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日 ，沈 阳 市 教
育、市场监管、公安、民
政、人社、应急等多部
门联合发文，组织各
区、县（市）集中开展校
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围 绕 以 下 四 类
重点问题，对辖区内
所有校外培训机构
进行全覆盖式排查，
全面从严治理，严肃
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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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落实国家和省

“双减”工作要求，近日，沈阳市教育、市场监管、
公安、民政、人社、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发文，组织
各区、县（市）集中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围绕以下四类重点问题，对辖区内所有校
外培训机构进行全覆盖式排查，全面从严治理，
严肃查处。

严厉打击未经许可擅自开展培训

未取得办学许可证，擅自开展培训业务的机构。

专项治理重大安全隐患

消防安全不达标、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未

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机构。

严厉打击内部管理混乱

从事学科类培训的教师不具有教师资格或
相 关 专 业 技 能 资 格 ，不 能 保 证 培 训 质 量 。

聘用在职中小学教师（教研员）或将办学场
地 租 借 给 在 职 中 小 学 教 师（教 研 员）。
未制定与培训项目相对应的培训计划，教学内
容安排不合理，学科类培训内容超出相应国家
课程标准，学科类培训的班次与招生对象所处
年级不相匹配；培训内容低俗违法，提供境外教
育课程；学科类培训布置作业；学科类培训的内

容、班次、招生对象、进度、上课时间等未向所在
区、县（市）教育部门备案、未向社会公布；学科
类培训时间和当地中小学校教学时间相冲突，
培训结束时间晚于20时30分；占用国家法定节
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学科类培训；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学科
类（含外语）培训。

严厉治理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制订招生简章、制作招生广告不实事求是，
未向审批机关备案、未向社会公示；服务承诺与
培训内容不相符、涉嫌虚假宣传；存在各种夸大

培训效果、误导公众教育观念、制造家长焦虑的
违法违规广告行为；未与学员（家长）签订规范
培训合同；泄露家长和学生个人信息。

收费跨度超过3个月，未开具规范收费票据。

查处措施

视相关机构存在问题的不同程度，分别采
取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责令停办整改、退
还所收费用、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处罚措施。
拒不整改、逾期不改或情节严重的，吊销相关办
学资质。其中，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双减”工作要求，
持续规范校外培训，广泛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现
公布各区县（市）教育局监督举报电话。

沈河区教育局 84111955
和平区教育局 31317728
皇姑区教育局 86859430
铁西区教育局 25128221
大东区教育局 88504907 88219912
浑南区教育局 24216688
沈北新区教育局 89608621
于洪区教育局 25347097
苏家屯区教育局 15242003832
辽中区教育局 27880063 13238837222
新民市教育局 87509193
法库县教育局 87105525
康平县教育局 87330922
电话受理时间：工作日每天上午 9：00-11:

30，下午 13:30-17：00。此外，还可通过 8890、
12345等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进行监督举报。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多部门联合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沈阳严厉打击校外培训无证办学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闫柳报道 据
辽宁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经辽宁省委
批准，辽宁省纪委监委对省交通运输事
业发展中心原主任王金鼎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王金鼎丧失理想信念，无视党
纪国法，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
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
的旅游安排；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在
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经商
办企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
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财物。

王金鼎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
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构成职务
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
甚至十九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
劣，情节严重，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
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
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王金
鼎开除党籍处分；由省监委给予其开除
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
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
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咦！装钱的塑料袋呢？
出租车刚开走，孙女士就回过神来：装钱的

塑料袋落车上了！而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
整整8万美元呐！

她连忙回头追赶，可是出租车并没有听到
她的呼喊，带着8万美元越开越远，很快就消失
在她的视线中。

孙女士是从外地到丹东做生意的。“约好 7
月19日和对方见面，我提前到了丹东。”孙女士
介绍，因为涉及外贸，需要用到美元，7 月 18 日
下午她特意从银行兑换出了8万美元。

拎着装钱的塑料袋，孙女士和同伴找了家
饭店吃饭，因为了喝了酒，饭后打车回住的地
方。孙女士坐在车后座，顺手就把装钱的塑料
袋放在了身边座位上，下车的时候就忘了拿。

“关上车门没走几步，我就反应过来了。”孙
女士说，回头再找出租车，已经开出了几十米
远。她边喊边追，可是司机并没听到她的喊声，
她只能眼看着出租车越开越远，直到消失在自
己视线中。

丹东振兴公安分局六道沟派出所副所长顾
博告诉记者：“接到孙女士报警时是下午五六点
钟，我们马上调取她下车地点的监控，找到其乘
坐的出租车，一路视频追踪出租车行程。”

