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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聚焦

句话新闻

正值暑期，家教生意更
为走俏，一些机构甚至
开出了金牌家教一小

时500元、补齐语数外三科一年
15万元的“天价”学费。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家教
简历注水是业内的公开秘密，家
长花高价请到的很有可能是家
教中介虚假“包装”出来的老师；
家教行业缺乏准入和专业标准，
相关部门监管乏力，一旦发生事
故难以追责。有关部门应推动制
定行业标准，加强对家教市场的
监管，促进家教行业规范化发
展。

□ 新华社记者 郑天虹 刘娟 宋佳

德国内政部长说
要加强打击外来移民犯罪

据新华社成都7月31日电(记者
陈地)记者 31 日从 2019 成都龙泉山超
百公里越野挑战赛组委会获悉，赛事
已于 7 月底开启报名，并在 11 月底正
式开跑，这也将是成都首次举办超百
公里越野挑战赛。

据介绍，2019 成都龙泉山超百公
里越野挑战赛，由四川省田径协会、成
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管委会和金堂
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将于今年 11 月
30日至 12月 1日举行。

据了解，该赛事与成都马拉松赛

立足于城市不同，其更加强调呈现成
都的山林原野之美。它以“越野越安
逸”为题，让广大越野爱好者亲身体验
成都与龙泉山的安逸生活，回归到越
野的初心。

据悉，本次赛事共设“拓峡·100公
里”“探山·60公里”、30公里、15公里、
亲子组等五个组别，赛事起终点均设
在三星镇大学城，各赛道线路图赛事
组委会已发布。其中前四个组别共设
1500 个参赛名额，亲子组信息将于后
期公布。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记者 魏
玉坤）记者 31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交
通运输部日前制定印发《数字交通发展
规划纲要》，明确到 2025 年，我国将基
本形成数字化采集体系和网络化传输
体系，实现出行信息服务全程覆盖、物
流服务平台化和一体化进入新阶段。

纲要提出，我国数字交通发展要
以数据为关键要素，赋能交通运输及
关联产业，推动模式、业态、产品、服务
等联动创新，提升出行和物流服务品
质，让数字红利惠及人民。

纲要明确，我国数字交通发展将
构建数字化的采集体系，推动交通基

础设施规划、建造、运行管理等全要
素、全周期数字化，推动铁路、公路、水
路领域的重点路段、航段以及桥隧、互
通枢纽、船闸等重要节点的交通感知
网络覆盖。构建智能化的应用体系，
为旅客提供“门到门”的全程出行定制
服务，大力发展“互联网+”高效物流新
模式、新业态。

根据纲要确定的发展目标，到
2035 年，我国将实现交通基础设施全
要素、全周期数字化，天地一体的交通
控制网基本形成，按需获取的即时出
行服务广泛应用，成为数字交通领域
国际标准的主要制订者或参与者。

》黑龙江省洪涝灾害致75.79万人受灾
》台风“韦帕”逼近港澳 两地发出“八号风球”
》商务部：东盟已成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山东为基层教师设置“专属”高级职称
》2018年以来公安机关共立涉税犯罪案件2.28万起
》中国记协追授周泉泉同志“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荣誉称号
》青海：第三代社保卡首次加载专属功能惠及18万残疾人
》宁夏已为30余万中老年农民集体接种乙脑疫苗
》长春启动“医保脱卡诊间支付”试点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柏林7月 30日电 德国联
邦内政部长泽霍费尔 30 日在柏林表
示，德国对恐怖主义和极右翼犯罪予
以严厉打击，同时不应放松对外来移
民犯罪的打击力度。

泽霍费尔说，德国近期发生多起
严重犯罪事件，如本月 29 日发生在法
兰克福中央火车站的“冷血的谋杀事
件”，不安全感令德国民众十分紧张。

泽霍费尔要求德国有关部门坚决
驱逐境内的外国违法犯罪者，加强边
境管控。他还要求加强德国各火车站
安保措施，包括增派警力、加强视频监

控等。
据德国警方通报，一名 40 岁的厄

立特里亚籍男子 29日上午在法兰克福
中央火车站将一名 8岁儿童及其母亲
推下站台，导致这名儿童遭进站列车
碾压后死亡，其母侥幸生还。作案男
子在逃跑中被警方抓获。

德国警方说，经初步调查，作案男
子 2006 年非法进入瑞士，2008 年取得
合法难民身份并留在瑞士。根据瑞士
警方调查，作案男子曾接受精神疾病
治疗，没有迹象显示其具有极端主义
或意识形态方面的作案动机。

虚假宣传、简历注水成业
内公开秘密

近期，上海的张先生通过某家教网
给 12 岁的女儿请了个上门家教，但女
儿的成绩却越学越差；调取监控后发
现，家教老师上课经常说些惊悚恐怖、
污秽不堪的内容。家长赶紧联系这位
家教，然而对方却将其微信拉黑，电话
也已注销。家教网站资料显示该男子
为“上外在读研究生”，上海外国语大学
却回复称该男子并非该校学生。

一位家长向记者反映，他曾通过中
介机构花高价请了一位据称是某初中
名校老师的上门家教，后来通过熟悉的
人打听，才知该中学并没有这位老师。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家教中介机构
对所推荐的老师存在身份审核不严甚
至信息造假的情况。记者以加盟为由，
咨询了优师智家教网的有关负责人，该
家教网的宣传页面上显示，上门一对一
辅导老师都是经过平台精挑细选与培
训，跟平台签约合作。但该机构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家教老师在该网发布信
息，只需要填姓名，不需要上传、查验身
份证、教师资格证、学生证等信息。

