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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平均降幅过半，有的一节课最低不到10元……近日，多地陆续出台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标准，校外

培训机构“限价令”正式落地。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

各地要在2021年底前出台校外培训收费政府指导价管理政策。各地新的课时费基准价格多少？“限价令”影

响几何？‘‘
各地按区域、班型分档，最低不到10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各省市公布的指导价中，线下学科
类校外培训最高为每生每课时 80元，最低不到 10元，大部
分集中在20至50元之间；规定收费上浮不得超过10%，下浮
不限。相比之下，各地制定的网课指导价差异则相对较小，
每生每课时大多在15至20元。

各地出台的收费标准，大多按照不同行政区域和班型
划分为多个档次。如北京市、上海市规定，线下10人以下班
级为每人次 80 元/课时，10 至 35 人班级为每人次 60 元/课
时，35人以上班级为每人次 40元/课时；上述三类班型线上
统一为每人次20元/课时。山西省则按照太原市城区、其他
10个市城区、县区等三类行政区域确定收费标准，义务教育
阶段每人每课时收费从9至28元不等。

记者注意到，各地普遍要求面向普通高中学生学科类
校外培训收费的管理参照义务教育阶段执行。

河北省提出，非营利性校外培训机构举办的线下高中
学科类培训，参照义务教育阶段收费标准按1.3倍的系数折
算。

山东省则规定，30分钟的普通高中阶段学科类校外培
训线下收费标准为每人次18元/课时，相较于义务教育阶段
每人次16元/课时有一定幅度的调升。

收费标准是如何确定的？记者采访了解到，各地学科
类校外培训限价政策从酝酿到出台历时数月，总体指导原
则是在坚持学科类校外培训公益属性的前提下，统筹考虑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学生家庭承受能力等因素，参照平均培
训成本来确定基准收费标准。

一些省市在出台政府指导价前，广泛征求了社会各界
意见。

在2021年秋季开学后，湖南省张家界市就抽取了31家
培训机构进行了收费标准成本调查，并举行定价方案论证
会，在此基础上确定试行价格；海南省发布学科类校外培训
收费标准相关事项的征求意见稿，在充分听取社会各界意
见后，将不同班型的学科类校外培训基准价从每人每课时
25元、7元、5元，分别调整为25元、10元、7元。

校外培训学费大幅下降，家长高兴中有担心
相比以往动辄上百元的课时费，限价之后的校外培训

价格更显“亲民”。
湖南省发展改革委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较“双减”政

策实施以前，当地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标准平均降幅约为
31.5%；山西省发展改革委估算，新的收费标准实施后，全省
校外学科类培训收费由此下降40%至65%。

社会普遍认为，限价政策有助于遏制校外培训机构过
度逐利行为，促进公益属性回归。重庆市涪陵区家长谭女
士说，按照政府公布的限价标准，孩子的培训班学费可以省
下近一半，收费方式也由以往的按学期收费改为按月收
费。“课时费限价后，一学期下来就能节省四五千元。”

包括限价政策在内的“双减”组合拳，正在重构教培行
业生态。

记者在重庆主城区走访了解到，“限价令”出台后，课时
费从之前的一两百元降到最高一节课 40元，加之“双减”以
来周末和寒暑假不能开课，多家学科类教培机构的校区面
积和学员规模缩减，一些经营者坦言正考虑退出，或者转型
做艺术、体育等素质类校外培训。

一些继续经营的培训机构已按照限价政策收取费用。
“我们上个月刚完成了‘营转非’，还是想继续做下去。”陆丽
丽是江苏省盐城市一家学科类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她告诉
记者，自己的收费标准比政府指导价低，算下来平均每课时
不到 20元，“现在同业竞争比以前小了些，再加上此前攒下
的口碑，还是有生存空间的”。

记者调查发现，限价政策执行后，一些让孩子继续参加
校外补课的家长也有担忧。“过去培训机构都是高薪聘请名
师，限价后还能不能留住好的师资？”

