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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对线下培训机构进行全方
位整顿之后，教育部等国家 6 个
部门又将利剑直指校外线上培
训。

近日，教育部新闻发布会公
布了 《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
实施意见》。这份文件的制定部门
包括教育部、中央网信办、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全国“扫黄打非”工
作小组办公室等，阵势可谓强大。

文件中对在线培训机构影响
最大的是“规范教师资质”这一
条。对于学科辅导类教师，要求
必须持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且
不得是公立学校教师。

对于身在中国的外籍教师，
要求必须持有国家外国专家局发

放的专家证明；对于身在外国的
在线外籍教师，必须提供学历证
明及相关的教学能力证明。

《意见》规定：每节网课持续
时间不得超过 40分钟，课程间隔
时间不少于 10分钟；直播培训时
间不得与中小学校教学时间相冲
突；面向小学一二年级的培训不
得留作业；面向境内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的直播类培训活动，结束
时间不得晚于 21时；校外线上培
训平台应当具备护眼功能和家长
监管功能。

关于网课的收费，这份文件
也作了明确规定：在线教育企业
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 60个课时或
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

（蒋炜宁 整理）

国家出台线上教育新规

校外培训机构违法违规办学将被扣分，每年度共12分，扣完注销办学许可证；降低准入门槛，将游走在灰色地
带的培训机构纳入“正规军”管理；首创综合险为机构减负，提升其风险防范能力——

校外培训市场治理的

记者 蒋炜宁 通讯员 张土良

就像司机持有驾照违法
要记分一样，宁波的校外培
训机构出现违规违法将被扣
分，每年度共 12 分，累计扣
完 12 分的机构将被注销办学
许可证，名单将在“信用宁
波 ” 和 市 教 育 局 官 网 上 公
布，同时依法依规将举办者
和法定代表人列入信用失信
人员名单。

前天，这一全国首创的
举措甫一推出，就引来一片
叫好声。有关人士认为，这
无疑是给当下宁波校外培训
机构的治理下了一剂猛药，
从更高层面更持久地引导行
业理性发展。

去年 2 月起，国家 4 部门
联合发文，拉开了校外培训
机构全面整治的序幕。经过
一年多的探索，宁波走出了
一条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独
有路径。

7 月中旬，记者跟随市教育局
对校外培训机构开展检查。在鄞州
区四明中路到海曙区体育场路这些
机构密集地带走访了近 20 家校外
培训机构后，来自教育、市场监
管、消防和财税等部门的检查人员
一致的反映是，大部分机构在一轮
轮地毯式检查中不断走向规范。

“以往，打着教育信息咨询公
司的幌子做着文化课培训的机构，
往往占查处的大头，无证无照招生
开班的也不少。有的培训机构消防
设施不齐备，没有开设消防通道。
至于夸大宣传的广告更是比比皆
是。”一位多年参与联合检查的人
士坦言，今年暑假接受检查的培训
机构情况明显比往年好了很多。

在四明中路的一幢大厦里，检
查人员从 1 楼查到 6 楼，绝大部分
机构证照齐备，做着许可范围内的
各类培训，但也有一些细节问题没
有达标。比如：在一对一的辅导教
室，门上没有配备方便监控的透明
玻璃；营业执照悬挂不够规范；从
事校外培训人员的教师资格证出示
欠完整。

一轮检查下来，近 20 家校外
培训机构中只有一家在“借壳”办
托管班。这家公司名为“宁波市精
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
为教育软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等，不具备举办托管班的资格。此
前租赁该楼层的是一家教育培训机
构，上家搬走后，这家公司“借

壳”开班。该公司马上被勒令停业
整改，立即解散现有的托管班。

在北仑、奉化等地，相关检查
也在进行中。

北 仑 聘 请 了 45 名 兼 职 监 管
员，负责校外培训机构的日常监
管，还为每家合法的培训机构颁发
资质认证钢牌，将机构信息以二维
码方式印在钢牌上，让家长“一扫
全知道”。

