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了25800元学费学英语，报名时说好的英语母

语外教，开课后却是东欧老师来上课，还经常出现明显

语法错误……重庆市民郭女士在北碚区一家外语培训

机构生了一肚子气。

“打着欧美外教的旗号，一节课二三百元，几个月

过去却没什么效果”“13000元的口语班，却发现外教没

有资质，态度恶劣还不退钱”……记者近日在多地调查

发现，持续火爆的外教市场存在诸多不规范的现象。

□ 据新华视点

动辄数万元学费，不少外教母语非英语
记者走访多家英语培训机构发现，普通中教英语

培训课程费用约为每年1万元，外教授课则高达2万至

3 万元。“欧美外教”课程更是费用高昂，有些地区市场

价格高达“一节 200 元”“每小时 500 元”“6 单元课

12229元”等。

记者调查发现，与繁荣的市场、高昂的收费不相匹

配的是，不少外教连基本的资质都不具备。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规定，外国语言教学人

员属于B类外国专业人才，在国内上岗，必须取得工作

许可，原则上应从事其母语国母语教学，取得大学学士

及以上学位，具有2年以上语言教育工作经历。

记者调查发现，母语非英语、低学历、无经验的英

语外教在市场上并不少见。外籍人才招聘平台“聘外

易”的一名顾问告诉记者，有的地方80%的外教都来自

母语非英语国家。深圳一家英语培训机构的负责人

称：“经常有其他国家人士被包装成英美国家外教，反

正客户不会查护照。”

记者找到北京一家中介机构，表示要以乌克兰留

学生身份应聘外教机构。中介人员表示，即使母语非

英语、无工作经验也没关系，“发音不错的话，可以有一

份很不错的全职工作”。

重庆一名业内人士说，履历“注水”是不少中介机

构包装外教的惯用套路：说有 3 年教学经验的，实际可

能不到 1 年；所谓“金牌外教”，其实可能没有任何资

质。“反正家长很难核实，只要拥有一张看起来像欧美

人的洋面孔，外教资格就‘合格’了一半。”

在线青少儿英语教学机构 VIPKID 的一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很多外教的工作签证办不下来，会办旅

游签证入境，教几个月就走。”

记者调查：无资质外教是如何上岗的？
按照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要求，取得所在国

教师资格证书或取得符合要求的国际语言教学证书

的，可免除工作经历要求。记者调查发现，各类教师资

格证书五花八门，有的甚至可在网上随意购买。

记者在淘宝网上找到多名卖家了解到，在美国代

考 TESOL 证书——对外英语教学证书，价格为 9366

元，需两周时间，而直接在中国购买价格为6300元，周

期比代考短，且“办理工签没有问题”。

代考证书的卖家表示，买家只需提供护照，其余由

他来操作。为证明证书没有问题，卖家向记者发了一

些购买记录，并表示，之前一名芬兰外教就如此操作，

使用没有问题，“不行可以随时退款”。

记者拿着某英语培训机构提供的外教 TESOL 证

书，向美国TESOL中国总部项目负责人李彬求证。他

表示，颁发该证书的机构总部设在泰国，从域名和证书

内容判断，该机构及证书不具权威性。

记者调查发现，中介有各类规避检查的方法。一

家外教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为记者“支招”称，如果想

聘请留学生做外教，可以与他们签订一份“志愿者协

议”，这样可以规避风险和免责。

市场火爆还需加强监管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没有教学经验和资质的外

教，往往发音含混、语法不通、拼写不准，教学内容敷

衍，对学生的学习质量无法保障。此外，这些外教可能

在国外有犯罪行为，或存在其他不宜从事教学活动的

不良记录，对于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产生风险。

中国教育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学术委员会顾问朱

永新认为，目前，外籍教师资格证颁发机构较多，可以

认定一批外教资质认证机构，通过合格机构申报，对

区域内从事英语教学的外籍教员进行考核

管控。

专家建议，要严查中介机构隐瞒、伪造

外教身份、学历和工作经历等信息的行

为。用人单位在聘请外教时也要加强对外

教人员的出入境资料、教育资格等审查，把

好最后一道关。

朱永新建议，未来，应建立外籍教育专

家信息和公共就业平台，实施外籍教师资

质评审登记和分级就业指导，通过公开披

露信息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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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6月20日上午9时在淘宝网（http://
zc-paimai.taobao.com）拍卖平台举行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一、标的概况：二手机动车辆一批，参考价 7500 元-18000 元不
等（详见公司拍卖目录）。

二、勘验地点及时间：标的所在地，2019年6月17-18日。
三、竞买资格条件：有意竞买者须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 17 时前，

