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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外培训的相关规定

（一）一般性规定

校外培训涉及公司设立、校外机构合同签订等方面，因此，一般性规定包括：

《公司法》、《合同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公司

登记管理条例》等。

（二）专门性规定

目前关于校外培训的专门性规定主要为：

1、国家层面的专门规定：《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

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81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

机构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80 号）、《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

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教基厅〔2018〕3

号）

2、福建省层面的专门规定：《福建省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

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闽教综〔2018〕9 号）、《福建省校外培训机构

设置标准（试行）》（闽教发〔2018〕100 号）

3、厦门市层面的专门规定：《厦门市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的通知》

（厦教办〔2019〕2 号）

（三）具体要求列举

事项 要求 法律依据

设立要求

①取得办学许可证、营业执照

②分支机构需取得设立批复

③中小学校不得举办或参与举办校外培训机构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

展的意见》（国办发

〔2018〕80 号）

举办者条

件

①举办者是社会组织的，应信用状况良好，未被列入

社会组织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无不良记

录，且其法定代表人具有中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

品行良好，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②举办培训机构的个人，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信用状况良

《福建省校外培训机

构设置标准（试行）》

（闽教发〔2018〕100

号）、《厦门市校外

培训机构设置标准

（试行）的通知》（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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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无犯罪记录 教办〔2019〕2 号）

场所条件

①有符合安全条件的固定场所

②同一培训时段内生均面积不低于 3平方米

③符合国家关于消防、环保、卫生、食品经营等管理

规定要求

④通过为参训对象购买人身安全保险等必要方式，防

范和化解安全事故风险

⑤举办者以自有场所举办的，应提供办学场所的产权

证明材料；以租用场所办学的，应提供具有法律效力

的租赁合同（协议），租赁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

得少于 3年

⑥法人注册地实际使用的办学场所总建筑面积不少

于 200 平方米

⑦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或培训点实际使用的办学场

所面积不少于 150 平方米

⑧教学用房建筑面积不少于办学场所总建筑面积的

2/3

⑨同一培训时段内生均教学用房建筑面积不少于 3

平方米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

展的意见》（国办发

〔2018〕80 号）、《福

建省校外培训机构设

置标准（试行）》（闽

教发〔2018〕100 号）、

《厦门市校外培训机

构设置标准（试行）

的通知》（厦教办

〔2019〕2 号）

课程设置

①学科类培训需向教育部门备案、向社会公布

②学科类课程内容不得超出国家课程标准、培训班次

必须与招生对象所处年级相匹配、培训进度不得超过

所在县（区）中小学同期进度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

展的意见》（国办发

〔2018〕80 号）

课程时长

①时间不得与当地中小学教学时间冲突

②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不得留作业

③严禁组织学科类考试、竞赛及排名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

展的意见》（国办发

〔2018〕80 号）

师资情况 ①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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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学科知识培训的人员应当具有国家规定的相应教

