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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考招录人数回升 66%，体制改革过程中，培训需求有望持续提升 
 
事件 

 2019 年 10 月 14 日，国家公务员局发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20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即 2020 国
家公务员考试招录公告）。公告显示，2020 年国考计划招录人数为 24128 人，同比增长 66%，出现大幅回升，
行业整体市场边际向上。 

评论 

 2019 年国考招录人数减少，竞争比大幅提高，参培率推动参培人数增长。2019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招录规模缩
减，招录 14537 人，同比减少 49%，从各招录机关来看，六大系统国税、海关、海事局、统计局、铁路公安、
银保监会招录人数约占总招录人数的 80%，其中国税招录人数最多，为 6046 人，同比减少近 66%（因国税和
地税合并）。2007-2018 年国考竞争比平均在 48 左右（48 选 1），录取率平均值为 2.15%，2019 年竞争比达到
2007 年以来最高值 63，录取率仅为 1.58%，竞争形势严峻。我们认为公务员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最好的职业
选择之一，也是最符合传统“考试-录取”思维模式的职业之一，所以尽管竞争如此激烈，年轻人还是趋之若
鹜，这种情况在低线城市尤为突出。公务员考试市场规模的提升，核心在于参培率的提升，而并非录取率的高
低，录取率低，一定程度上反而会引起参考人的焦虑心理，导致参培率的提升，最终带来参培人数的增长。 

 2020 年国考招录人数显著回升，或对公务员报告需求形成正向作用。2020 年国考计划招录人数为 24128 人，
同比增长 66%，出现大幅回升，其中国税招录人数为 14886 人，同比增长 146%。我们认为中短期国税、地税
之间的调整动作预计会比较大，在摩擦过程中招录人数可能会有所震荡，但是由于我国公职人员占总人口比重
（官民比）相较国际水平仍有待提高，我们认为伴随城镇化率的提升，公务员的长期需求是持续看涨的。2019
年国考招录人数可能成为近年低点，2020 年国考招录人数的回升，可能会对公务员报考需求有所提高。 

 龙头公司业绩表现显著优于国考招录人数变动情况。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国考招录人数同比变动分别为-
3%/+6%/-49%，2017 年/2018 年/2019 上半年行业龙头公司中公教育的公务员业务培训收入（面授课程）同比
变动分别为+35%/+49%/+26%，公司整体归母净利润同比变动分别为+61%/+120%/+132%，龙头公司业绩表
现显著优于国考招录人数变动情况。 

 多因素推动龙头公司业绩增长，公司业绩相较国考招录人数变动具有强安全垫。招录人数与公司业绩变动之间
影响因素较为复杂，我们认为影响中公教育增长的主要有七大核心要素，包括：录取人数，考试人数，参培
率，客单价，横向品类拓展，市占率，运营效率/利润率。其中录取人数、考试人数、参培率，客单价等要素主
要推动细分行业规模增长，在此基础上，品类拓展，市占率提升，运营效率/利润率改善则可以进一步带动公司
层面的增长。 

 2019 年国考录取人数同比减少近 50%，对于中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通过这个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录取人数
的变动，可以通过对竞争程度的影响传递到对考试人数以及参培率的影响，实际参考人数的变动和录取人数变
动有所差异，同时【参培率】（相对竞争机制下，参培率被动提升），【客单价】（模糊且重要的考试，试错成本
高，大品牌具有强定价权），【市占率】（龙头公司在课程研发、网点渠道、管理运营体系等多方面具备优势），
【运营效率】（规模效应&品牌效应）的提升以及【横向品类拓展】（如其他类招录考试、考研等）均对公司的
整体业绩增长有着一定支撑作用。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伴随城镇化率的提升，公务员的长期需求是持续看涨的。2019 年国考招录人数可能成为近年低点，
2020 年国考招录人数的回升，可能会对公务员报考需求有所提高，看好在课程研发、网点渠道、管理运营体系
等多方面具有优势的行业龙头中公教育。 

风险提示 

 政策风险；参培率提升可能不及预期；招录人数下滑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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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2019 年 10 月 14 日，国家公务员局发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20 年
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即 2020 国家公务员考试招录公告）。公告显示，
2020 年国考计划招录人数为 24128 人，同比增长 66%，出现大幅回升，
行业整体市场边际向上。 

评论 

 2019 年国考招录人数减少，竞争比大幅提高，参培率推动参培人数增长。
2019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招录规模进行了缩减，招录 14537 人，同比减少
了 49%，从各招录机关来看，六大系统国税、海关、海事局、统计局、铁
路公安、银保监会招录人数约占总招录人数的 80%，其中国税招录人数最
多，为 6046 人，同比减少近 66%（因国税和地税合并）。2007-2018 年国
考竞争比平均在 48 左右（48 选 1），录取率平均值为 2.15%，2019 年竞
争比达到 2007 年以来最高值 63，录取率仅为 1.58%，竞争形势严峻。我
们认为公务员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最好的职业选择之一，也是最符合传统
“考试-录取”思维模式的职业之一，所以尽管竞争如此激烈，年轻人还是
趋之若鹜，这种情况在低线城市尤为突出。公务员考试市场规模的提升，
核心在于参培率的提升，而并非录取率的高低，录取率低，一定程度上反
而会引起参考人的焦虑心理，导致参培率的提升，最终带来参培人数的增
长。 