太原市民白女士担心课时费降价后培训机构难有余力
做课程的研发与更新，教学质量会随着补课费用的减少而
下降。

此外，还有家长担心教培机构降价后，高收费的私教
“冒泡”“抬头”。

据业内人士透露，“双减”之后一些校外培训机构表面
上注销了办学资质，但实际换汤不换药，走高端托管路线，

以课外托管的名义行学科类校外培训之实。
记者在太原等地采访发现，一些从校外培训机构流出

的老师做起了“一对一”上门家教，收费也水涨船高，从过去
一小时200元左右涨到500元甚至更多。

加强落地情况跟踪监测，“限价”还须重视监管
从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营转非”到加强预收费监管，

从限定补课时间到整治超前超纲补课，校外培训“限价令”
是“双减”落地的重要一环。

各地经济发展、教育资源不均衡，以及家庭收入水平、
消费意识、教育重视程度存在差异等，对政府指导定价的科
学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期各地公布的义务教育学科类校外培训基准价中，
海南35人以上班级为每人次7元/课时，广西35人以上班级
则为每人次 30 元/课时。有网民提出疑问，相邻的两个省
区，经济发展和家庭收入消费水平差异并不太大，为何课时
费标准相差几倍？

目前，各地公布的政府指导价处于试行期，其落地和执
行效果仍有待观察。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学科类
培训市场情况的跟踪监测，待市场情况稳定后，根据需要适
时调整政策。

记者梳理发现，一些地方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已“预留空
间”。武汉市发展改革委在征求意见稿中提出，该政策有效
期 3年；张家界市则在正式发文中规定试行期 2年，为后续
政策调整提供明确依据。

“政府指导价需要控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才能让校
外培训行业有序良性发展。”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范涌峰
建议，各地在出台政策前应开展全面深入调研，充分掌握当
地培训机构数量、规模类型、课时数量、教师数量、经营收
入、成本、原收费标准、培训人次等情况，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建议，合理制定收费标准。

重庆市人大代表张维淑等建议，相关部门在定“限价”
的同时更要“重监管”，一方面鼓励收费方式创新，积极推行

“先培训后收费”“一课一消”培训收费模式，另一方面依法
严厉查处超过政府指导价收费、超范围收费等违规行为。

校外培训机构“限价”效果如何？

不久前，上海小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因向第三方公司
购买 22台人脸识别摄像设备，非法采集上传人脸照片超 43万
张，被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处以10万元罚款。经有关
部门调查发现，当事人在旗下7家门店安装人脸识别摄像设备，
采集消费者面部识别数据，并未经得消费者同意，也无明示、告
知消费者收集、使用目的。此前，另有多家企业也因非法采集消
费者人脸信息遭监管机构处罚。

新华社记者发现，当前“人脸信息”这一重要个人生物信息
被部分商家视为“唐僧肉”，涉“脸”个人信息侵权问题频发。部
分商家为何热衷于非法采集消费者人脸信息？“护脸”难题难在
哪？怎么破？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部分企业要“脸”不顾“法”
小鹏汽车表示，此次事件中所获人脸数据由第三方软件提

供商悠络客采集，小鹏汽车不存储此类数据。上海市徐汇区市
场监管部门向记者表示，确已督促涉事企业将人脸识别信息删
除。

一段时间以来，此类问题频频出现。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
管部门查出科勒卫浴非法抓取了 220万余条人脸信息；深圳市
市场监管部门查出正通集团旗下的宝马 4S 店抓拍并存储了
4600余条人脸信息；2021年，上海市场监管机构因违法采集消
费者人脸信息对上海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司、上海盛广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联亚商业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进行了处
罚，部分企业单次处罚所涉消费者“脸照”就在数百万张至数千
万张不等。

