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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三违”治理 优化教育生态
——省教育厅落实“双减”、推动“三违”治理走深走实20问

为进一步强化“三违”（违规收费、违规补课、违规订购或推销教辅材料）治理，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推动“双减”政策落地见效，日前，省教

育厅印发了《关于建立全省中小学“三违”治理常态长效机制的工作意见（修订）》和《江西省教育“三违”问题处理细则（试行）》。为帮助社会各

界更好地了解我省推进“三违”治理的相关政策，江西日报就此提出了读者普遍关心的 20 个问题，省教育厅对此一一作出了答复与回应。

单位名称
南昌市

南昌市教育局
南昌县教体局
进贤县教体局
安义县教体局
东湖区教体局
西湖区教体局

青云谱区教体局
青山湖区教体局

湾里管理局
新建区教体局

经开区教育文化体育办公室
高新区教育事业管理中心

红谷滩区教体局
九江市

九江市教育局
都昌县教体局
彭泽县教体局
湖口县教育局
永修县教育局

共青城市教体局
德安县教体局
庐山市教育局
武宁县教育局
瑞昌市教育局
修水县教体局
柴桑区教育局
浔阳区教体局
濂溪区教育局
开发区文教局
八里湖管委会

景德镇市
景德镇市教育局
浮梁县教体局
昌江区教体局
珠山区教体局
乐平市教体局

昌南新区文体教育局
萍乡市

萍乡市教育局
湘东区教育局
莲花县教育局
芦溪县教育局
上栗县教育局
安源区教育局
经开区教体局

武功山社会发展局
新余市

新余市教育局
渝水区教育局

仙女湖区社会事业局
分宜县教体局

高新区社会事业局
鹰潭市

鹰潭市教育局
高新区社会事业局

贵溪市教育局
余江区教体局
月湖区教体局

龙虎山风景区文教卫局
信江新区教育办公室

赣州市
赣州市教育局
章贡区教育局

经开区社会事业局
蓉江新区

赣县区教育局
南康区教育局
信丰县教育局
大余县教育局
上犹县教育局
崇义县教育局
安远县教育局
龙南市教体局
定南县教体局
全南县教育局
宁都县教育局
于都县教育局
兴国县教育局
瑞金市教育局
会昌县教育局
寻乌县教育局
石城县教育局

宜春市
宜春市教体局
袁州区教体局
樟树市教体局
丰城市教体局
靖安县教体局
奉新县教体局
高安市教体局
上高县教体局
宜丰县教体局
铜鼓县教体局
万载县教体局

宜阳新区教体局
经开区党群工作部

明月山区社会事业局
上饶市

上饶市教育局
万年县教体局
弋阳县教体局
广丰区教体局
婺源县教体局
广信区教体局
德兴市教体局
信州区教体局
铅山县教育局
玉山县教体局
余干县教体局
鄱阳县教体局
横峰县教育局

吉安市
吉安市教育局
吉水县教体局
永新县教体局
峡江县教体局
永丰县教体局
泰和县教体局
新干县教体局
遂川县教体局
吉州区教体局

井冈山市教体局
万安县教体局
吉安县教体局
青原区教体局

井开区社会事业局
安福县教体局

抚州市
抚州市教育局
临川区教体局

高新区社会事业局
乐安县教育局
南城县教体局
东乡区教体局
金溪县教体局
黎川县教体局
崇仁县教体局
南丰县教体局
广昌县教体局
宜黄县教体局

东临新区公共服务局
资溪县教体局

赣江新区
赣江新区社会事务局

江西省教育厅

举报电话

0791-88611646
0791-85728151
0791-85672776
0791-83425563
0791-87838611
0791-86597530
0791-88461813
0791-88102601
0791-83764368
0791-83755739
0791-83976248
0791-88131309
0791-83952029

0792-8227364
0792-5225567
0792-7199209
0792-6332010
0792-3220543
0792-4357311
0792-4332224
0792-2666207
0792-2787005
0792-4226052
0792-7233454
0792-6812022
0792-8222149
0792-8251260
0792-8371036
0792-3906298

0798-8576301
0798-2606656
0798-8337099
0798-8666610
0798-6786623
0798-8252676

0799-6832948
0799-3441006
0799-7222719
0799-7551787
0799-3664289
0799-6661191
0799-6788300
0799-7631265