师资质

③师资队伍相对稳定，聘用外籍人员需符合国家规定

④培训机构应当与所聘人员依法签订聘用合同、劳动

合同或劳务协议

⑤专职教师数不得少于教师总数的 1/4

⑥单个教学场所（含教学点）的专职教师不得少于 3

人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

展的意见》（国办发

〔2018〕80 号）、《福

建省校外培训机构设

置标准（试行）》（闽

教发〔2018〕100 号）、

《厦门市校外培训机

构设置标准（试行）

的通知》（厦教办

〔2019〕2 号）

收费管理

①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 3个月的费用

②收费标准项目应予以公示，不得在公示的项目和标

准外收取其他费用

③在办学区域显著位置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培

训内容、收费方式、收费依据、教育培训时间、退费

办法及价格举报投诉电话等

④培训机构所收的培训费，应及时全额缴存培训机构

银行账户，不得存入个人账户中

⑤开具税务部门统一监制的通用发票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

展的意见》（国办发

〔2018〕80 号）、《厦

门市校外培训机构设

置标准（试行）的通

知》（厦教办〔2019〕

2 号）

合同内容

应与学员（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签订培训合同。培训

合同应当载明：机构名称、教学地址、培训目标、培

训内容、培训教材、教学课时、收费项目、收费标准、

未完成培训课程的退费办法等内容，并提供具体教学

计划。

《厦门市校外培训机

构设置标准（试行）

的通知》（厦教办

〔2019〕2 号）

招生简章
实事求是制订招生简章、制作招生广告，向审批机关

备案并向社会公示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

展的意见》（国办发

〔2018〕80 号）

组织机构 ①凡有三名以上正式党员的培训机构，应按照党章规 《福建省校外培训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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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建立党组织；党员人数不足三名的，应明确联合组

建、挂靠组建的工作思路、方案和开展活动的计划

②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设立理事会、董事

会或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决策机构成员由举办者或

其代表、校长（行政负责人）、党组织负责人和教职

工代表等组成

③建立以校长（行政负责人）为主要负责人的执行机

构

④应依法建立相应的监督机构

构设置标准（试行）》

（闽教发〔2018〕100

号）、《厦门市校外

培训机构设置标准

（试行）的通知》（厦

教办〔2019〕2 号）

二、签订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的注意事项

（一）签订合同前

1、主体资格

签订合同前，首先应当审查培训机构是否有培训资质。除核验实体办学许可

证、营业执照等文件外，还可登陆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

xt.gov.cn/index.html）、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http://x

wpx.emis.edu.cn）查询。建议重点关注包括许可期限是否在有效期内、颁证机

关是否为教学点所在区的教育行政部门、实际办学内容是否和许可内容一致等。

2、涉诉情况

培训机构是否涉诉、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等直接关系到其履约能力。民众可

登陆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各类企业查询 APP 等查询培训机构的涉诉、执

行等情况，降低履约风险。

3、教师资质

教师是否有资质关系到培训目标是否能达成。建议民众要求培训机构出具相

关教师资格证书：教师学科知识培训的人员应当具有国家规定的相应教师资质

（学科、资格种类相匹配）、专职教师数不得少于教师总数的 1/4、单个教学场

所（含教学点）的专职教师不得少于 3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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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场所环境

场所需保证符合安全条件，民众可通过实地走访核验。例如：消防安全通过

畅通、配备灭火器材、具有应急通道、注册地实际使用的办学场所总建筑面积不

少于 200 平方米、分支机构或培训点实际使用的办学场所面积不少于 150 平方米

等。

（二）签订合同时

1、合同必备条款

（1）合同应具备如下条款：机构名称、教学地址、培训目标、培训内容、

培训教材、教学课时、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未完成培训课程的退费办法等内容，

并提供具体教学计划等。可参考《厦门市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2）建议民众重点审查课时、学费、退费、争议解决办法等重要条款，对

退费有特殊要求的，应在合同中特别约定。

（3）建议民众重要审查合同所约定的培训内容合法合规性，且约定宜具体

化，以免双方对合同是否履行产生争议。

（4）建议民众将培训机构的口头承诺以书面形式写入合同。

2、发票

（1）发票与培训机构名称一致。

（2）发票金额与缴费金额一致。

3、收费

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 3个月的费用，且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

方式、收费依据、退费条件和办法等要明确约定。

（三）签订合同后

1、保存相关凭证

为避免后续发生纠纷时发生举证困难的情况，在签订合同后，建议民众妥善

保管如下材料：培训合同、发票、付款凭证、宣传单或承诺书、实地拍照或协商

证明等材料。

2、监督合同履行

签订合同后，建议民众实时监督合同的履行情况，对履行不到位及时提出意

见，双方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反映要求监督，

也可以循法律程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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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签订校外培训服务合同注意事项简化指引

（一）简化指引总表

（二）简化指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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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签订合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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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签订合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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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签订合同后



10

四、投诉举报方式

市教育局举报电话：2135593，2667781（上班时间，下同）

市教育局举报邮箱：xmjyjghc@126.com

思明区：5862701 湖里区：5722657

集美区：6068382 海沧区：6058198

同安区：7022921 翔安区：7889858

mailto:xmjyjghc@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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