记者还发现，房地产行业是此类侵权的“重灾区”。2021年，
湖州金达置业有限公司、江阴梁瑞置业有限公司、佛山市新昊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多地房地产公司都因非法采集人脸识别信
息被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处罚。

专家表示，商家非法采集消费者人脸信息已涉嫌违法。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
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
方式和范围，并经消费者同意。2020年 10月实施的《信息安全
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也明确规定，人脸信息属于生物识别信
息，也属于个人敏感信息，收集个人信息时应获得个人信息主体
的授权同意。2021年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使
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进一步将作为个人信息收集前提的“同意”细化为“单独
同意”。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6 条规
定，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
公共安全所必需，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
所收集的个人图像、身份识别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
的，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取得个人单独同意的除外。

商家为啥盯着“脸”？利字摆中间
法网恢恢，为何部分商家却仍想方设法“盗采”消费者人脸

信息呢？记者调查发现，这与当前几方面情况直接相关。
各类企业均有靠消费者“人脸信息”提升经营业绩的强烈冲

动。记者从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小鹏汽车委托的第三方公司
开发的算法可以对面部数据进行识别计算，以此进行门店的客
流统计和客流分析，包括进店人数统计、男女比例、年龄分析
等。这些数据是商家提升经营效率的重要参考。“会员授权的基
础上，基于人脸识别技术，会员进入门店的一瞬间，其以往在该
品牌门店消费情况立即被推送到对应导购员的手持设备上，导
购员根据关键信息为该会员进行精准导购。”在为小鹏汽车提供
服务的悠络客平台网站上，该公司称其解决方案可以应用于汽
车、鞋服、快消、医药等多类消费领域。

大量从事“人脸”业务的企业能以“无感化”技术采集信息。
据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7100多家企业从事“人脸采集”
相关业务，曾被曝光涉嫌非法采集问题的悠络客、万店掌、雅量
科技、瑞为等企业注册资本均超过500万元，合作客户中不乏知
名企业。

记者调查发现，“人脸信息采集”设备产销企业普遍将“悄悄
采集”“无感化”作为其产品的核心卖点，声称“即使（消费者）戴
着口罩也能成功采集”。第三方研究机构信息显示，此类技术被
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广泛应用。当购房者的人脸被摄像头“无
感”采集后，可能在后续无法享受某些购房优惠。因此，有业内
人士在现场看房时选择“佩戴头盔”这种极端方式遮盖自己的面
部特征。

部分企业通过倒卖消费者人脸信息非法牟利。记者调查发
现，有商家非法收集人脸信息并售卖，低至 0.5元即可买到包含
身份证信息在内的一名消费者的人脸数据。记者从警方了解
到，倒卖“人脸信息”还成为当前网络黑产链条重要一环，相关信
息被用于虚假注册、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供不法分子
牟取暴利。

提升“护脸”效能还需系统施策
专家建议，当前要实现有效提升“护脸”机制效能，可从以下

几方面入手。
——应进一步通过立法实现多层次、系统化的人脸信息保

护法律法规体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告诉记者，一些
地方已对“人脸识别”进行规范，如今年已施行的《天津市社会信
用条例》、2022年3月1日起施行的《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她
表示，安徽省、兰州市、北京市等地的《物业管理条例》也就业主
个人信息保护进行了明文规定，但没有明确提到指纹、人脸数据
等生物信息，也没有涉及强制收集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明确。

——应进一步明确主责执法部门，推动相关领域执法机制
化、常态化。“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采用的是多部门管理
机制，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等都是个人信息保护监管部门。”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认为，这一制度安排确有形
成合力的优势，但也容易导致“多头治理”的问题。他建议，进一
步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能定位，并以此推动相关执法检查常态化、
长效化。“对确保相关场所依规张贴信息采集标识，APP或网络
平台依规明示采集信息等规定落实而言，常态化监管非常重
要。”

