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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不公示，只因“商业机密”？
“在职中小学教师讲学”，真假?
我市开展教育类培训机构专项检查
问题
十
佳
教
育
辅
导
机
构

“商业机密”成不明码标价的借口和理由
●
在淮师附小周边， 分布着大
大小小十几家各类社会培训机
构， 一部分机构没有将服务产品
的相关价格和收费标准公示上
墙。
在一家写作培训机构， 一位
负责人面对检查人员的讯问显得
十分“诧异”，她直言，学费是“商
业机密”，不能公开。 检查人员对
此说法进行了驳斥，“所有服务产
品的价格和收费标准都必须明码
标价， 将收费公示表放置在醒目

位置，‘
商业机密’ 不是不明码标
价的借口和理由。 ”并且，收费公
示表应包含具体的收费方式和类
型，不能含糊其辞，例如：培训是
按课时收费还是按学期收费、具
体服务项目类别和内容等都应详
细说明。
检查人员还发现一些培训机
构的合同协议中， 没有将收费内
容解释清楚，部分条款模棱两可。
这样的协议容易产生价格纠纷，
给协议双方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未来五天气温回升
周末再迎阵雨天气
俗话说：春天孩儿面，阴晴随时变。 最近的
天气像过山车一样， 真可谓是入春深似海，短
袖羽绒随你穿。 有个好消息是，未来五天将以
多云天气为主，忽冷忽热的天气终于要暂告一
段落。

◎气温逐步回升
●分支机构没有相关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
部分培训机
构存在未按要求
明码标价、办学资
格不全、涉嫌虚假
宣传等行为。 14日
至15日，市物价监
督检查与反垄断
局联合市职工物
价监督检查站，重
点对我市淮师附
小和清江中学周
边相关培训机构
尤其是中小学教
育类培训机构开
展专项检查。
■淮海晚报记者
通讯员 朱强

包顺宇
沈宝新

检查中， 检查人员发现
一些大型培训机构的分支机
构， 没有营业执照和办学资
质证明。 一位分支机构的负
责人解释说， 他们的营业执
照和办学资质证明都收藏在
总部，分支机构并没有保存。

对此，检查人员介绍，按
照相关规定， 社会培训机构
必须具有相关营业执照和办
学资质证明， 并在醒目处进
行公示。 分支机构也应保有
相关执照和证明， 如果没有
单独办理， 至少应将总部的

营业执照和办学资质证明的
复印件进行保存和公示。 这
样是为了避免没有办学条件
和资质的“黑”培训机构鱼目
混珠， 损害学生和家长的合
法权益。

“
在职中小学教师讲学”
●宣传广告竟打出
“优秀教育培训机构”、
“最专业的教育机构”， 在各
类社会培训机构的广告牌
上， 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宣传
语，给人一种“高大上”的感
觉，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一家号称“淮安市十
佳教育辅导机构” 的培训机
构， 检查人员要求查看相关

证明， 可是该机构负责人却
支支吾吾地拿不出来。 检查
人员介绍， 打出这样的广告
语， 应该具备相关部门或社
会团体颁发的证明， 否则就
是虚假宣传。
在一栋居民楼里， 一家
名为“诚信家教中心”的教育
培训机构引起了检查人员的

提醒
此次检查中， 检查人员
对存在问题的培训机构进行
了教育警示，责令其整改。 对
于严重违法违规的机构收集
了证据，将予以处罚。 根据国
家相关法规， 相关部门可以

注意， 其宣传广告上赫然写
着“在职中小学教师讲学”。
检查人员介绍， 如果这家培
训机构真的有在职教师教
学，则涉嫌违规办学；如果没
有， 则涉嫌虚假宣传。 检查
中， 这家培训机构的大门始
终紧闭， 检查人员敲门和致
电均没有回应。

发现价格违法，可拨打12358举报
对不明码标价、 标价不规范
和额外收费等违法行为处以
5000元以下罚款；对虚假宣
传、 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处
以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罚款。

