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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 还存在各区
县（市）社会办学专项治理工作
推进力度不一，工作不够平衡，
存在摸底排查不够准确、 治理
不够到位、 管理不够规范等方
面的问题。

比如， 有的培训机构校名
使用不规范， 如不使用校名全
称，而随意使用简称，混同于无
证办学机构。 有的培训机构干
脆不打自己的规范校名， 而以
所谓连锁品牌的名义招生办
学，教育咨询公司以“学校”或
“教育” 名义对外招生办学、名
不符实；招生宣传涉嫌违规，如
张贴提分榜、名校录取名单，少
数机构招生广告中仍有“包录
取、 包过线、 包提分”“幼小衔
接”“小升初 真题集”“小升初
提前班”和“一个月时间学完三
年初中必修内容” 等用词或用
语，刻意夸大效果，以此招揽生
源；信息公示不到位，内容不全
面、不准确、更新不及时，所公
示的教师名单与实际授课教师
不符；安全管理还存在隐患，有

校外培训机构存在安全意识不
强、安全设备不全、安全操作不
熟等问题。

目前已进入新学期，也是
无证办学机构死灰复燃、再度
新增的时期，长沙市要求各区
县（市）迅速行动起来，开展第
二轮排查摸底工作， 在9月底
之前完成第二轮排查摸底工
作。排查摸底要对辖区内的有
证办学机构的“校名使用、教
学点设置、信息公示、安全隐
患、招生宣传、收费退费”等六
个方面进行重点检查，对存在
违规办学行为的，要建立工作
台账，下达整改通知书。加大
无证办学机构的整治力度，确
保排查到位，底数清楚，标准
统一， 形成部门联动机制。对
存在问题较多、整改效果不好
的机构进行确认公布，在10月
底之前组织联合执法行动，完
成所有的无证机构的整治工
作，确保整治率达到100%（符
合条件的办证，不符合条件的
关停）。

长沙排查无证校外培训机构443家
或取缔关停或整改重新审批获证 今年10月底前将完成整治

9月20日，长沙召开全市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暑假督查情况通报会。三湘都市报记者从会上获悉，
截至8月底， 长沙共摸底排查无证办学机构443家，
下发整改通知书或停办通知书443份，已处置163家
（其中取缔关停93家，审批获证70家），另有280家待
处置。预计今年10月底前，将完成所有无证办学机构
的整治工作（要么办证要么关停）。

■记者 黄京

无证培训机构大大减少

据了解，为进一步深化社会
办学专项治理，今年以来，长沙
市清理整治无证办学工作联席
会议办公室着力抓好现有校外
培训机构的规范管理，取缔关停
无证办学机构，对符合条件的校
外培训机构予以审批办证。

8月27日至29日， 通过资

料查验、 随机抽查和指定核查
等方式， 长沙多部门组成的督
查组对包括高新区在内的10
个 区、县（市），就无证办学和
违规办学展开专项督查。

督查情况显示， 与去年相
比， 学校周边临街门面的无证
培训机构大大减少。

10月底前整治所有无证机构

本报9月20日讯 大多数人
的印象里， 高校的研究生培养应
当走“高大上”路线。如果高校与
以培养技能人才见长的中职学校
合作育人， 甚至进行科研教研项
目，会不会有点脱节？昨日，湖南
农业大学与长沙财经学校举行
“校校合作暨专业学位研究生联
合培养基地”授牌仪式。接下来，
两所学校将共同培养教育硕士。
据悉，高校把研究生培养基地“搬
进”中职学校的举措，在我省尚属
首次。

目前， 湖南省中职学校的发

展面临师资数量不足、 教师队伍
结构失衡等问题。“职教教学模式
有其特殊性， 但很多高校毕业生
直接从高校走向中职教师岗位，
缺少了专业培养环节， 他们短时
间内并不能适应教学工作。”湖南
农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郭丽君认
为。

正是为了提高教育硕士培养
质量，今年，学院派送4名研究生到
长沙财经学校进行实践教学。对
此， 湖南农大副校长邹冬生表示，
如果不深入中职学校一线，教育硕
士难以变身中职优秀师资。在长沙