 2020 年国考招录人数显著回升，或对公务员报告需求形成正向作用。
2020 年国考计划招录人数为 24128 人，同比增长 66%，出现大幅回升，
其中国税招录人数为 14886 人，同比增长 146%。我们认为中短期国税、
地税之间的调整动作预计会比较大，在摩擦过程中招录人数可能会有所震
荡，但是由于我国公职人员占总人口比重（官民比）相较国际水平仍有待
提高，我们认为伴随城镇化率的提升，公务员的长期需求是持续看涨的。
2019 年国考招录人数可能成为近年低点，2020 年国考招录人数的回升，
可能会对公务员报考需求有所提高。 

图表 1：国考招录人数及 yoy变化情况  图表 2：历年国考竞争比情况 

 

 

 

来源：国家公务员考试网，国家公务员局，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国家公务员考试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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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国考六大系统招录人数分布情况 

 

招录机关  2018 2019 2020 
2019 

YOY 

2020 

YOY 

2020 

/2018 

税务  17701 6046 14886 -66% 146% 84% 

海关 1624 541 1530 -67% 183% 94% 

海事局 1002 1168 1266 17% 8% 126% 

铁路公安 1581 1232 1138 -22% -8% 72% 

银保监 1483 1214 1065 -18% -12% 72% 

统计局 1312 1330 643 1% -52% 49% 

六大系统 

合计招录人数 
24703 11531 20528 -53% 78% 83% 

国考总招录人数 28533 14537 24128 -49% 66% 85% 

六大系统 

占总招录人数比重 
87% 79% 85% - - - 

来源：中公教育官网，新浪教育，国金证券研究所 

 

 龙头公司业绩表现显著优于国考招录人数变动情况。2017 年/2018 年
/2019 年，国考招录人数同比变动分别为-3%/+6%/-49%，2017 年/2018 年
/2019 上半年行业龙头公司中公教育的公务员业务培训收入（面授课程）
同比变动分别为+35%/+49%/+26%，公司整体归母净利润同比变动分别为
+61%/+120%/+132%，龙头公司业绩表现显著优于国考招录人数变动情况。  

图表 4：国考招录人数、中公公务员业务营收、及中公整体业绩变化情况 

 
来源：国家公务员考试网，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多因素推动龙头公司业绩增长，公司业绩相较国考招录人数变动具有强安
全垫。招录人数与公司业绩变动之间影响因素较为复杂，我们认为影响中
公教育增长的主要有七大核心要素，包括：录取人数，考试人数，参培率，
客单价，横向品类拓展，市占率，运营效率/利润率。其中录取人数、考试
人数、参培率，客单价等要素主要推动细分行业规模增长，在此基础上，
品类拓展，市占率提升，运营效率/利润率改善则可以进一步带动公司层面
的增长。 

 2019 年国考录取人数同比减少近 50%，对于中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通
过这个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录取人数的变动，可以通过对竞争程度的影响
传递到对考试人数以及参培率的影响，实际参考人数的变动和录取人数变
动有所差异，同时【参培率】（相对竞争机制下，参培率被动提升），【客单
价】（模糊且重要的考试，试错成本高，大品牌具有强定价权），【市占率】
（龙头公司在课程研发、网点渠道、管理运营体系等多方面具备优势），
【运营效率】（规模效应&品牌效应）的提升以及【横向品类拓展】（如其
他类招录考试、考研等）均对公司的整体业绩增长有着一定支撑作用。 

 



行业点评 

- 4 -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图表 5：行业和公司层面核心增长要素分析  

行业/公司层

面 
核心要素 影响核心要素的因子 可能对因子有影响的要素 

行业层面 

A.录取人数 
轮换需求 存量人员体量，存量人员年龄结构等 

新增需求 宏观经济形式，细分行业结构性差异等 

B.考试人数（报考人数*

（1-弃考率）=参考人

数） 

竞争程度/竞争比/报录比 录取人数等 

整体就业压力 经济形势，社会平均教育程度等 

相关行业就业前景 薪资待遇，社会地位，稳定程度等 

社会选择偏好 

社会地位，同辈选择倾向，长辈干预，是否有其他替代性选

择等 

C.参培率 

竞争程度/竞争比/报录比 考试人数、录取人数等 

考试本身难度 考试科目复杂程度，需要准备的时间长度等 

考试规则及内容变动程度 原来不统考改为统考，科目有所调整变动等 

行业/公司层
面 

D.客单价 

课程结构 普通/协议，面授/线上，笔试/面试等 

单个课程价格 时长，直播/录播，增值服务等 

退费率 客户满意度等 

E.横向品类拓展 
其他品类的市场空间 行业层面核心要素 

其他品类的竞争格局 市场集中度 

公司层面 

F.市占率 

产品 课程体系，师资力量，教研系统等 

渠道 网点数量，分布情况，渗透程度等 

品牌/营销 口碑效应，广告效果等 

G.运营效率/利润率 
成本端 规模效应等 

费用端 管理效率，品牌力等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绘制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伴随城镇化率的提升，公务员的长期需求是持续看涨的。2019 年
国考招录人数可能成为近年低点，2020 年国考招录人数的回升，可能会对
公务员报考需求有所提高，看好在课程研发、网点渠道、管理运营体系等
多方面具有优势的行业龙头中公教育。 

风险提示 

 政策风险；参培率提升可能不及预期；招录人数下滑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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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变动幅度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下跌幅度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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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变动幅度相对大盘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下跌幅度超过大盘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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