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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生活帮

省消委会发布校外培训消费风险提醒

孩子校外培训，小心十大潜规则

暑假到，请教会孩子这些防溺水知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广东疾控 ）

暑假已到，天气炎热，儿童

溺水意外高发期也随之而来。 广东疾控

提醒，家长除了要教会孩子避免危险行

为，还要掌握安全游泳三要素。

导致溺水的常见危险行为有哪些？

据统计，1~4岁儿童溺水发生高危

地点多在脸盆、浴盆/浴缸、室内水缸；~

9岁儿童，溺水发生高危地点多在水渠、

池塘、水库；10岁以上，溺水发生高危地

点多在池塘、江河、湖泊等地。

导致溺水的常见危险行为主要有

以下几种情况： 没有成人陪同游泳；到

野外开放性水域捉鱼、摸螺等；在水里

或水域周围与同伴打闹；进行水上活动

时不穿救生衣；在雷雨天气游泳；对自

己的游泳能力认识不足所做出的大胆

逞能行为；争强好胜，迫于同伴压力尝

试冒险；饭后、剧烈运动、饮酒或者服用

药物后游泳；身患感冒、眼疾等疾病去

游泳。

怎样才能确保游泳和戏水的安全？

广东疾控中心提醒，家长除了要教

会孩子避免危险行为，还要掌握安全游

泳三要素：

1、5岁以上的儿童都应该到正规的

游泳场所，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学习游

泳，这是预防溺水需要具备的重要技能

之一。

2、任何情况下，游泳时必须有家长

或成年人的陪伴，哪怕是年长的兄弟姐

妹也不行，因为他们没有监护能力。

3、 要在有救生员的正规游泳池游

泳；不要在有“危险”或“禁止游泳”的湖

泊、池塘里游泳；不要在夜晚或照明不佳

场所游泳；即使自认为游泳技术很高，也

不要在陌生的水域、急流或漩涡处游泳。

儿童在游泳前需要做哪些准备？

●

四种情况不宜游泳：

身体状态欠

佳时不宜游泳，如疲倦、生病、生气等；

切勿在饥饿或过饱的状态下游泳，通常

饭后一小时以后才能下水；禁止酒后游

泳；禁止剧烈运动后游泳，尤其是满身

大汗、浑身发热时下水游泳，极易引起

抽筋、感冒等。

●

游泳前带齐游泳装备：

下水的装

备要带齐全， 包括泳镜、 泳衣/裤和泳

帽；不会游泳或游泳不熟练者需要佩戴

足够安全的漂浮设备；充气臂圈、充气

游泳圈等只是娱乐玩具，并不能完全保

障安全。

●

家长要教育孩子

，清楚自己的游

泳水平，不可过于自信而贸然下水及下

水后逞能；下水前，先做热身运动，把身

体各个关节活动开；若水温低，应在浅

水区用水淋洗身体，待适应水温后再下

水游泳；下水前要与成人清楚约定求救

手势，以备急用。

游泳时要注意哪些事项？

游泳时禁止危险行为，包括与同伴

开过分的玩笑和动作（

如边游泳边吃东

西、将同伴压入水中或拖入水等

）。 在游

泳中如果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 如眩

晕、恶心、心慌等，要立即上岸休息或向

同伴打手势求救，尽快上岸。 不要在恶

劣天气如雷雨、刮风、天气突变等情况

下游泳。 在海中游泳，要沿着海岸线平

行方向游，游泳技术不佳或体力不充沛

者，不要涉水至深处。 游泳持续时间一

般不应超过 1.5 至 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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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粤消宣）