“大约 5分钟后出租车又拉上了一拨乘客，
一对中年男女、一个10多岁的男孩和一名抱着
孩子的女子，在丹东老街下的车。”

顾博说，他们首先找来出租车司机和车主，
经过询问和搜车，确认他们的确不知道装有8万
美元塑料袋的下落。

“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被后上车的那拨乘
客拿走了。”顾博马上又通过视频追查这拨乘客
的去向，“下车后他们打开一个手提袋看了看，
那个10多岁的男孩拍手乐了。”这个动作让顾博

心里一动，“像是捡到什么东西的反应。”
顾博继续查看监控。自己所里的不够，又申

请查看分局、交警还有边防派出所的监控，发现这
拨乘客最后坐上一辆黑色尼桑轿车，往通化方向
走了。“交警帮助我们找到了车主的联系方式。”

这时，已经是晚上11时许，因为孙女士第二
天就需要用到这笔钱，顾博决定马上给尼桑车
主打电话。

“一名男子接的电话，一开始我没有表明身
份，只是问其当天是否到过丹东，对方回答说他
知道，但是他不相信我，还说已经报了派出所。”

顾博不知道的是，其实接电话的正是本溪
桓仁派出所民警林长青，只不过两人都没直接
表明身份。

林长青告诉记者，当时他正在捡到钱的庞
女士家，“我们是邻居，她们不认识美元，也不知
道是真是假，知道我是警察，担心是真钱失主着
急，就给我打了电话。”

据庞女士介绍，她们是无意中拿走的这8万
美元。

“去丹东玩嘛，在景点也换了点朝鲜的钱，
为了好玩，也是留念，手里也拎了不少东西。从
出租车下来的时候，就划拉划拉都拎下车了，这
个塑料袋也不透明，不知道里边是什么。”

下车后庞女士一家发现了这个塑料袋不是
自己的，打开一看里边有好几摞钱，当时不认识，
还以为也是谁换来留念的，“就那么一个简单的
塑料袋，谁能想到里边装的是那么多真钱呢？”

在老街逛了逛，庞女士一家就开车回了本
溪桓仁。“一路上孩子挺兴奋，毕竟小孩都喜欢
花花绿绿的东西，再说了这还是钱，虽然不知道
是哪国货币、是真是假。”

庞女士说，因为想弄清这到底是哪国货币，
她用手机上网查，才知道可能是美元。

“这个时候才想到这钱可能是真的。”庞女
士着急了，“这好几摞钱要是真美元，那就得是
人民币好几十万元啊，谁丢的还不得急死啊！”
她又担心直接到派出所，如果钱是假的会被人
笑话。

于是，到家安顿下来后，她给林长青打了电
话。“他就是警察，让他来看看这钱到底是真是
假，是真的我正好上交，让他们赶紧找失主；是
假的我这个心也就放下了。”接到电话后，正在
派出所值班的林长青很快赶到了庞女士家。

“说实话，我们对美元也不熟悉。”林长青
说，但是从这些美元的外观、手感，感觉不像假
钱，“尤其是这些钱都是连号的，一般假钱一批
的都是一个号码。”

就在林长青还没离开时，顾博就打通了庞
女士的手机。

听顾博把丢钱、找钱的经过一介绍，大家都
知道了：这8万美元是真钱。

庞女士马上把钱上交，林长青也告诉顾博，
钱在派出所，但是失主想要领取需要带相关的
手续和证据。

顾博带着孙女士等连夜赶往桓仁。7月 19
日凌晨3时许，他们到了桓仁派出所。顾博向林
长青等出示了警官证、介绍信，还有调取的包括
孙女士下出租车等视频，证实了这笔钱的确是
孙女士丢失的。

清点无误后，桓仁派出所把8万美元交还给
孙女士，一行人又连夜赶回丹东。“回到所里已
经是早上6时许，整整忙活了12个多小时。”

顾博说，虽然一宿没闲着，可是看到孙女士
满意的笑容还是很高兴，“毕竟是外地人，到咱
辽宁、到咱丹东不容易，可不能给人家留下啥不
好的印象，这也是营商环境嘛！”

辽沈晚报特派本溪主任记者 金松

沈阳市多部门联合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8万美元落出租车上 寻钱警察“遇上”还钱警察

辽宁省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原主任王金鼎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辽宁专利商标业务
实现“一窗通办”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报
道 8 月 2 日，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辽宁省知识产权局举行国家知识产权
局辽宁业务受理窗口揭牌仪式，标志着
辽宁省专利、商标业务实现“一窗通
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