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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正规培训机构
学科类及非学科类教育培

训机构应同时拥有教育部门颁
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
办学许可证及民政局（或市场监
管局）颁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证书（或营业执照），培训的收
费项目、收费标准、教师资格证、
招生公告等相关内容，均应在学
校的显著位置公示。孩子参加
培训前，家长应依法签订培训合
同，索要缴费合法票据。

远离非法培训行为
“双减”政策实施后，部分不

具备资质的人员或机构，在工作
日晚上、周末、节假日等时间从
事无证（照）“隐形”“变异”的学
科类违规教学活动。因其未经
教育行政部门审批，不具备办学
应有的场地、师资、卫生安全等
相关条件，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容易产生经济纠纷等不良后果。
广大家长坚决抵制此类无

证（照）违规教学活动，不参加非
法培训，不参加以“咨询”“文化
传播”“一对一”“一对多”“家政
服务”“住家教师”“众筹私教”

“托管”等隐形变异形式违规开
展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活动；不参
加躲避监管转入“地下”违规开
展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活动。

警惕机构违规办学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经教育

部门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
学校办学许可证的学科类校外
培训机构，招生收费及办学需符
合以下要求：

收费要求
1.每期收费时长不得超3个

月或60课时；
2.最早只能在正式开课前一

个月收费；

3.培训机构需和家长签订规
范的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服务合
同（示范文本）；

4.通过“全国校外教育培训
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进行买
课、缴费，确保培训资金处于监
管状态下，以免造成经济损失。

校外培训家长端：https://
dl.xwpx.eduyun.cn/downoads/
child/jiazhang-arm64.apk

办学要求
1.节假日、双休日、寒暑假不

得组织学科类培训；
2.不得向学员布置课后作

业；
3.工作日培训结束时间不得

晚于20：30；
4.授课教师必须拥有与授课

内容相符的教师资格证书。

兰州市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均已转型或关停

报名校外培训，一定要确认资质

兰州市教育局 8801390
城关区教育局 8438331
七里河区教育局 2651986
西固区教育局 7553061
安宁区教育局 7763949
红古区教育局 6255010
榆中县教育局 5220491
永登县教育局 6430233
皋兰县教育局 5724063
高新区社农局 5607572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武永明）记者9月
29日从兰州市教育局了解到，目前，兰州市义务教育学
科类培训机构均已转型或关停。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以
线上或线下形式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含学龄前儿童）
开展的学科类校外培训，均属违法违规行为。国庆假期
将至，为保障广大学生及家长的合法权益，兰州市教育局
特别提醒：家长在为孩子报名校外培训课程时，务必查看
（或咨询属地教育行政部门）该培训机构是否具有教育部
门核发的办学许可证，确认其培训资质。按照“双减”政
策相关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
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记者武永明）我省 4 所高校入选
创新创业“国家队”！教育部近日
公布了国家级创新创业学院、国
家级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建设
名单，我省兰州理工大学、兰州财
经大学被认定为国家级创新创业
学院建设高校，兰州交通大学、西

北师范大学被认定为国家级创新
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建设高校。

教育部首次开展的国家级创
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评选自6月
启动以来，经高校自主申报、省教
育厅公示、教育部复审等流程，共
认定北京大学等100所高校为国
家级创新创业学院建设单位，认定

清华大学等100所高校为国家级
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单位。

国家级创新创业学院、国家
级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由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推荐、教育部审核
产生，财政部下达“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项
目”资金支持建设。

我省4所高校入选创新创业“国家队”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记者张艾萍）为进一步提高特种
设备操作人员作业水平，全面推
动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的落实，堵
塞安全管理漏洞，确保单位办公
场所以及家属楼院小区特种设
备安全运行,9月29日，国网甘肃
科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开展了

“十一”节前特种设备安全大检
查行动，先后对宝石花悦福小
区、南苑小区、陇能家园小区、电
投大厦、华夏眼科医院等单位小
区电梯运行状况进行了安全风
险管理体系评估及电梯安全专