财经学校，多名教学经验丰富的中
职优秀教师担任研究生的校外实
践导师，按教学要求负责具体指导
研究生进行实践学习。

除了为破解中职师资培养难
题探路，长沙财经学校校长陈全宝
还认为， 校校合作可谓是优势互
补。在合作中，湖南农大将为长沙
财经学校在专业建设、 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科研能力提升、师资培
训、教师学历提升、专家工作室建
设等方面提供智力支持。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杨威 徐晨瑀

实习生 殷渊

本报9月20日讯 民办义务教
育学校招生收费是否合理？ 财务
账目是否清晰？ 招生收费是否规
范？今日，三湘都市报记者从长沙
市教育局获悉， 为规范民办学校
办学行为、 防范民办学校财务风
险、 稳妥推进民办学校分类管理
改革， 长沙将对长沙市湘郡培粹
实验中学、长沙市中雅培粹学校、
长沙市怡雅中学、 长沙中加学校、
长沙市湘一立信实验学校、 湖南
广益实验中学、长沙市明达中学、
长沙市望城区金海学校、 宁乡市
碧桂园学校、 宁乡市玉潭中学等
10所市管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开展
专项审计。另外，区管民办义务教
育学校由区教育局按照市局下发
工作方案自行组织审计。

“根据相关方案， 此次审计重
点关注的内容包括： 学校办学管
理、财务管理和教师队伍建设与管
理三方面。其中，财务管理则主要
关注是否存在虚列虚报支出和侵
占、挪用、抽逃办学资金的行为；财
务账目是否清晰、有无潜在的财务
风险；是否有违规招生行为,��招生
过程中是否暗中与民办培训机构
合作招生；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是
否公开， 是否存在招生回扣行为，
是否按照公示收费项目和标准收
费，是否收取或变相收取与招生入
学挂钩的“建校费、择校费、资源
费、信息费、坑班费、捐资助学款”
等其他费用；向学生收取的保险费
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相应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是否有回扣。

此次专项审计由市教育局统
一组织， 长沙市管民办义务教育
学校由市局派出审计组进行审
计， 区管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由区
教育局按照市局下发工作方案自
行组织审计。 审计从9月下旬启
动，至2020年2月结束。审计组将
出具最终审计报告， 被审计单位
根据审计报告提出的问题逐项进
行整改， 健全和完善相关机制，并
将整改情况书面报告市教育局。
被审计单位要针对审计发现的问
题及时进行整改， 整改情况将作
为今年年度办学情况评估的重要
依据； 对存在重大问题不积极整
改或整改不力的单位， 将适时移
交司法部门处理。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殷渊

长沙将对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开展专项审计

“建校费、择校费、坑班费”都将重点查处

9月17日至19日，省消防救援总队联合新媒体直播平台，走进郴州、衡
阳、岳阳三地六所高等院校，开展“开学第一课”系列主题直播活动。活动开
展期间，1500余万网友通过直播平台参与其中， 这是全省首次通过新媒体
直播的方式开展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 图为军训新生在观摩消防灭火实
操演练及参观消防云梯车。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汪丹 摄影报道

本报9月20日讯 今天，由
湖南省质量检验协会组织，全
省从事学生服及相关生产销售
的40家企业代表共同发起的湖
南省学生服专业委员会在长沙
成立。该协会的成立，也标志着
我省学生服行业正式步入了
“组织化、合作化、规范化”发展
的新阶段。

据《2018湖南省学生服装
产品产业现状分析报告》显示，
我省学生服装行业区域性明
显， 各市州都有相应的生产企
业，长沙、湘潭、益阳、常德、张
家界等地分布较多， 从业人员
5000人左右。该行业产品主要
供应本市及周边地市中小学，
极少销往省外。从整体来看，我
省学生服装行业企业规模较

小，生产工艺水平层次不齐，产
业集群不完整， 我省学生服装
行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水平有待
进一步加强。

湖南历来重视学生服装的
产品质量状况， 将学生服装纳
入省级重点工业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计。2018年，相关监管机构
共抽检学生服装 (含军训服 )
170批次，57家企业的156个批
次产品合格，11家企业的14个
批次产品不合格; 抽查企业合
格 率 83.8% ， 产 品 合 格 率
91.8%。不合格项目为纤维含量
12批次、pH值3批次。而近三年
发现的质量安全问题， 主要集
中在纤维含量、pH值、 染色牢
度三项指标。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彭格欣 通讯员 姚波

中小学校服将更规范、更安全

研究生培养基地“搬进”中职学校

消防进军训，向1500余万网友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