0790-6442641
0790-6222451
0790-6859020
0790-5897275
0790-6862707

0701-6229202
0701-6319368
0701-3325415
0701-5881397
0701-6221749
0701-6656223
0701-6311912

0797-8992110
0797-8199685
0797-8375125
0797-8166357
0797-4433499

0797-6646201（6643955）
0797-3339953
0797-8732215

0797-8541289/7132575
0797-3812339
0797-3732182
0797-3559526

0797-4289226（4280145）
0797-2634645
0797-6820356
0797-6335867
0797-5203035
0797-2539278
0797-5629990
0797-2831253
0997-5700633

0795-3997864
0795-7028780
0795-7160705
0795-6609750
0795-4656099
0795-4629003
0795-5295012
0795-2509837
0795-2765137
0795-8710529
0795-8817161
0795-3998986
0795-3918590
0795-3518559

0793一 8207617
0793-3889297
0793-5900169
0793—2623227
0793-7416317

0793 一 8447066
0793-7588863（7588811）

0793—8209639
0793一 7963820（7963827）

0793一 2552381
0793一 3396065（3396069）

0793—6217526
0793—5782156

0796-8230975
0796-8680325
0796-7730828
0796-7187931
0796-7123831
0796-8638488
0796-2602738
0796-6326181
0796-8237931
0796-7163716
0796-5701201
0796-8442252
0796-8186067
0796-8403010
0796-7627103

0794-8263430
0794-8443006
0794-7069077
0794-6578900
0794-7256096
0794-4233956
0794-5269713
0794-7503199
0794-6325646
0794-3318107
0794-3622575
0794-7602671
0794-7825301
0794-5792540

0791-87376231

0791—86765316

江西省各市、县（市、区）教育局
乱收费投诉举报电话

关于严禁违规补课

1.违规补课，主要包括哪些情形？
凡中小学校开展学科类教学活动，在正常教学计划时间之

外成班整建制上新课，都属于违规补课。具体的主要情形有：

一是学校借课后服务和寒暑期托管名义组织成班整建

制讲授新课的；

二是未经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同意并公示，中小学校

或教师（含退休教师）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双休日及寒暑假期

间违反“四个一律”规定（一律不得违背学生自愿原则以任何

形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参加校内课后服务及假期托管服

务；一律不得在非正常教学时间组织学生成建制<整班、整年

级>集体上新课；一律不得将校园、校舍出让给其他教育机构

举办各类学科类培训；一律不得组织、推荐和诱导学生参加

校内外违规有偿补课<含校外培训机构或由其他教师、家长、

家长委员会等组织的违规有偿补课>）行为的；

三是教师以中小学生为对象，参加或自行开展非学校组

织的，以获取经济利益或额外报酬为目的，从事课外辅导、补

习(含提供食宿)的有偿服务行为。包括：在本人住房或租借

房屋(含车库、地下室)等场所举办或参与举办各类有偿课外

辅导、补习活动并从中获利的；组织、参与校外办学机构或社

会培训机构对学生进行课外辅导活动并从中获利的；利用职

务之便为其他教师从事有偿补课或为社会培训机构课外辅

导补习班介绍生源并从中获利的；以获利为目的，为学生提

供家庭寄宿式辅导、补习的；

四是按相关规定应当认定为违规补课的其他行为的。

2.法定节假日如何界定？
法定节假日包括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

秋节、国庆节（含调休时间）。

3.高三年级能否补课？
高三年级的学生，可在确保安全和坚持自愿的原则下，

在寒暑假期间适当安排教学（时间不超过假期 1/3，不得收取

补课费，恶劣天气不得安排教学）。

4.校内课后服务怎么开展？
中小学校要遵循“双减”政策要求，规范校内课后服务内

容。学校可利用周一至周五的课后服务时间、双休日及寒暑

假期间、初中学校工作日晚自习时间，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

进行补习，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但禁止上新

课。课后服务要严格遵照学生自愿原则，严格执行当地价格

主管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

5.耽误课时能否补课？
中小学校因大型活动等原因耽误课时完不成教学计划

需要补课的，必须报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后，并公布批准

的事由、时间、地点、内容，补习的时间不得超过因大型活动

耽误的课时。中小学校因校舍安全加固维修等相类情况，需

要调整教学时间的，按照耽误多少时间调整多少时间的原

则，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调整方案。

关于严禁违规收费

6.什么是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服务性收费是指学校在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外，为在校