业技术培训。
据了解，根据各类特种设备

事故分析，因作业人员违章操作
或管理不善引发的特种设备事
故占事故总数的66.1%。加强对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的培训考核
监管，明确用人单位权利义务和
作业人员行为准则，对提高设备
安全质量、保证设备安全运行具
有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国网甘肃科源电力
集团有限公司切实履行“3211”

（三落实、两有证、一检验和一预
案）的企业主体责任，杜绝违章
指挥和违章作业，始终将特种设
备作业人员安全培训工作作为
安 全 监 察 的 一 项 重 点 工 作 来
抓。推行电梯“科技+服务”模
式，完成宝石花物业、陇能物业
小区等电梯“科技+服务”工作，
通过集聚“物业管理公司、电梯
维保单位、电梯物联网”建立三
方平台，完善电梯日常使用风险

防范服务，缩短电梯故障受理响
应时间和维修时间，进一步提高
电梯修复效率，确保了居民群众
的出行安全。

公司通过加强法律宣传、创
新监管模式、转变教学方式等多
项行之有效的措施，切实加强特
种设备作业人员队伍建设。对
全面推进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
任，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
此次培训加强了特种设备作业
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杜
绝无证上岗。

该公司电梯业务部负责人
赵潮表示，特种设备安全是一项
既关系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又
关乎民生福祉和社会稳定的基
础工作。我们多尽一份责任，群
众就多一份安全。在今后的日
常安全生产检查中，公司将采取
全面排查和治理特种设备安全
隐患相结合的方式，不断加大对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的检查力度。

国网甘肃科源电力集团开展
“十一”节前电梯维保安全大检查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记者张继培）9 月 29 日，省气象
局发布消息称，国庆长假期间，
我省大部气温有所下降，河西
大部分时段天气晴好；河东阴
雨相间，10 月 3 日、6 日各有一
次降水天气过程。其中，3 日，
河东大部有小雨，其中陇东南
局部地方有大雨；6 日，河东大
部阴有小雨。

据预报，9 月 29 日夜间到
30日白天，甘南、陇南两州市部
分地方及临夏州南部、定西市
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省内其
余地方晴或多云。

30 日夜间到 10 月 1 日白
天，甘南、定西、陇南、天水、平
凉、庆阳等州市多云转阴有小
雨；省内其余地方晴转多云，其
中酒泉市有5-6级偏东风。

10月1日夜间到2日白天，
甘南、定西、陇南、天水、平凉、
庆阳等州市多云转阴有小雨；
省内其余地方晴转多云，其中
酒泉市有5-6级偏东风。

另外，10月1日-2日，受冷
空气影响，河西五市气温下降
4℃-6℃。

兰州市以多云或阴为主，阴
雨相间，气温逐步下降。10月2
日夜间、6 日—7 日各有一次小
雨天气过程，其中6日—7日偏
南地区累积雨量可达中雨。

降水方面:
预计10月2日夜间至3日

凌晨，兰州市大部有小雨；
10月6日—7日，全市阴有

小雨，偏南地区累积雨量可达
10—20毫米。

降温方面：
预计 9 月 30—10 月 1 日，

兰州市最高气温23℃—28℃;
2 日—3 日，受冷空气及降

水影响，兰州市最高气温较1日
下降8℃—10℃，最低气温下降
4℃左右;5 日—7 日，受补充冷
空气影响，兰州市最高气温较4
日下降4℃左右，最低气温下降
3℃—5℃。

“十一”假期我省天气大部气温下降
兰州市以多云或阴为主

9月30日， 晴转多云， 12℃—28℃；
10月1日， 多云转晴， 13℃—28℃；
10月2日， 多云转阴， 14℃—23℃；
10月3日， 小雨转阴， 10℃—19℃；
10月4日， 多云， 10℃—20℃；
10月5日， 多云转阴， 12℃—17℃；
10月6日， 小雨， 11℃—16℃；
10月7日， 小雨转阴， 9℃—17℃。

举报时注明机构名称或教
师姓名、培训的具体地址、投诉
的具体问题、培训的时间及其他
佐证材料等。

兰州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校外培训监督投诉电话

制图/许天野

兰州市区国庆节天气预报：

举报邮箱：lzsjyjcjk@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