教育

成本其实挺高。我们想做一个金融业务，能够帮助这些学生，让他们能够有资

金把学习过程完成，从而有不一样的未来

--百度高级副总裁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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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倡导社会责任，提高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为新蓝领提供平等的金融服
务，帮助其获得公平的教育和发展机会

教育分期：让新蓝领

有资金完成学业，从

而有不一样的未来

普惠金融：为所有层

面的人口提供合适的

金融产品和服务

相比传统金融，互联网

+金融在实现普惠金融

理想中更具科技优势，

借助科技力量，服务更

多新蓝领群体，帮助其

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金融

需求，助力个人成长

普惠金融的目标是在健

全的政策、法律和监管

框架下，建立一整套金

融机构体系，共同为所

有层面的人口提供合适

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联合国“建设普惠金融体系”蓝皮书

• 自百度金融成立以来的一年半时间里，

百度有钱花累计服务大专学历以下用户

超130万人。其中，已为超32万大专学

历以下用户发放学贷近50亿元

数百万人的命运因普惠金融而改变

数据来源：百度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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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3

02

04

存不下钱！

培训学校和课程信息

工资不够还信用卡

找工作、看大千世界

此外，新蓝领还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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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现金：有效解决新蓝领的多种资金需求，已在新蓝领中广泛推广

资料来源：清研智库研究

图：新蓝领使用借现金的用途

借款购物 偿还信用卡 填补日常生活费用 应对突发性支出

27.2%

25% 27.3% 31.2% 16.5%

27.2% 24.4% 21.2%

新蓝领

其他
群体

40.2% 39.1%

17.2%

3.5%

37.9%
41.6%

17.7%

2.8%

0.0%

10.0%

20.0%

30.0%

40.0%

50.0%

每月都用 每个季度使用1次 一年使用2-3次 一年使用1次

新蓝领 其他群体

图：网上借现金主要目的群体差异分布图 : 使用借现金的群体差异分布

新蓝领 82.3%用过，17.7%没用过

其他群体 84.0%用过，16.0%没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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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学金：有效解决新蓝领学习、求职的信息及交流需求，构建职业教育学习社区

B

D

A

C

“度学金”提供日常生活交流、专业问题解答等服务； 借助打卡功能定

时提醒并督促新蓝领按计划完成学习任务；可为新蓝领提供求职干货、

快速搜索搜索、简历投递，并根据他们的喜好推送话题内容

找工作

咨询交流

看新鲜

专业学习

新蓝领职业教育社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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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

好收入

一套

房子

一种

认可

一个发
展方向

01

03

04

02

结语：有这样一个群体，有这样一种需求，有这种一种方式，碰撞出无数的可能
性；当青春遇到情怀，用情怀促教育落地，用教育助力新蓝领实现梦想

• 新蓝领是与传统蓝领不同的，含金量相对更高的群体，他们在

职业教育领域的需求更为迫切

• 教育分期是满足新蓝领以及更多无业、失业青年就业需求，实

现其职业发展目标的主要途径

• 教育分期为新蓝领提供更多的发展可能

• 教育分期是满足社会需求，为社提供相对成熟的技能型从业人

才的有效途径

• 教育分期携手职业教育，用情怀满足被忽视群

体的教育需求，为未来社会发展培育量技能型

人才，积蓄发展能量

群 体

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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