学生提供由学生或学生家长自愿选择的服务而收取的费用。

代收费是指学校为方便学生在校学习和生活，在学生或学生

家长自愿的前提下，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费用。

7.中小学校（含民办）的收费项目包括哪些？
中小学校（含民办）的收费项目为学费、住宿费、服务性

收费和代收费。

其中：公办义务教育不收取学杂费、教科书费和住宿费。

公办普通高中阶段学费、住宿费标准按照省有关规定执行。

公办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按《江西省中小学服务性收

费和代收费管理办法》（赣发改价管规〔2021〕82号）执行。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生免除学杂费标准按照生均公用

经费基准定额执行；对生均教育培养成本不足部分，应严格

落实非营利性法定要求，合理确定收费标准。非营利性民办

学校收费按照《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发展改革委 江西省市

场监管局关于规范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

（赣教规字〔2021〕7 号）执行。营利性民办学校也应当建立成

本核算制度，基于办学成本和市场需求等因素，遵循公平、合

法和诚实信用原则，考虑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合理确定收

费项目和标准。

8.中小学服务性收费项目包括哪些，标准怎么定？
伙食费：学校食堂按学生自愿和公益性原则向在学校就

餐的学生收取伙食费。学校食堂要建立伙食台账，分月定期

公布伙食费收支情况，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学校为学生提供

校外配餐的，除伙食费外不得另加收服务费。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提供自带饭菜加热或大米加工

服务的，每学期可向学生一次性收取不超过 6 元饭菜加热及

大米加工服务费，主要用于水电费、燃料费的支出。

课后服务费：包括课后托管服务费和课后兴趣活动服

务费。上述两项收费由县（市、区）发展改革委、教育局依据

参与课后服务教师的适当补助、财政补贴等因素核定准许

成本，制定收费标准，联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执行。各设

区市发展改革委、教育局应指导本地区课后服务收费相关

工作。

社会实践费：学校组织学生开展校外活动（郊游、看电

影、参观展览），属学生个人消费且须由学校统一支付的，可

按次向学生据实收取。

研学旅行费：各地可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筹措中小

学生研学旅行经费，对应由学生或学生家长承担的部分，按

自愿和非营利原则向学生据实收取，对贫困家庭学生要减免

费用。

9.中小学校代收费项目包括哪些，标准怎么定？
教科书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实行统一的“两免一补”政

策，免费向学生发放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教科书。高中阶段

教科书费含与教科书配套数字音像材料严格按照省发展改

革委、省新闻出版局核定的价格据实收取。

教辅材料费：由学生自愿选用《江西省中小学教辅评议

推荐目录》中的教辅，并申请学校代购的，教辅材料费由学校

严格按照省发展改革委、省新闻出版局核定的价格据实收

取，学校应按照“一科一辅”原则，为学生无偿提供统一代购

服务。

学生体检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组织学生体检由学校公

用经费支出，不得向学生个人收取。高中阶段学校组织学生

体检按照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制

定的项目和标准执行。

校服费：校服的采购按照教育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

见》（教基一〔2015〕3号）的规定执行。

10.如何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中小学校按照国家和本地区课程改革要求安排的教育

教学活动、教学管理范围内的事项，不得列入服务性收费和

代收费事项。严禁将讲义资料、试卷、电子阅览、计算机上

机、自行车看管、取暖、降温、饮水、校园安全保卫、午休、商业

保险等作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事项。

各地不得违规增设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

中小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必须坚持学生或学生家长自

愿原则。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提供服务并收费。严禁将服

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与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并收取。中小学服

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必须坚持公益性和非营利原则，按学期

或按月据实结算，多退少不补。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由学校财务部门统一收取，纳入学

校财务部门统一管理和核算。服务性收费缴入同级财政非

税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由学校按规定要求据实列

支；代收费资金由学校全部转交提供服务单位，不得计入学

校收入。严禁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任何理由截留、挪用、挤

占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资金。

11.“违规收费”怎么定义？
“违规收费”是指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未经省、市、县

价格主管部门许可或备案的教育收费行为。

具体的主要情形有：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扩大收费范围的；不按规定公示收费依据、项目、范围和标

准，违反规定跨学期或跨学年收费的；擅自设立中外合作办

学收费项目和扩大收费范围进行收费的；以学生家长委员会

或学生自发等名义（不管学校知道与否）进行收费的；违反自

愿原则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接受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或在