目前正值暑期，不少家长给孩

子报了校外培训班。 近年来，校外培训

消费矛盾增多，纠纷投诉日渐增长。 省

消委会提炼总结了校外教育培训行业

十大潜规则向社会公布，旨在提醒广大

消费者防范培训消费陷阱，规避消费风

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师资宣传套路深，

“货不对板”差太远

参考案例：

家长张女士将孩子送进

某教育机构，签订协议时，机构负责人

承诺邀请著名教师讲课，并对学生一对

一辅导。 但家长却发现并没有名师上

课，部分老师甚至是没有教师资格证的

应届大学生。

点评及提醒：对于“名师辅导”等关

于培训服务质量的承诺或者宣传，消费

者应要求培训机构将所有相关内容写

入书面合同，以对经营者进行约束。 同

时 ，如果消费者遇到类似情况 ，可以主

张损失和赔偿。

课程安排被隐瞒

报名容易约课难

参考案例：

消费者曾女士在某线上

校外培训机构为小孩报读课程，缴费报

名后，曾女士才发现需要约课，且约课

难度非常大， 经常约不上合适的课程。

她向售后服务人员反映情况，不仅没有

解决问题， 还被推销所谓容易约课、价

格更高的一对一 VIP 课程。

点评及提醒 ：本案例中 ，培训机构

销售人员未清楚告知曾女士课程约课

安排，导致曾女士在缴费报名后无法约

上合适课程，存在一定过错。 对于培训

机构的另外推销，消费者有权拒绝。

储值优惠很吸引

预付学费难退还

参考案例：

消费者胡女士在某早教

机构为孩子报读课程， 购买了 98 节课

共计 1 万余元。 但因后来搬家离培训机

构较远，加上课程经常安排不上，于是

向早教机构提出退费申请， 却遭到拒

绝。

点评及提醒：建议消费者对优惠促

销要保持理性，尽量避免大数额预付式

消费，不要一次性预订太多课程 ，缴纳

过多学费，以减少消费风险。

格式合同藏陷阱

霸王条款侵权益

参考案例：

陈女士在某机构购买了

144 节课的早教课程，共 30999 元，在学

习 4 节课后觉得不合适自家孩子，于是

申请退费。 早教机构只退还了 14000 多

元。

点评及提醒：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

条款只能获得

14000

多元退款，该条款

明显存在 “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加

重消费者责任”情形，属“霸王条款”，消

费者可以通过向消协、行政机关投诉举

报，或者通过司法诉讼等方式维护自己

合法权益。

约定内容随意变

服务下降难维权

参考案例：

消费者廖某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为孩子报了一年 4 期的线下培

训课，费用共 10660 元。 后由于疫情影

响，转为线上上课，但线上老师与线下

老师不是同一人，水平相差太远。 廖先

生提出解除合同的要求，但机构以疫情

为借口和其他理由拒绝办理。

点评及提醒：廖先生基于对该培训

机构线下老师的认可而选择了线下培

训课程 ，现培训机构受疫情影响 ，变更

了合同内容，若廖先生能够举证证明该

变更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则其有权

要求解除合同。

低价营销花样多

超长预交应谨慎

参考案例 ：

消费者黄女士等人反

映，小孩报读的某校外培训机构每次会

以“老生优惠”“老带新享折扣”等名义，

要求家长预交下一学年的费用，导致很

多家长迫不得已又预交了大笔学费。

点评及提醒：家长在给孩子报名校

外培训课时，要避免跨年预交费。 如果

培训机构强制超长时间预交学费，家长

可以向行政部门举报其违规行为 。 此

外， 家长们在面临这类营销攻势时，应

保持冷静理性，同时还应预防一些不良

机构通过收取学员的预付学费来吸收

公众资金的诈骗行为。

口头承诺有猫腻

“白纸黑字”很重要

参考案例：

某钢琴培训班口头承诺

可无条件退款，刘先生因此为孩子报名

参加课程， 并一次性支付了 12 课时的

学费。 后来，刘先生因老师替换、孩子对

学习产生抗拒心理而要求退回剩余 6

节课费用，培训班却迟迟不予退款。 但

由于刘先生与培训班只是口头约定，在

主张“无条件退款”权利时，陷入“举证

不能”的不利境地，导致退款难以被支

持。

点评及提醒：口头承诺是商家的惯

常手法。 消费者应提高维权意识，一定

要与培训机构签订书面的培训合同，要

求培训机构将口头承诺写进合同，明确

双方的权利义务，以便日后发生消费争

议时，据合同依法维权。 同时，在支付、

洽商 、变更等重要环节 ，要注意留存相

应的票据 、书面痕迹 ，要有证据搜集和

保管意识，做好课时核对的记录。 当出

现改变合同内容时，消费者应将沟通录

音 、视频资料 、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固

定下来。

提分保过作卖点

事后结果不认账

参考案例：

消费者刘先生向消费者

组织投诉，某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在刘

先生为孩子报名时，口口声声保证能让

其小孩在中考提高百十分，可以超过建

档线几十分。 可是中考后，刘先生小孩

离建档线还差几十分，与培训机构当初

的承诺和保证相差甚远。

点评及提醒 ：该案例中 ，校外培训

机构所作出保证过建档线的承诺，事实

上违反上述规定。 如果消费者遇到类似

情况 ，可以主张损失和赔偿 ，同时建议

向行业主管部门举报，作为调查线索。

分期付款变贷款

退款被动且困难

参考案例：

王女士以分期付款方式

为读初一的儿子报了某校外培训机构

的网络课程共 160 多节课。 后因不满意

学习效果提出退课退款。 但由于当时是

根据课程顾问的推荐，通过某钱包申请

的贷款， 在申请退款时遇到各种难题，

十分被动。

点评及提醒：贷款行为和参加培训

行为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消费

者如果想解除培训关系，则仍需向金融

机构支付相应的贷款及利息。

个人信息遭泄露

推销电话接不停

参考案例：

某市消费者在登录某个

教育培训机构网站时，按照客服指导留

下孩子基本信息和个人电话后不久，就

开始接到不同培训机构的推销电话。

点评及提醒：案例中的培训机构显

然违背了该条经营者义务，消费者可以

对该种行为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要求

加以制止并追责，若因此遭受利益损害

的 ， 还可以向相关经营者提起民事索

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