——应进一步加强对经营和购买“人脸识别”相关业务企业
的监管力度。一方面，是应加大对涉“脸”违法行为的处罚力
度。此次小鹏汽车采集43万张人脸信息仅被罚款10万元，部分
网友认为“一张照片被罚 2毛多，违法成本太低”。“如果按照个
人信息保护法的要求，行政处罚是按照企业或商家全球营业额
来罚款的，这个数额可以比较大。”左晓栋认为这样有利于提高
企业违法成本。

另一方面，多位专家呼吁应尽快设置“人脸识别”业务类企
业准入门槛。“相关准入标准已在制定当中。”左晓栋说。

“此外，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为避免一次授权即导
致信息失控的情况，信息主体还应享有对相关信息的删除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业和信息化法治战略与管理重点实验室办
公室主任赵精武说。

无授权收集、无感化采集、无底线牟利……

“护脸”难题难在哪？怎么破？

山东平度市云山镇党委书记王丽用粗暴语言威胁上
访者的录音在互联网上曝光后，舆论哗然。目前，平度市
委已对王丽停职，责令其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并成立调查
组对事件进行调查。

必须指出，社会公众同声谴责这位镇党委书记对待群
众的“匪气”，一致厌恶其“官老爷”做派，正是由于在中国
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共产党是牢记初心使命的党，共产党
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官老爷”。建党百年庆
典，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共识。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将“坚持人民至
上”作为我们党百年奋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过去的百
年，我们党之所以不断赢得人民拥护，建立丰功伟业，奥秘
之一就是我们党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如何对待人民群众，从焦裕禄到廖俊波，一代又一代
优秀领导干部都作了光辉示范，何为公仆，百姓是以他们
为标杆的。

应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组织开展的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

教育等集中学习教育，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包括基层乡镇、
社区的党员干部，对待人民群众是有一颗公仆之心的。在
精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中，为人民过上美好
生活竭诚奉献打拼的党员干部，是中国大地上的动人丰
碑，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口碑。

但也毋庸讳言，党员干部队伍中仍有少数背离初心使
命的害群之马。与平度这位威胁上访群众的镇党委书记
几乎同时，山东济宁泗水一名村支书为驱赶商贩，竟在零
下2℃的寒冷天气中动用了高压水枪；前不久，河南商丘有
居民投诉社区问题，被投诉的社区书记竟公然宣称“他打
12345投诉，我有100个办法对付他”。

对此，平度通报对涉事干部的定性是“做群众工作时
方法简单、言语失当、作风粗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则刊文指出，在严冬给群众送“清凉”，村干部简单粗暴的
做法着实让人心冷。

这些作风粗暴的党员领导干部，虽然丝毫不能代表一
个地方党员干部的整体形象，但他们产生的负面效果，却
要其他党员干部来“买单”——他们要花百倍的努力，才能

修复干群关系。
向老百姓“耍横”、在群众面前大逞官威，简单粗暴的

工作作风，反映出少数党员领导干部群众观念淡薄，与党
史学习教育要求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精神严重背离。面
对群众上访、城市治理难题，解决方式不应是言语威胁与
粗暴出手，而应是深入了解群众关切，把基层工作做实做
细，切实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用绣花功夫下大力气化解影
响群众切身利益的难点和痛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的干部要坚持当‘老百姓
的官’，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不要做官当老爷，在这一点
上，年轻干部从一开始就要想清楚，而且要终身牢记。”平
度那位镇党委书记，是一位“80后”，可惜可叹的是，她根本
就没想清楚心无百姓莫为官。

党的队伍容不下“官老爷”，相信粗暴对待群众的干部
一定会付出代价。这也是一记警钟，时刻提醒各级领导干
部要心里装着人民、用心用情服务人民，注意自己的一言
一行。各级党组织也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监
督，用好选人用人考德这根杠杆，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老老
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俯身当好人民的勤务员，而不
是高高在上向老百姓“耍横”的“官老爷”。

（本版文图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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