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公考培训班“套路”学员

“名师”是“临时工”“不过退费”退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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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南阳市宛城区果团团水果店， 食品小

经营店登记证（编号：JYDJ141130203002241）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 王 学 风 （ 身 份 证 号 ：
412921194303172422）和张来运（身份证号：
412921194107192418） 夫妇分别于市骨科医
院住院发票和市康复医院住院发票（票据号
分别是 0942006、0796258）丢失，声明作废。

● 陈 启 荣 （ 身 份 证 号 ：
412922196408262024） 购买南阳市中元阳光
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阳光花园小区 1 号楼 1
单元 6 楼 607 户的购房协议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田振丽（身份证号：411302198503305723)购买河南

三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信臣路三杰盛世城 7-
1-1906 室购房收款收据(收据编号 NO:4006120,收据时间：
2015 年 5 月 14 日，金额：40000 元、收据编号 NO:8011800,
收据时间：2015 年 12 月 8 日，金额：6358 元、收据编号 NO:
4006110,收据时间：2015 年 5 月 10 日，金额：10000 元）遗
失，声明作废。

●本人雷雨田(身份证号：411302199108172312)，共有
人赵珂(身份证号：411302199112290522）在南阳恒大置业有
限公司认购商铺 21 号楼底商 2 单元 105 号，认购书（编号：
00001251，金额：469720元）遗失，现声明作废。 由此产生的
经济纠纷与南阳恒大置业有限公司无关，由本人承担。

眼下，国家、地方公务员及选调生考
试笔试大都已经结束， 一些地方面试因
疫情推迟。 为应对公考笔试、面试，不少
大学毕业生参加各种培训班。 记者调查
发现，有些培训机构所谓的“名师”，竟是
招聘的“临时工”；所谓“不过退费”，有的
难以实现。

培训师资、质量“注水”情况不少
不少大学生反映，各种公考培训广告“低头不

见抬头见”。有些培训机构请写手在各社交平台发
经验帖，以“上岸率”（考试通过率）为噱头进行宣
传；有些机构把宣传海报贴到了校园里。

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培训机构在广告宣传中
号称“名师”上课，高学历、名校毕业，授课经验 8
年、10 年，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

“机构所谓的‘名师’，有的说自己曾高分考
‘上岸’，但没去就职，回来培训别人‘上岸’；有的
说自己就是体制内的人，但无从查证。 ”华南一高
校毕业生小林说。

实际上，公务员兼职培训机构老师，在法律上
并不允许。根据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违反有
关规定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 在企业或者其
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

还有些培训机构的老师是临时招聘的。 曾
在一家公考培训机构任职的于丽丽告诉记者，
公考面试季之前会招一大批人， 紧急培训后就
立马上岗了。“招聘老师时对其是否有考公经验
不做要求。 ”

据于丽丽介绍，面试培训中，除个别主讲老师
有经验，绝大多数小组带教老师都是新招的。“招
了几十个老师，面试季一过就基本裁完了，跟‘临
时工’一样。 ”

除了师资， 一些培训机构的课时也严重“注
水”。 有的机构号称上课“强效提分，考试一次上
岸”“针对性、个性化辅导”“仿真实操训练”。然而，
不少参加培训的大学生反映， 实际情形与广告宣
传相差甚远。

“授课基本上是照本宣科，对着标准答案讲，
再扯些‘有的没的’充课时。 更可气的是，按 A 机
构老师答题套路智能批改 80 多分，换到 B 机构打
分就是 60 多分，让人无所适从。 ”广州高校一位曾
参加公考培训班的学生叶某告诉记者。

记者旁听了一场面试培训，9 位学员完成自
我介绍、自由讨论、个人总结三个环节要两小时，
老师复盘只有半小时。“所谓面试班，其实每一天
都在让我们循环模拟‘无领导面试’，老师讲的东
西特别少。 ”一位上海考生说。

“不过退费”承诺难兑现 捆绑消费贷隐患大
据了解，公考线下面试班

一般分非协议班和协议班。 协
议班价格一般在 2 万至 5 万
元，大多有“不过退费”的协议
内容； 非协议班则无任何退
费，大多 1 万元左右。

记者在多个微信公众号
看到公考面试班的价目表，机
构名为“考捷公考”九天九晚
的广东省考面试协议班，价格
26000 元， 承诺第一名不过全
退费， 第二名不过机构仅收
3500 元， 余额退还；“北宋教
育”国考、央选面试冲刺班六
天六晚， 协议班 23800 元，不
过退 18000 元。

“不过退费”的承诺吸引不
少考生报名培训。 然而，记者调
查发现， 如果学员没有考过，一

些机构的退款承诺却难以兑现。
不少受访学员表示，协议

价退钱很慢， 尤其小机构，半
年到一年都可能还没退费。 记
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发现，有
一家培训机构的退费难投诉
量超 2000 条。 有学员投诉，一
年前交的近万元培训费用，机
构承诺“不过包退”，至今却拒
不退费，工作人员联系不上。

曾参加一家机构公考培
训班的小尤说，去年提交的申
请，半年过去了退款还没有踪
影，客服电话打不通，去分校
问总是说“快了快了”，不给准
确时间。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一些
培训机构与第三方借贷平台
合作， 学员签订合同办手续，

学费则直接由培训机构合作
的网贷公司垫付。 由于网贷平
台的介入，退费涉及学生与培
训机构之间的服务关系，以及
学生与网贷公司之间的借贷
关系，承诺更加难以兑现。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有不
少学员贷款支付学费产生纠
纷的投诉。 一位参加培训班的
学员称，通过贷款支付了协议
班的高额费用， 机构不给退
费，让学员自己还一半贷款。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
所律师陈曦分析认为，一个班
里的学员， 无论是否经过培
训， 都有部分学员能够考上；
其他考不上的学员费用就算
全额退还， 培训班依然有利
润，稳赚不赔。

须加强综合监管 做好公考服务
据了解，2022 年国家公务

员考试报名人数突破 200万，再
创新高；各省市公务员、选调生
等报考火爆。 业内人士表示，公
考培训行业客观上有其存在合
理性， 对应试者在考试技巧、口
才表达、仪态等方面有一定提升
作用。 这类机构开办门槛低，规
模迅速壮大，亟须监管规范。

记者走访发现，一些公务
员培训机构场地不规范，甚至
租赁酒店会议室当教室。 陈曦
认为，公考培训机构监管涉及

教育、市场监督管理、人社、消
防等多个部门，应建立多部门
联动的综合执法机制，改变目
前主动监管少，主要依靠举报
和投诉的被动监管局面。

新修订的广告法规定，教
育、 培训广告不得含有对教
育、培训的效果作出明示或者
暗示的保证性承诺。 记者梳理
发现，近期，多地监管部门查
处公考培训机构不实广告宣
传。 2022 年 2 月，四川成都市
天府新区市场监管局对华阳

街道某教育咨询公司使用“国
考、 省考一次过， 赶紧上车”

“公务员一次上岸精品课”等
夸张广告用语作出行政处罚。

专家建议，毕业生在选择
公务员考试培训机构时，应选
择正规机构，保留好相关缴费
凭证；高校有针对性地举行政
策解析讲座，整合现有公考信
息，为省考、国考、选调生考试
等不同类型的备考学生予以
针对性帮助。 ⑩1
（新华社记者 郑天虹 杨淑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