奉化博雅教育培训学校主动公
开了办学许可证、营业执照、教师
资格、课程项目、收费项目、广告
审批和荣誉获得等内容。举办者马
女士说，当地的行业促进会常举办
规范办学讲座，另外学员家长也经
常到前台询问师资和课程安排，所
以一并公开为好。

随着培训市场的变化，奉化区
不少机构新增了英语口语人机对话
训练、人工智能、编程、成人助学
培训 （成人高考） 等新内容。由教
育部门负责审批的是教育培训机
构，也就是进行文化学科类培训的
机构，必须取得办学许可证。非文
化学科类培训的机构由市场监管、
人社等部门负责审批。

该区教育部门有关人士告诉记
者，在一轮轮整治中，当地培训机
构出现了集聚化、品牌化趋势，在
该区主城区的一处培训集聚地——
天 艺 教 育 城 ， 集 纳 了 近 40 家 机
构，涉及学科类、体艺类和技能类
等各类培训。

校外培训机构
在整治中趋于规范

在多年的培训机构检查中，不
少无证无照机构常常死灰复燃。

原因何在？数名基层教育局工
作人员分析，宁波家长大多奔着名
师和口碑来，有无这张办学许可
证，对招生和后续经营影响不大。
只要有旺盛的市场需求在，“地
下”机构不愁招不到学员。

一名基层教育局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一家写作培训机构里有百余
名学生分时段上课，在家长当中口
碑很好，但因面积小一直办不出许
可证，处于“地下”状态。其实，
这些机构也很想“转正”。与其让
这些无证无照机构在治理风头过后
重现江湖，并依然处于灰色地带，
还不如降低门槛，将其纳入“正规
军”监管范围。

去年 9 月，《宁波市民办非学
历教育培训机构审批与管理暂行办
法》修订出台，与此前相比，准入
门槛有所降低：办学场地面积要求
从 300 平方米降低至 200 平方米，
营利性培训机构分公司降至 150平
方米。取消办学场地小于 300平方
米的消防备案，不足 300平方米的
办学场所，如消防安全要求不降
低，仍旧由教育、消防部门现场勘

察确认。市级机构注册资金从 150
万元降至 100万元，区县级机构从
30万元降至10万元。

今年 4月，市教育局建立民办
学校审批信用承诺制，其中面积不
足 300平方米的消防安全证明由信
用承诺书替代。同时，大力推进民
办学校审批“网上办”“掌上办”

“一事联办”，减材料、减证明、减
时间，大部分校外培训机构的设立
审批在7天内完成。

鄞州区建立了一个民办学校审
批 QQ 群，目前有 500 多人加入该
群。群文件里不但有相关政策文
件，还提供各种审批需要提交的资
料模板，并且将很多申办者关心的
问题整理成专门的“群员问答”。

余姚培飞培训学校专做幼儿园
到小学三年级的思维开发培训，是
一家已从“地下”转为“正规军”
的培训机构。校长陈坚波说，由于
经营面积只有 260平方米，过去办
不出办学许可证，新政出台后，几
个月内备妥了资料，通过了消防检
查，成为证照齐全的机构，招生有底
气了，广告也能正大光明地做了，一
年来学生人数翻了一番。

据悉，全市前期排查出的一批

近600家机构
纳入“正规军”管理

今年春节前，在教育部门登记
注册的培训机构分别收到一个“大
红包”。市教育局联合市银保监局，
在全国率先推出培训机构风险防
控综合保险，保障营业场所安全类
风险和合同履约责任类风险，分别
给予最低200万元、30万元的保障
额度。同时规定，选择办理风险防
控综合保险的培训机构可不再缴
存风险保证金。

风险防控综合保险，给甬城培
训机构建立起第三方保险“托底”
机制，既减轻了培训机构的安全责
任风险和举办者的经济压力，同时
也给学员增加了几重保障，万一在
机构里发生摔倒等意外，万一机构
跑路了……还有保险来“兜底”。

