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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培训从业人员须持证上岗
治理校外培训推进“双减”工作，关于机构老师的资质问题有了明确答复。9月
14日，教育部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印发《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要求从事按照学科类管理培训的人员须具备相应教师
资格证书，从事按照非学科类管理培训的人员须具备相应职业（专业）能力证明。同
时，《办法》再次重申，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不得在校外培训机构任职。

教学人员须具资质证明
据两部门新发的《办法》显示，此次文件
的实施主体为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即按
规面向中小学生及3周岁以上学龄前儿童开
展校外培训的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包括：教学
人员、教研人员和其他人员。其中，教学人员
指承担培训授课的人员，教研人员指培训研
究的人员。助教、带班人员等辅助人员将按照
其他人员进行管理。
作为机构教学的核心力量，《办法》要求，
校外培训机构的教学、教研人员应熟悉教育
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按照学
科类管理培训的须具备相应教师资格证书，
从事按照非学科类管理培训的须具备相应的
职业（专业）能力证明。
换句话来说，未来在校外培训机构从事
教学、教研的人员，均需要具备相应的资质能
力证明，持证上岗将成为校外培训老师的第
一道关卡。
同时，《办法》也再次重申，中小学、幼儿
园在职教师不得在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
■ 非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
■ 学科类管理培训
须具备相应教师资格证书
■ 非学科类管理培训
须具备相应职业（专业）能力证明
■ 从业人员结构性要求
机构专职教学、教研人员原则上不低于机构从业人员总数的50%
■ 面向中小学生、3周岁以上学龄前儿童的线下培训，每班次专职教学
人员原则上不低于学生人数的2%、不低于儿童人数的6%

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有关负责人
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本《办法》适用于招用具
有中国国籍的人员，在招用外籍人员时，应符
合国家的有关规定。

教学教研人员为核心
除了对教师资质的硬性规定，《办法》还
首次提出了对从业人员的结构性要求。具体
来看，校外培训机构中专职教学、教研人员原
则上不低于机构从业人员总数的50%。面向
中小学生的线下培训，每班次专职教学人员
原则上不低于学生人数的2%；面向3周岁以
上学龄前儿童的线下培训，每班次专职培训
人员原则上不低于儿童人数的6%。
而为保障校外培训从业者的合法权益，《办
法》中也特别提及，校外培训机构要依法与招用
人员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明确工作内容、工作地
点、工作时间、岗位职责、劳动合同期限、劳动报
酬、社会保险、考核办法等。同时，《办法》还要求
机构要对初次招用的人员开展岗位培训。
此外，未来教学、教研人员的基本信息
（姓名、照片等）、教师资格、从教经历、任教课

程等信息都需在机构培训场所及平台、网站
显著位置公示，并在全国统一监管平台备案。
其他从业人员信息会在机构内部进行公示。
在中关村教育投资管理合伙人于进勇看
来，此次政策及之前推进“双减”工作的政策，
都是在逐步加强校外培训的正规化，校外培
训师资的正规化。“这次的《办法》要求每家机
构的教学、教研人员占比都得在一半以上，机
构为了达标就不会把教研线全部砍掉。”

纳入“黑名单”管理
针对师资管理的问题，教育部校外教育
培训监管司有关负责人在解读时也表示，被
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

人员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
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均不得在校
外培训机构中从业。
校外培训从业者在从业时需谨记11条从
业红线。包括不得向学生及家长索要、收受不
正当财物或利益；不得歧视、侮辱学生，不得虐
待、伤害、体罚或变相体罚未成年人；不得损害
国家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违背社会公
序良俗等多条要求。如有人员违反上述规定要
求，经查实、审核后，将被纳入全国统一监管平
台的“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
北京商报记者经过观察发现，从上述从
业红线要求来看，“双减”工作推进到现在，越
来越注重校外培训教师的资质及管理问题，
对校外培训教师的要求正向对校内教师的规

定要求靠拢。
“从‘双减’工作的系列政策来看，政策的
逻辑并不是把整个行业所有的机构都灭掉，
而是让机构更加合理化的存在，同时消除暴
利，因为政策根本在于减轻负担，减轻家长的
经济负担也是重要一环。”于进勇表示，现在
的多项政策是对严管义务教育的具体落地实
施。
“在义务教育头顶上的‘剑’已经悬了很久，
现在是真的落下来的时刻。”
于进勇进一步指出，教培机构若想在未
来生存，需要考虑几个细节问题，“包括机构
的服务对象、服务内容等。同时，机构还要思
考如何储备教研教学人才，为提供更高品质
的服务打下基础”。
北京商报记者 程铭劼 赵博宇