据介绍， 物价部门将联
合教育、民政、工商等部门，
对问题突出的培训机构开展
重点检查。 市民如发现有关
价格违法的情况， 可拨打
12358热线进行投诉举报。

早晚温差较大

据市气象台介绍，上一拨冷空气在15日结束。 冷
空气的最后一击让我们尝到了寒冷的滋味， 好在阳
光一露脸，气温就触底反弹了。 16日起，气温逐渐上
升，坐过山车的气温将“到站”，重回2字头，向30℃靠
拢。 最低气温也会有所上升， 从18日起， 基本回到
10℃以上，早晚也不会觉得太冷了。
需要提醒的是，虽然气温一路回升，但昼夜温差
较大。 16日至20日， 预计最低气温7℃， 最高气温
26℃，昼夜温差超过15℃，白天以多云为主，风力3到
4级。 这样的天气，早上出门到处找太阳，中午开始就
得躲着太阳走了，晚上略有凉意，所以大家一定要注
意及时增添衣物，小心预防感冒。 饮食方面，不要吃
得太凉，也不要吃太辣，因为出汗之后更容易感冒。

◎雨水周末降临

降温幅度不大

本周六开始， 淮安可能出现阵雨天气。 春天的
“脾气”就是这样的，老天爷不可能让我们总是风平
浪静，所以偶尔天空中云变多了，也会下起雨来，届
时最高温度会下降至20℃，最低温度15℃，东南风4
到5级阵风6级。 总的来说，降雨还是会比较温柔，这
就是典型的“沾衣欲湿”款春雨了，它下起来的时候，
总是轻轻柔柔的，甚至没有什么雨滴的声音，不高兴
撑伞的人，在外面跑一跑也绝不会变成“落汤鸡”。 这
样的春雨，或是旅行最好的“背景”——
—绵绵细雨中
看那些草长莺飞，真正别有一番韵味呀。
气温回升、春光正盛，正是外出游玩的好机会，
在此给大家推荐一些公园和景点， 与家人朋友来一
次踏青出游吧。 楚秀园、樱花园、清晏园、桃花坞景
区、周恩来童年读书处、钵池山景区、周恩来纪念馆、
周恩来故居、勺湖公园、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旧址、洪
泽区湖湾景区、涟水五岛公园，家门口也有好风景，
趁着春光快去看看吧！
■淮海晚报记者 张红

2路、301路、305路

公交临时调整
晚报讯 记者从市公交公司获
悉，因延安西路道路拥堵，公交车辆通
行困难以及漕运路与西安路路口下水
管道封闭施工， 不具备公交车辆通行
条件，自4月14日起，公交2路、301路、
305路作临时调整，线路首末班时间不
变，票价不变。 公交公司提醒，待道路
施工完毕后线路将进行恢复， 市民乘
车出行多留意站台信息， 以免误乘带
来不便。

2路调整后线路走向：化工西路化工路-城西路（恢复原线）。沿途增设
站点：化工路公交临时停靠点。 不再停
靠站点：延安西路·西安路。
301路调整后线路走向：中经路漕运西路-韩侯大道-通港路-西宁路
-漕运西路 （恢复原线）。 沿途增设站
点：市宠物交易市场、通港路公交临时
停靠点、西宁路公交临时停靠点。 不再
停靠站点：锦绣装饰城二期南门、漕运

西路·西安路。
305路调整后线路走向：中经路上海西路-黄河路-漕运西路-韩侯大
道-通港路-西宁路-漕运西路 （恢复
原线）。 沿途增设站点：市宠物交易市
场、通港路公交临时停靠点、西宁路公
交临时停靠点。 不再停靠站点：锦绣装
饰城二期南门、 漕运西路·西安路。
■淮海晚报记者 孙婧
通讯员 谈平

小学生零距离感受警营
14日下午，淮安市实验小学一（1）班的同学们
走进警营，参加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开放日活动。
活动中，小学生们在警察叔叔的带领下，零距
离感受公安特警的高超技能和先进装备，观看了特
警队员的格斗技能展示、 特种车辆和枪支装备，了
解了警队的日常工作。 警察叔叔还给小学生们讲解
了人身安全防范知识。
(叶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