学生中强制收取实习费、移动通信费、互联网费用或从事商

业性推销活动的；民办学校违反相关政策规定违规收费、擅

立名目超额收费的。

12.如何进一步规范教育收费行为？
各级各类学校要进一步规范教育收费行为。学校在招

生前通过招生简章、学校网站首页、公示栏等公示学费、住宿

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和标准，不得在公示的收费项

目、收费标准之外加收其他费用。严禁收取与招生入学挂钩

的捐资助学款。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招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进行文艺、体育等专业训练的学校或其他社会组织，收取的

学杂费不应包括学生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按规定免除的

学杂费。校内学生宿舍和社会力量举办的校外学生公寓，均

不得强制提供相关生活服务或将服务性收费与住宿费捆绑

收取。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国家已明令禁止的或明确规定由财政保障的项目不得纳入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学校向学生、学生家长收取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要坚持

自愿和非营利原则，严禁强制服务或只收费不服务。严禁学

校及教师通过家长委员会向学生及家长违规收费。对按规

定应当公示而未公示，或公示内容与规定政策不符的收费，

学生及家长有权拒绝缴纳。

关于严禁违规推荐教辅材料

13.教辅教材订购的原则和要求是怎样的？
坚持“一科一辅”和学生自愿的原则，只允许向学生推荐

省市确定推荐目录中唯一一套教辅，由学生自愿征订，严禁

强制、变相强制学校或学生购买教辅材料，严禁通过家长委

员会统一征订教辅材料；严禁各科目教辅重复征订，或与目

录教辅捆绑搭售其他学生用品；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到学校

宣传、推荐和推销任何教辅材料；严禁学校及教师推荐学生

去指定地点购买指定教辅材料。

14.如何界定违规订购或推销教辅材料？
“违规订购或推销教辅材料”是指中小学校及其教师或

教育工作者违反国家、省市有关规定推荐选用国家和省市确

定目录之外的教材和教辅材料；违反购买与使用自愿原则，

强制或变相强制中小学生及家长购买教辅材料等行为。

关于严肃“三违”问题查处

15.“三违”问题怎么处理？
涉及全省中小学的“三违”信访问题，由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治理教育乱收费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受理。“三违”信访问

题调查核实后，对有“三违”行为的相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

相关人员，进行责任追究的方式包括：责令书面检查、诫勉谈

话、通报批评、取消年度评奖评优评先资格、组织处理、行政

处分等。前述所列方式可以单独或合并使用。

16.哪些情形将从重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的
责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的

责任：把违反规定收取的费用用于发放奖金、补贴等，或者挥

霍浪费的；在有关部门调查“三违”行为过程中，抗拒检查，转

移资金，拒不提供情况，以及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出具虚

假资料，或不按规定时限进行自查自纠，造成后果的；违反规

定或采取非法手段实施“三违”行为，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

响，出现涉教群体性治安事件或恶性案件，群众反响强烈的；

屡犯不改连续发生“三违”行为的；强迫、指使下属单位以及

工作人员实施“三违”行为，情节恶劣的；违反规定，截留、挤

占、挪用学校经费，造成学校不能正常运转或停课的；因涉及

“三违”行为，严重恶化教育事业发展环境的；其他因“三违”