优速通“被退票”谁替消费者选择“不喜欢” 拟募资超8亿 小影科技IPO启航
“我很奇怪，就去订单查看，显示退款理由是买
家不喜欢。”
9月14日凌晨，北京环球度假区门票正式开售，但在一众消费者熬夜成功
另一位消费者韩女士也表示，自己零点9
抢到入园门票后，却扎堆收到飞猪方面发出的“自动退票”信息。当天上午，
分在淘宝飞猪旅行抢到了优速通，并且支付成
“飞猪北京环球影城优速通自动退票”消息也登上了热搜，有多位消费者在社
功，当天早上7点收到短信通知订单已经被取
消了，而且理由还是“不喜欢/ 不想要”。
交平台反馈在飞猪平台上购买的环球影城“优速通票”被系统自动退票。随
更让徐女士觉得诡异的是，飞猪平台上优
后，飞猪方面做出回应：由于系统访问量和订单量峰值不断刷新，北京环球度
速通的销量一直处于下降状态。“目前飞猪的
假区旗舰店在获取环球优速通库存时，实时对接出现延误问题。但是，还有消
优速通已被下架，但是通过我们的订单再去
费者表示，“被退没事，问题是退时说我方不喜欢发起退款，对方同意退款，这
看，现在优速通的销量一直都在降低，优速通
的销量2
个小时已经下降了2000多，而无限次
才是最不正常的地方”。究竟是谁替消费者做出的退票选择？是谁给选择的
优速通则已经由上午的1万多下降至6000多
“不喜欢”选项？自动系统真的能够替人做出“不喜欢”的选择吗？
销量。由此可见，可能有的人还在继续被退
票。”徐女士表示，飞猪的退票原因从一开始
的“不喜欢/ 不想要”，在14日上午又更改为
优速通被飞猪退了，请问现在除了找飞猪有啥 “商家无法出票”。
办法吗？我看网上说打057112315投诉，我一
熬夜抢到却被退票
直打不进去。”“我的也这种情况！白熬半天！然
解决方案：另赔30%
作为哈利·波特迷，从试营业便期待着玩 后收到退票短信又被气得半天没睡着！”
一次禁忌之旅的徐璐（化名），怎么也想不通，
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飞猪给出了处理方
随后在9月14日下午2点左右，针对消费者
为啥飞猪的系统能替熬了半夜的自己作出因 在“北京环球度假区旗舰店”购买环球优速通 案：对于已经完成付款但因出票失败、订单被
“不喜欢”退票的决定。
后被自动取消订单的情况，飞猪发布的公告 取消的环球优速通消费者，在已经全额退款的
9月13日晚11点半，徐璐便准备了三个手 里，将原因归咎为“由于系统访问量和订单量 基础上，将根据《飞猪门票商品服务保障标准》
机、三个平台（小程序、App、飞猪）进入备战阶 峰值不断刷新，北京环球度假区旗舰店在获取 及飞猪平台相关规则另行提供商品实际成交
段。0点钟声敲响，三大平台同时崩了。“基本上 环球优速通库存时，实时对接出现延误问题， 金额的30%作为赔付。
前3分钟都是‘小黄人（小程序、App）+小飞猪’ 一些消费者看到页面显示仍有库存，但在付款
同时，北京环球度假区表示，将专门开放环
的状态。前20分钟基本是什么都不能操作的。” 后，系统自动识别已无库存，即进行了退款并 球优速通产品的现有剩余库存，如果消费者仍希
直到00：23进入了支付页面可以进行购买，果 自动关闭订单，并表示“为不好的预订体验向 望重新下单选择环球优速通产品，请在2021年9月
断付款无限快速通，收到扣款信息后，徐璐才 大家诚恳致歉，同时承诺当天20点前，将把方 19日23点59分之前从后续可选日期中重新下单购
把心放到肚子里。
买指定日期优速通产品。飞猪将尽快通过短信等
案通过官方微博告知大家”。
“我们同学和几个哈迷的群，都是扣款几
方式通知消费者开售时间及产品链接。
分钟到半小时内成功出票的，因为是实时票量，
但飞猪在公告中也承认，由于所剩库存有
理由为什么是
“不喜欢”
且一个身份证无法重复购买，所以我理解，飞猪
限，可能无法满足所有消费者的需求，并表示
但飞猪的解释不但没有平息消费者的质 由于环球优速通产品在到访日前2天的0：00前
显示我成功购买并扣费了，就没什么问题。”
结果睡了一觉之后正准备上班的徐璐， 疑，更点燃了第二波吐槽。
可退，之后可能出现部分消费者退款后重新释
“你说是库存延迟，我理解，但你为啥退票 放库存的情况，消费者亦可随时关注平台重新
—飞猪退款信息，
看了一眼手机不淡定了——
熬了半夜、扛过了系统崩溃抢到的票，就这么 的理由替我选了‘不喜欢’，请问这个是系统替 购买。
我选的，还是人？”跟徐璐同样质疑的消费者充
没了。
在尚游汇文旅董事长钟晖看来，北京环球
同样的遭遇，也发生在网名叫“星姐纯纯 斥着各个社交平台。
度假区是个热点项目，难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
“what？熬了半夜的环球门票优速通被飞 生，但是在该类事情发生之后，需要按照双方
子”的网友身上，据她介绍，自己辛辛苦苦半
夜抢到的10月8日快速通，在凌晨两点同样被 猪取消了，还贴心地帮我写了备注‘不喜欢’”； 的约定制定相应的解决方式，进行退款、补偿
“被退没事，问题是退是说我方不喜欢发起退 等，处理方式也应符合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
退票。
北京商报记者从小红书、微博、知乎等社 款，对方同意退款，这才是最不正常的地方。”
但无论退款、补偿方案是什么，对于哈迷
交平台发现，被飞猪“自动取消优速通订单”的 消费者潘女士表示，自己是晚上零点进入飞猪 徐璐来讲，很有可能在今年冬天之前都没有办
的软件进行购买，但是一直显示身份填写有问 法尽兴地玩一把禁忌之旅了，因为截至9月14
消费者不在少数。
“昨晚买完高高兴兴睡觉去了，早上睁眼 题，其实就是系统崩溃了。在0：30终于支付成 日中午，优速通全面售罄。
门票出票成功，优速通强制退票……”“我也是 功，收到短信后一个半小时，收到了退款短信。
北京商报记者 关子辰 吴其芸