宁波市鄞州杨之红艺术培训
学校是该区第一家签下保险合同
的单位。该校孙老师认为，投保使
学生及家长的利益有了充分保障，
而且学校还可以增加现金流，“我
市对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实行保证
金制度，每家 20 万元。参保后，
我们学校就不用缴纳这笔保证金
了 ， 而 一 年 的 保 费 只 有 1 万 多
元。”孙老师说，此举减轻了培训

机构的负担。
余姚一家英语培训机构投保

后，保险公司风控员第二天就上
门为其提供风险防控服务。消防
器材有没有配置到位？逃生通道
是否畅通？安全标识有没有张
贴？风控员通过实地勘察，对安
全事故风险点进行了一一排摸。
这项涵盖在保险合同里的事故预
防服务，无疑为培训机构的运营
增添了一道“安全阀”。

来自市教育局的统计表明，至
今年 6月，宁波市民办教育培训机
构风险防控综合保险已覆盖所有
区县（市），参保的民办教育培训机
构已有675家。

由保险机构组建的专业风控
服务团队，已为全市 230 余家民
办教育培训机构提供了事故预防
服务，服务营业场所 240 余处，
提出针对性风险防范建议 600 多
条，大到逃生通道设置、消防器
材配备、突发事件和治安安全管
理，小到楼梯台阶高低变化提
示、安全标识张贴、安全栏杆高度
等，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风险防范
能力由此得到提升。

首创综合险为机构减负
学员享受多重保障

今年暑假前，市教育局在官微
上公布了中心城区 594 家培训机
构白名单，各区县（市）也紧随其后
公布了一批白名单，提醒家长一定
要到有资质的培训机构参加培训
并签订合同。培训机构白名单实行
动态管理，定期公布，有助于消解
培训机构和家长之间信息不对称
的问题。

3 年前，全市经教育部门审批
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基本信息、
收费标准、师资力量、课程设置、招
生简章（广告）、活动和章程备案等
信息，通过宁波民办教育网向社会
公开，并提供查询服务。今年 6月，
近 1500家培训机构的信息在该网
公开，招生简章（广告）备案 868
条，竞赛、内部测试等活动备案 51
条。机构是否正规？收费如何？上网
一查就明了。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是一个不
断破难的持续推进过程。

怎样引导正规机构规范办学？
我市推出了培训机构诚信办学星
级评估，每两年实施一次。首次评
估有 76 家机构报名，最终 49 家机
构获评星级单位。通过优秀机构的
示范引领，带动整个教育培训行业
持续向好。

教育行政部门在对培训机构
的日常管理中发现，虚假宣传、随
意变换办学地点和更换任课老师、
不签订合同、不出具正规票据等违
规行为时有发生；此外，还存在一
部分执意不整改、继续从事文化学
科类培训的无证机构。

如何构建机构信用管理制度？
我市参照驾照扣分方式进行监管，
监管对象不仅包括有证有照的培
训机构，还将未取得办学许可而在
违法违规从事面向中小学生文化
学科培训的机构如数纳入。总分
12 分，按照违法违规办学行为的
程度划分，每项中有一点未达到
的，分值扣完。扣分细则基本涵盖
了目前市面上常见的违法违规办
学行为。

对扣分不整改、累计达到 12
分的校外培训机构怎么处理？教育
行政部门将依法依规注销其办学
许可证，并将名单在“信用宁波”和
市教育局官网等平台上公布。同
时，将举办者和法定代表人列入信
用失信人员名单。此外，名单将抄
送市市场监管局、民政局、人社局、
应急管理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等部
门，协同开展重点监管。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
不断破难持续推进

“无证有照”或“无证无照”的培训
机构，从去年 9 月至今已有 595 家
因为门槛降低或通过整改取得了
办学许可证，纳入了教育行政部门
有效监管范围；同时关闭了 410家

存在各类问题隐患、整改后仍未能
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培训机构。目
前，全市证照齐备的培训机构有
1526 家，对这些“正规军”的安全
标准和管理要求不降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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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仑区组织力量对培训机构开展检查北仑区组织力量对培训机构开展检查。。 （（蒋炜宁蒋炜宁 闻晓明闻晓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