行为造成恶劣后果的。

17.对发生“三违”问题的地方、学校、教师如何处理？
凡发生“三违”问题的地方，一经查实，都要严肃处理。

对于问题频发、问题查处不及时、处理不到位的设区市、县

（市、区）（包括因调查或处理不到位被主流媒体曝光、引发社

会舆论等），取消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各类评优评先资格；在当

年对市县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评价中倒扣分数；在分配

中央和省级教育项目资金时相应扣减所在地管理因素分值。

凡发生“三违”行为并被核实的学校，视情节轻重，由当

地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分别给予“通报批评、取消评优评先

资格、撤销荣誉称号”等处理；属省级重点中学的，其行为影

响恶劣的实行摘牌；属省级中小学师德师风示范校的，实行

摘牌；发生“三违”行为的民办学校，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约

谈校长和举办人，情节严重的，给予缩减下一年度招生计划，

停止招生直至吊销办学许可证的处罚。对校长分别给予“通

报批评、取消评优评先资格、工作约谈、责令检查、诫勉谈话、

行政处分、调离直至撤职”等处理。对违反前述有关规定的

有“三违”行为的学校，只要发现一次，一经查实，有文明校

园、特色学校、示范学校等称号的一律取消，两年内不得重新

申报，同时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责任。

凡被核实存在“三违”行为的教师，视情节轻重，由当地

教育行政部门按照《江西省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

理实施办法》，对教师给予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或撤职、

开除等处分，以及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责令检查、通报批评

等其他处理。对于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未如实自查自纠或

签署承诺书之后再从事“三违”的教师，一经发现，一律先停

职停课，待调查处理。经调查属实的，从严从重处理，直至撤

销其教师资格；是中共党员的，同时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

并追究党纪责任。教师个人实施“三违”行为有违规所得的，

查核属实后，应上缴财政账户。

18.发生“三违”问题，如何严肃追责问责？
各地要坚持从严治理，严肃追责问责。要加强对“三违”

治理的日常监督和定期检查，建立完善教育收费风险预警、

信访受理、督查督办、公开通报及约谈机制，对发现的“三违”

问题要严肃处理。建立健全问责机制，对“三违”治理主体责

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损坏群众切身利益，造成恶劣社会影

响的单位和相关责任人要严肃问责。对民办学校违规乱收

费造成恶劣影响的，依法依规扣减招生计划、财政扶持资金

等，直至撤销、吊销办学许可证。

县域内发生 3 起及以上“三违”行为并被核实的，省教育

厅责成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约谈

并报省教育厅备案；县域内发生 6 起及以上“三违”行为并被

核实的，省教育厅直接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主要领导进行约

谈，约谈结果抄送当地党委、政府，取消当年该县（市、区）党

政领导干部履行教育职责评优资格。

对“三违”治理工作成效不明显的地方，将区别不同情

况，采取相应处理。对各地不及时核查省教育厅转办和群众

反映的“三违”问题、不及时如实反馈处理结果，特别是之后

又被省教育厅明查暗访或者实地调查核实了的，省教育厅将

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对于屡查屡犯、整改敷衍、情节恶

劣的地方、学校、校长、教师，省教育厅将把其违纪行为相关

线索移送给纪检部门，进行严肃追责问责。市、县教育行政

部门应相应完善“三违”治理常态长效机制，层层压实责任，

保证治理效果。

19.中小学之外的其他学校（高校、职业学校）存在“三
违”问题如何处理？

全省教育系统除中小学以外其他领域违规收费问题的

处理，参照执行。涉及全省普通高等教育的违规收费信访问

题由省教育厅高教处负责受理并处理，涉及全省职业教育

（含高职院校）和成人教育的违规收费信访问题由省教育厅

职成处负责受理并处理，涉及全省民办教育的违规收费信访

问题由省教育厅社管处负责受理并处理，涉及全省幼儿园的

违规收费信访问题由省教育厅基教处负责受理并处理，涉及

教师个人违规开展有偿补课的信访问题由省教育厅师资处

负责受理并处理，涉及其他业务领域的违规收费信访问题

（比如军训、中外合作办学、助学金发放、招生考试等）由省教

育厅相关业务处室或单位负责受理并处理；厅治理办协办。

20.如何从体制机制上确保“三违”治理取得实效？
一是健全治理队伍。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健全治理机

构，稳定治理队伍，坚持政策连续性、工作连续性，务必做到

电话有人接、事务有人办、案件有人查。

二是完善工作机制。即公开一个承诺：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要定期组织辖区内全体中小学教师（含编外聘用教师、借

用教师）每年开展拒绝违规补课、有偿补课公开承诺活动，确

保公开承诺不漏一校、不掉一人。定期自查自纠：各地要按

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认真履行“三违”治理

主体责任，加强对辖区内中小学校“三违”问题的监管。开展

明查暗访：省教育厅采取“双随机一公开”（人员随机抽选、地

点随机抽选，结果公开通报）和“四不两直”（不发通知、不打

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方

式，根据工作需要，统筹安排，组织若干工作小组，定期或不

定期开展明查暗访。坚持疏堵结合：对于教育乱收费治理工

作，要“疏”“堵”并举，正确处理好两个关系，即多数人与少数

人的关系，城市学生及家长与农村学生及家长的关系。对于

多数学生特别是多数家长有需要的服务项目（比如课后服

务），要区别城乡差距采取有针对性的过细措施加以疏导、予

以满足，避免一刀切；对于多数人反对的，要严格堵住，不留

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