作为较早开展移动端视频创作软件
服务的公司之一，杭州小影创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影科技”）也开始
觊觎资本市场发展平台。9月13日晚间，深
交所官网信息显示，小影科技创业板IPO
已获得受理，公司拟募资8.05亿元。
据了解，小影科技是移动端视频创作
软件和服务提供商，主要从事移动端视频
创作软件产品及服务的设计、研发及销售
推广，公司产品主要为移动端视频创作软
件，主要包括小影（VivaVideo）、VivaCut和节奏酱等。
招股书显示，小影科技海外营收占比
较高，公司在中国香港、印度、新加坡、英
属维京群岛等设立多家子公司，产品用户
遍布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期各
期，公司海外营业收入分别为9783.47万
元、1.19亿元、2.43亿元和1.68亿元，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9.19%、60.96%、
80.45%和90.17%。
财务数据显示，2018-2020年以及
2021年上半年，小影科技实现营业收入分
别约为1.41亿元、1.96亿元、3.02亿元、1.86
亿元；对应实现净利润分别约为-798.21
万 元 、-5053.18万 元 、4316.9万 元 、
4199.18万元，净利存在较大幅度的波动。
对于公司2018年、2019年净利亏损
的原因，小影科技表示，公司VidStatus产
品投入较大、员工股份支付费用较高，导
致连续两年亏损。不过，2020年至今公司
实施精细化运营策略，提高产品运营能力
和变现能力，订阅收入明显提升，同时
VidStatus产品转型后投入的成本费用下
降，商业化能力提高，共同促使公司2020
年和2021年1-6月经营业绩明显提升。
此次募资8.05亿元，小影科技主要投
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创作工具与服务升
级建设、全球营销平台建设等三个募投项
目，分别拟投入募集资金3.26亿元、2.78亿
元、2.01亿元。
另外，截至招股书签署日，韩晟、熊永
春和陈成丰分别直接持有小影科技
27.98%、6.57%和6.57%的股权，合计持股
比例为41.12%，为小影科技的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
其中，韩晟担任小影科技董事长及总
经理，全面管理公司各项业务；熊永春担

任小影科技董事及副总经理，负责公司产
品的底层技术研发；陈成丰担任小影科技
董事、安全中心负责人，负责公司产品合
规经营相关工作。
报告期内，小影科技的拳头产品小影
为公司贡献了七成营收。
招股书显示，2018-2020年以及2021
年上半年，小影科技收入主要来源于移动
端视频创作软件订阅业务，订阅收入分别
为1.15亿元、1.68亿元、2.85亿元和1.62亿
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81.38%、
85.68%、94.6%和87.31%。
而在报告期各期，小影科技主要产品
小影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高，小影订阅收
入分别为1.05亿元、1.56亿、2.4亿元和1.27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74.07%、
79.91%、79.56%和68.34%，产品收入集中
度较高。
小影科技也在招股书中提示风险称，
若小影产品无法及时更新迭代或者经营
策略出现偏差，无法满足用户需求，可能
会导致产品市场份额下降，进而对经营
业绩产生不利影响。此外，产品收入集中
度较高的情况下，若公司其他产品收入
规模无法达到预期，将对经营业绩产生不
利影响。
上海财大电子商务研究所执行所长
崔丽丽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移动端视频
创作软件业务公司，发展初期面临的市场
竞争主要来自专门从事移动端视频创作
软件的软件开发公司。如今随着短视频市
场快速发展，部分短视频平台（例如抖音、
快手）参与移动端视频创作软件行业的市
场竞争中，推出剪映（CapCut）、快影等产
品，导致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
普华有策发布的报告也指出，当前移
动端视频创作软件行业竞争格局主要分
为两大阵营，一类是头部短视频平台推出
的创作软件，另一类是第三方专业化的移
动端视频创作软件。预计未来专业化移动
端视频创作软件将不断出现，使得移动端
视频创作软件行业竞争将向更为精细化、
专业化方向发展。
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向小影
科技董秘办公室发去采访函，不过截至发
稿对方并未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马换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