通过本单位（本人）账户以转账的形式向指定账户汇入1万元/台的竞
买保证金，并至我公司业务部办理报名登记手续，竞买不成的保证金
在五个工作日内不计息退还。

四、公司地址：合肥市滨湖新区福州路3588号易菲堡大厦四楼
五、联系人：夏经理13395518518

宋女士 18788846955 0551-65874702
六、公司网站：http://www.ahplpm.com
七、微信公众号：ahpanlong

安徽盘龙企业拍卖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2日

中国AAA级资质拍卖企业
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标准化达标企业
安徽盘龙企业拍卖集团有限公司

车辆拍卖公告

注 销 公 告
安徽省对外经贸交

流合作协会拟向社会组织
管理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已于 2019 年 6 月 6 日
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尚
玉 伟 、徐 业 华 、刘 昀 、万
珍、仲建芬、陈婧、姚子潇
组成，清算组负责人尚玉
伟，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
组申报债权。

彩票开奖台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3”开奖公告

第2019155期中奖号码：0 8 1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5”开奖公告
第2019155期中奖号码：0 8 1 1 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9067期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04、06、08、11、30、33

蓝色球号码：11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

第2019155期 中奖号码：050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1906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结果：0 8 8 5 9 7 4

中国福利彩票1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9155期

中奖号码：03、06、09、11、15

就业蓝皮书：

2018届大学毕业生
就业率为91.5%

第三方社会调查机构麦可思研究院近日在北京发

布的《2019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显

示，2018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为91.5%，其中近两届高

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高于同届本科。

据麦可思研究院副院长马妍介绍，2018 届本科毕

业生就业率为 91.0%，与过去 4 届相比略有下降；2018

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为92.0%，与过去4届相比稳

中有升。

根据报告显示，2018 届本科毕业生待就业比例为

4.2%，高职高专毕业生待就业比例为 7.5%，与 2014 届

相比均有下降。“由于深造的分流，毕业生待就业压力

没有明显增加。”马妍说。

从就业去向来看，民营企业、地级城市及以下地区

等依然是主要就业去向，2014至2018届本科毕业生在

民营企业就业的比例从50%上升到54%，2014至2018

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在民营企业就业的比例从65%上升

到68%。

从就业职业、行业来看，2018届本科毕业生从事最

多的职业类是“中小学教育”，就业比例为 19.3%，就业

比例增长最多的行业是“中小学及教辅机构”，就业比

例为 12.7%；2018 届高职高专毕业生从事最多的职业

类是“销售”，就业比例为8.9%，就业比例增长最多的行

业是“学前、小学及教辅机构”，就业比例为6.6%。

从收入方面来看，2018 届大学毕业生的月收入为

4624 元，比 2017 届（4317元）增长了 307 元。从近 3 届

的趋势来看，应届大学毕业生月收入呈上升趋势，2018

届大学毕业生月收入高于城镇居民 2018 年月均可支

配收入（3271元）。

根据报告分析，2019 年本科的信息安全、软件工

程、网络工程等专业，高职高专的电气化铁道技术、社

会体育、软件技术等专业为近年来的需求增长类专业，

失业量较小，就业率、薪资和就业满意度综合较高；而

2019 年本科的绘画、历史学、应用心理学等专业，高职

高专的语文教育、英语教育、法律事务等专业近年来的

就业形势相对严峻。

据了解，这份报告的调查样本为来自 30 个省区市

的2018届30.3万名大学毕业生，覆盖了1031个专业、

327个行业及603个职业。 □ 据新华社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昨日在交通运输部

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19 年将实现 260 个地级以

上城市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

吴春耕称，今年，交通运输部紧紧围绕群众关切，

推出 12 件更贴近民生实事，其中运输服务领域占 6

件。分别是：新增通客车建制村5000个(贫困地区不低

于 3000 个)；推进 100 个“司机之家”建设试点；实现普

通货运车辆全国年审网上办理；实现汽车维修电子健

康档案省级系统全覆盖；组织开展公交都市创建活动；

实现全国260个地级以上城市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

吴春耕指出，目前，通过部省联动、协同发力，这 6

件民生实事总体进展顺利，基本实现了“时间过半、任

务过半”的目标。

一是新增建制村通客车 2944 个，其中贫困地区是

1698个，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客车率已达到98.02%；

二是在江苏、浙江、广东等 9 个省份已建成 78 个

“司机之家”，有效改善了货车司机的工作休息环境；

三是完成了普通货运车辆网上年审部级系统开

发，制定印发了网上年审工作规范和技术要求，有 6 个

省份正在开展联网调试；

四是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已覆盖 29 个省

份，为7400余万辆建立了健康档案；

五是公交都市创建工作有序推进，青岛等4个创建

城市已经提交了验收申请，西安等6个创建城市拟于近

期提交申请；

六是实现245个地级以上城市、89个县级城市交通

一卡通互联互通，其中15个地级以上城市实现了移动支

付应用。 □ 据中新社

动辄花数万元请的英语外教
到底有多少是靠谱的？

全国260个地级以上城市
交通一卡通今年实现互联互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