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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公考培训班套路学员

“名师”是“临时工”
“退费”退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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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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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老师都是新招的
课时严重“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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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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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办门槛低、不规范
须加强综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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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广州 5 月 12 日电 记者郑天虹、杨淑馨）

祝融号
“火星找水”
有新发现
着陆区发现水活动迹象，火星或含有大量可利用水
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记者
张泉） 我国科学家日前利用祝融号火
星车获取的数据，在地质年代较年轻
的祝融号着陆区发现了水活动迹象，
表明火星该区域可能含有大量以含水
矿物形式存在的可利用水。
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
学中心刘洋研究员团队完成，相关成
果12日在国际学术期刊 《科学进展》
发表。
作为太阳系中与地球同处于“宜
居带”的行星，火星是人类探寻地外
生命的绝佳地点。火星是如何从温暖

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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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润变得寒冷干燥的？火星的水环境
演化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历来是人们
关注的重要内容。
“祝融号火星车着陆区为火星北
部低地乌托邦平原区域，位于年轻的
亚马逊纪地层上，30亿年前至今的亚
马逊纪是火星地质年代几个主要阶段
的末期。已有的研究认为，火星在亚
马逊纪时期气候寒冷干燥，液态水
活 动 的 范 围 和 程度极其有限。”刘洋
介绍。
但此前的轨道遥感数据分析显
示，乌托邦平原曾经可能存在大量的

挥发分，不过，受限于空间分辨率和
覆盖率，并没有在祝融号着陆区附近
发现含水矿物，这为该地区水活动的
性质带来了诸多疑问。
祝融号火星车获取的短波红外光
谱和导航地形相机数据帮助解决了这
个难题。研究团队利用这些数据发现
了岩化的板状硬壳层，其中富含含水
硫酸盐等矿物。据推断，这些硬壳层
可能是由地下水涌溢或者毛细作用蒸
发结晶出的盐类矿物，胶结了火星土
壤后经岩化作用形成。
“这一发现表明，亚马逊纪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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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水圈可能比以往认为的更加活
跃，对理解火星的气候环境演化历史
具有重要意义。”刘洋说，同时也表
明，祝融号着陆区以及火星北部平原
的广泛区域可能含有大量以含水矿物
形式存在的可利用水，可供未来载人
火星探测进行原位资源利用。
截至目前，祝融号火星车已在火
星表面行驶1年，累计行驶近2千米，
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科学探测数据。此
次发现标志着祝融号实现了国际上首
次利用巡视器上的短波红外光谱仪在
火星原位探测到含水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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