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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讯 1 月 11 日上午， 侨鑫公
益讲堂第三讲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高级
法律硕士项目发布会在侨鑫国际举行。
侨鑫集团董事长助理周永志律师、 教育
事业部总裁孙建军、 广州知名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律师、知名院校法学教授、金
融学教授、 企业及金融机构高管和法务
负责人近百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由侨鑫
学院副院长贾佳主持。

活动上，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法学院
院长 Marc L. Miller 教授、 法学院周婧

媛教授、美国 Shearman & Sterling 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陈力律师及华一春律师分
别就 “中国律师的国际化发展道路”及
“跨境并购实务” 主题进行演讲。 Miller
教授表示，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不同法
律体系存在差异， 中国涉外律师面临着
越来越多的法律挑战与冲击， 这与美国
走过的道路非常相似。 面对挑战， 中国
涉外律师可以通过跨法系的学习及实操
工具， 应对当今全球市场瞬息万变的商
业和法规环境， 帮助企业在涉外业务中

规避风险， 走上合规之路。 陈力律师和
华一春律师则分享了参与知名企业海外
并购项目的经验与故事。

记者了解到，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高
级法律硕士（国际商法与金融）是美国
亚利桑那大学法学院与美国 Shearman
& Sterling 律师事务所历时三年合作开
发的面向前沿实务的法律硕士项目，也
是国内首个面向国际商法及金融领域
的美国高级法律硕士项目，旨在让学员
不出国门就读国际法律硕士，通过金融

与法律的创新融合，打造国际商法领军
人才， 培养既全面了解国际法律前沿，
又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性综合法
律人才。

据悉，课程含公司治理、跨境交易、
合规、金融、争议解决等模块，首届学员
课程时间为 2020 年 4 月—2021 年 12
月， 现已开始接受报名。 侨鑫学院及深
圳高等金融研究院也将共同推动此项目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落地。

（陈思陶）

投融资从热到冷，热门赛道少儿
编程的盈利与运营状况与资本预期
有一定出入。 为此，少儿编程企业也
尝试更新升级授课模式，如线下为主
的小码王开始布局线上， 推出录播
课、真人辅导、练习模式；以线上为主
的编程猫则开创加盟模式， 据悉，目
前全国加盟已经超过 500 家。 打通线
上、线下壁垒，形成业态闭环，突破时
空限制，成为少儿编程品牌的共同选
择。 但这一模式仍有挑战，广东某编
程创客加盟商陈立告诉记者，门店和
线上相互分流，学员不会同时选择线
上和线下课，获客并非加盟宣传中那
么容易。

但授课模式的变革对师资要求
也更高了。 陈立表示，少儿编程属于
新兴培训行业，师资有限，“广州有小

学外聘编程创客老师，每周 2 节课，一
学年聘用费 10 万元，我们加盟培训无
法达到这样的师资费用支持。 ”

在此情况下， 很难保证好的师资
力量。 记者查询招聘网站上的少儿编
程职务， 相比多数学科培训职位本科
甚至 211 的要求， 少儿编程任职要求
较为宽松，专科、不要求有经验、对孩
子有耐心是主流要求， 入职后可进行
教学培训。 “报过以 Scratch 模式为基
础的少儿编程， 但老师偏重游戏和炫
技，教学风格不扎实，混淆了游戏是手
段，编程是目的的问题，孩子学习效果
不如我和他直接用 Scratch 学习。 ”有
家长如实评价说。 可见， 控制师资成
本，缺乏统一的教师标准、入行门槛较
低，必将反过来影响家长的购课体验，
如此，只会造成恶性循环。

妙小程停课风波后被收购

谋求升级却制约重重
少儿编程机构路难走

在妙小程风波后，去年 12 月 ，天眼
查显示其发生工商变更，包括三七互娱
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西藏泰富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持股 90%，创始人管春华持
股 10%，董事会新增三七互娱集团高级
副总裁杨军。

妙小程风波后能够依靠三七互娱，二
者此前已有渊源。 记者查询天眼查，妙小
程在 2017 年 4 月成立以来，分别为 2017
年上半年，获得来自个人投资者的 600 万
元天使轮融资；2018 年 4 月，获得珪璋创
投领投、 正念投资跟投的数千万 Pre-A

轮融资；2018 年 9 月，获得创世伙伴资本
领投、 三七互娱跟投的近千万美元 A 轮
融资。

另一方面， 据妙小程风波前数据显
示， 其小班直播课模式已有学员 2 万余
人。 三七互娱也公开表示，依然看好少儿
编程，认为“小班直播课则是众多班课模
式中效果最好的”， 并相信 “在未来的世
界，编程及编程思维愈加成为一种不可或
缺的能力，相信编程能力会像英语一样成
为刚需。编程教育与计算机结合的学科特
点，让在线化的教学效果更佳。 ”

“编程能力决定未来”“会编程才能
找到好工作 ”“编程能力加入高考考核
行列 ”“会编程享受特长招生 ”“编程锻
炼逻辑思维 、创新思维 ”……在编程机
构或科普式或威吓式的推广在家长群
体中流行前，资本市场已对少儿编程项
目推波助澜 。 记者查询公开数据 ，在
2018 年 ， 有关少儿编程的投资就超过
50 起，融资规模超过 20 亿元。

据妙小程创始人管春华表示，两年前
资本关注重点在产品、课程，一年前资本
更关注用户增速、现金流水，目前资本的
关注点落在运营健康指数， 比如收支平
衡、投资回报率。

2019 年， 公开数据显示， 有核桃编
程、小码王、西瓜创客、编程猫等经历淘

洗，成为行业头部品牌，获得 A 轮及以上
融资，最高获得 C 轮融资，其余不到十家
少儿编程品牌尚处于天使轮或 Per-A 轮
融资。 与同为热门赛道的少儿英语彼时
投融资热潮持续高涨，动辄 D 轮、E 轮融
资，百亿元融资规模相比，少儿编程赛道
仍有差距。

但即使持续获得融资，少儿编程品牌
仍被报道存在风险。 如西瓜创客在 2019
年 11 月被曝光大规模裁员，但前两个月，
西瓜创客刚获得 1.5 亿元融资。 与妙小程
相比，西瓜创客的融资规模近乎妙小程的
4 倍，且采用录播课程，成本也低于妙小
程的直播课程，然而，就是这个数据上看
更大、更安全稳妥的品牌，运营与盈利受
挫的可能性并没有降低。

国内首个美国国际商法与金融高级法律硕士项目发布

三七互娱收购妙小程：看好少儿编程

行业融资不少，风险依然很大
授课模式突围，师资又成制约

［ ］
2019 年 11 月，新快报曾报道妙小程暂停网络授课事件。

彼时，妙小程官网发布公告回应，正和上市公司协商收购。 1 月
6 日，收购的“靴子”终于落地，妙小程宣布正式被游戏公司三
七互娱收购，双方达成战略合作关系。据官方公告，妙小程未来
将与三七互娱实现在资源、 渠道等方面最大化的协同与利用，
一方面在运营以及流量上提供大力支持，另一方面进一步提升
教学产品和服务品质，塑造少儿编程行业学习标杆。 妙小程最
终抱得上市公司“大腿”，获得生存机会，其背后是少儿编程的
热与冷，起与伏。

■新快报记者 陈思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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