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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信“高考保过班”

家长花数万元感觉“被坑了”
高考成绩公布
后，几家欢喜几家
愁。宁夏回族自治
区 银 川 市 30 多 位
家长陷入深深的自
责和无奈的气愤
中，因为轻信一家
教育机构保过一本
线的宣传，他们
花大价钱将孩子
送到这家教育机
构，但高考成绩
出来后，孩子的
分数不但没有上一
本线，而且考试成
绩大大低于家长的
预期，所以他们
觉得被教育机构的
夸大宣传给坑了。
近年来，银川
市对一些民办教育
机构进行了重点整
治，尤其是对一些
教育机构夸大宣传
的行为进行治理，
取缔了一些非法教
育机构，但为什么
还是有一些教育机
构推出的“高考、
中考保过班”受到
家长欢迎，教育主
管部门在监管上有
没有缺位？对此，
记者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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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构夸大宣传
觉得自己被坑的银川市市
民张桂风告诉记者，她的儿子
高中就读于银川市外国语实
验中学，平时在校的高考模
拟考试大多在 500 多分。今年
2 月，经介绍，张桂风来到位
于兴庆区宝湖路的“宁夏佰
沃 教 育 咨 询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该教育机构负责人称，该机
构实行封闭式学习，邀请著
名教师讲课，会因材施教进
行一对一辅导，且保证学生
高考“过一本”。望子成龙的
张桂风便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签订了 《高考补习保过协议》，
交纳协议费 1 万元和补课费等
共计 4.085 万元。
记者从张桂风提供的《高考
补习保过协议》上看到，上面写
着，
“根据实际情况，
学生高考成
绩未能在自己原分数线基础上
提高一个档而顺利通过一本分
数线，甲方保证乙方在无触犯任
何不能享受退还补课费用条款
的情况下，退还乙方 100%补课
协议费 用 ”。 在 协 议 最 后 ，该
教育机构负责人还手写一句
话，
“ 如未考上一本，协议费将
在半个月内退回”
。
交纳了价格不菲的费用
后，张桂风就暂停了孩子在银
川市外国语实验中学的学习，
直接将孩子送到佰沃教育咨询
管理有限公司，实行封闭式教
育。和张桂风一样，市民王晓
兰的儿子 1 月就进入佰沃教
育，交纳费用为 3.52 万元；马
慧珍的儿子 3 月进入，交纳学

费 4.376 万 元 。 像 张 桂 风 一
样，将孩子突击送到佰沃教
育，希望高考出现奇迹的家
长有 30 多名。

保过班未能兑现承诺
6 月 23 日，是宁夏公布高
考分数线的日子。在经过漫长
的等待后，张桂风和其他家长
等来的却是失望。张桂风的儿
子文科考了 404 分，王晓兰的
儿子文科考了 392 分，马慧珍
的儿子理科考了 302 分，成绩
都非常不好，都未上一本线。
看到自己的孩子未考上一本
线，张桂风仔细打听了其他 20
多名学生的考试成绩，均未上
一本线。
张桂风告诉记者：
“几个月
前去银川市外国语实验中学办
理转学手续时，孩子的班主任
一再挽留我，给我做工作，说
继续留在学校学习，孩子肯定
能考上二本。结果佰沃上完，
成绩不升反降，现在也就上三
本。这两天，我儿子觉得丢
脸，饭也不吃门也不出，情绪
非常不好。
”
另一名学生家长马慧珍告
诉记者：
“当时，佰沃教育在一
些学校大张旗鼓召开招生会，
还有自称是教育局的工作人员
参加，我们才相信他们。结果
不仅耽误孩子高考，而且孩子
现在绝食头撞墙，吓得我请假
天天守着。
”
家长告诉记者，孩子没有
考上佰沃教育承诺的成绩，其
主要原因在佰沃教育管理混
乱。因为将孩子送到该教育机

构后，没过多久，家长就发现
佰沃教育并没有提供一对一的
补习，也没有承诺的“名师”
上课，部分老师甚至是没有教
师资格的应届大学生。同时，
家长认为，该机构管理混乱，
孩子上课期间在宿舍睡觉无人
管、随意出外买东西、随意使
用手机……而在模拟考试中，
大部分学生成绩都下降。虽然
家长多次反映，但佰沃教育负
责人称，他们已经按照合同办
事，会马上改进，并要求家长
不要干扰教学。5 月，一些觉
得提高成绩无望的学生陆续离
开佰沃教育。

教育机构未经审批擅自办学
7 月 2 日，有维权意识的家
长们纷纷到佰沃教育机构“讨
说法”才得知，在今年 2 月 18
日，银川市兴庆区教育局就给
佰沃教育下发 《无证教育机构
关停告知书》，因其不具备办学
资质，未经审批擅自办学，属
于无证违法办学行为，且存在
安全隐患，要求其停止非法办
学行为，在 10 个工作日内退还
全部所收学费。
“他们把教育局
下发的告知书用一个大红福字
遮挡住了，我们去报名根本没
发现，3 月份还去报名交钱。”
马慧珍说。
随后，记者致电佰沃教育
负责人了解情况。该负责人
说，除了两位家长因特殊原因
未退费，其余学生的保过费早
已退还。对于价格不一的事
宜，该负责人解释，收费标准
是根据在校成绩评定，基础好

收费低，基础差收费高。而且
从未承诺一对一补习，只提供
周日下午的小班辅导。
“当初签
订保过协议也是想给我们自己
加压力，鞭策老师积极教学，
而没有教师资格的老师是班主
任，负责学生日常管理并不教
学。
”该负责人解释道。
随后，记者跟随家长们来
到银川市兴庆区教育局。教育
局一工作人员说，该部门已经
接到家长的投诉，就家长反映
的情况来看，佰沃教育所收的
“保过费”已超出物价部门规
定范围。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教
育局很早就注意到了佰沃教育
的问题，今年 2 月就下发了告
知书，该教育机构注册为教育
咨询公司，并不具备办学教课
资质，属于超范围办学，所以
他们对佰沃教育进行行政处
罚，并于 5 月 26 日进行了封停。
同时，这位工作人员说，
作为教育主管部门，他们只对
教育机构的教育行为进行查
处、监管，加之基层教育部门
人手少，监管力量薄弱，所以
对佰沃教育承诺的一本保过班
是否涉嫌宣传夸大其词、是否
涉嫌欺诈行为以及家长提出的
佰沃教育因“欺骗”必须退费
赔钱等诉求，已超过教育部门
职权范围，建议家长们可以向
物价、消费者协会反映或通过
法律渠道解决。
目前，兴庆区教育局认为
佰沃教育涉及“社会非法集
资”
，已向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分
局报案，同时聘请律师对其提
起诉讼。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前
几年，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曾审理过类似的保过班合同
案，在确认合同效力时，法官
犯难了。后经讨论，为了维护
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效统
一，认定该合同有效，但合同
中关于“保过”条款，因涉及
虚假宣传和违反诚实信用原
则，认定无效。
办案法官告诉记者，家长
和教育机构双方在合同约定的
时候不愿意细化。首先，细化
非常难。另外，对不过的原因
的认定，双方都不会做明确的
规定。一些老师也认为，其实
培训机构所说的保过班和家长
所理解的保过班是两个概念，
机构说保过班就是你过了我就
收你钱，不过我就不收你钱。
而家长的意思是肯定会过的。
培训机构正是抓住了家长的这
种心理，所以家长会产生错误
的理解。
法制日报 7 月 11 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