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家教中介，发现

中介普遍对教师简历都很重视。“因为
家长很在乎老师的履历”，易教网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从业经历自己写就
行，多写点，怎么丰富怎么来。”当记者
询问，是否需要提供以往从业经历的相
关证明时，该工作人员表示不需要。

有业内人士透露，为招揽生意，给
家教简历注水、对外虚假宣传已成为业
内公开的秘密。“如果家长一定要某一
学校的老师，但我们的资源库里没有，
我们就会找比较好的老师来包装一
下。有时家长看重的条件和我们现有
的老师有一些偏差，我们也会对老师履
历作改动。”

“家教机构也曾让我瞎编简历，只
要能吸引家长注意，得到他们的认可就
好。”一位教学经验比较丰富的家教老
师李丽说，“他们让我把曾经给学生提
的分数填得很夸张。我实在没法昧着
良心说假话，也不想把自己吹得天花乱
坠去骗人。”后来，李丽拒绝了这家平台
的派单。

行业无标准，难以追责，
监管乏力

近年来，国家大力整治校外培训机
构，但家教市场却成为一个灰色地带，

长期处于没有标准、缺乏监管的自发状
态。

某知名培训机构负责人坦言，一对
一家教是“私人订制”，需要老师因材施
教；相比大班教学，这种个性化教学对
老师的要求其实更高。但是，什么样的
人可以做一对一家教？目前没有相关
准入标准和专业水平评价标准。绝大
多数中介机构也只追求业务量，而不重
视服务质量。

家教行业流动性强，人员身份复
杂；万一发生“教学事故”，中介机构往
往想办法撇清责任。“只要家教老师支
付了中介费，就可以介绍他过去跟家长
谈。要是出了啥事，那是家长和老师双
方之间的事——反正也没有签协议，跟
我们没有关系。”一家中介机构负责人
说。

业内专家认为，对中介机构和家教
老师缺乏监管，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
题。家教市场涉及的监管部门有市场
监管、教育、税务等，但市场监管、税务
等部门一般只能监管中介公司形式上
是否合规、是否照章纳税，对具体的教
学行为并不监管；教育部门大多也只监
管公办学校教师的兼职家教行为，对其
他身份的家教缺乏监管手段。

广东省教育部门一位负责人坦言，

即便是公办教师的兼职家教行为，监管
难度也非常大，因为一些老师社会评价
比较高，口口相传，直接被家长“请上
门”，双方“你情我愿”，很少有人投诉；
即使有人投诉，也存在取证难问题。

需多管齐下让家教行业
规范发展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特聘副研究员王捷认为，一对一家教，
老师不但要释疑解惑，还应具备一些心
理学知识，帮学生提升学习动力、赋予
信心、缓解压力。家教行业要有一定的
门槛，要有准入机制。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教育创
新研究室主任苏红建议，为促进家教市
场规范化发展，教育部门和相关行业协
会可以制定行业标准，鼓励广大从业者
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取得相应的证书。
高等院校也可以面向社会，通过继续教
育、网络教育等多种形式，提供专门培
训，对于经过培训的从业人员提供相应
证明，提高从业者的素质。

在监管层面，王捷说，家教服务隐
蔽性很强，一旦发生语言暴力、性骚扰
等恶性事件，对孩子的身心伤害往往更
为严重。他建议，相关部门应严格监管
相关中介平台，定期摸查，督促中介机
构核实家教老师身份，到相关部门注
册、备案，将家教行为纳入监管。

对于家教市场存在的造假乱象，王
捷认为，主管部门可建立中介和家教老
师的黑名单并定期对社会公布，提高对
造假机构和失信从业人员的惩罚力度。

苏红提醒，选家教时，家长不要盲
目迷信中介机构的宣传，不要轻信老师
的简历。请了家教，也不能简单地把孩
子托付给老师。同时，要注意培养孩子
的自我保护意识，并与孩子保持密切沟
通，以便及时发现问题。

新华社广州7月31日电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30日电（记
者 周舟）位于美国的环保机构“全球
足迹网络”日前发布报告称，7月 29日
是今年的“地球超载日”，即人类已于
当日耗尽了 2019年一整年的自然资源

“预算”，比 20 年前提早了 2 个多月并
创下新纪录。

该机构追踪人类对地球自然资源
的消耗（即“支出”）和地球的生物承载

力（即“供给”）。超载日指从这一天
起，人类当年对自然资源的已有“支
出”超过地球在本年度生物承载力总

“供给”。
数据显示，今年人类对自然资源

的消耗速度是地球再生速度的 1.75
倍，即今年人类预计将消耗 1.75 个地
球的再生自然资源，其中美国的资源
消耗速度最快。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记者 赵
博 余俊杰）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 31
日在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发布公告

表示，鉴于当前两岸关系，决定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暂停 47 个城市大陆居民
赴台个人游试点。

国内聚焦虚假宣传、难以追责、监管乏力
——家教行业乱象调查

济南铁路公安处京沪高铁泰安站派出所
卧龙峪警务区民警周广成是全国优秀人民警
察。1981 年周广成入伍，因为有绘画特长，成
为一名测绘兵。 1987年，复员转业至济南铁路
公安处。2010年，周广成来到泰山腹地的京沪
高铁卧龙峪警务区成为一名“守路人”，担负高
铁沿线安保巡护工作。图为周广成在整理刺
丝滚网，准备修补护栏。

交通运输部：

到2025年实现出行信息全程覆盖

成都11月举办
首个超百公里越野挑战赛

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
8月1日起暂停

今年人类已提前耗尽
自然资源年度“预算”

中企承建本格拉铁
路首次在非洲实现铁路
连通两大洋

7月 30 日，在安哥拉
洛比托，“非洲之傲”豪华
旅游列车驶入中铁二十
局承建的本格拉铁路洛
比托火车站。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