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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楷培训学校宣称中考题“百押百中”

这家培训机构牛皮吹得有点大
天津日报：
我的孩子在姚楷培训学校上补习班，报名

之前招生老师把机构说得天花乱坠，里面的老
师都是学神、学霸，甚至有“信姚楷得一百”“听
博文得满分”的宣传口号。招生老师透露说，
有的名师课程非常抢手，每学期100多个名额
半分钟就抢光，晚了根本抢不上，正是听了这
些介绍之后，我给孩子抢报了这个补习班。
但是，孩子在这个培训机构补习了一

段时间后，学习成绩并没有起色，物理、数
学等学科成绩依然不理想。平时在学校的
测验中，基础题都丢分。教初中物理的姚
楷老师课上常说，他和市、区教研室教研员
关系很好，平时经常联系。这些教研员负
责出中考题、高考题，每年的中考试卷，他
都能“百押百中”“精准命中”。
今年中考结束后，姚楷培训学校在公众

号上和一些APP的视频上，又大肆宣传称“再
次命中了全部考题”。其实，所谓命中的考
题，纯属牵强附会，欺骗家长而已。我们仔细
核对了一下，根本没有发现什么实质的雷同，
只是普通的涉及知识考点罢了，一般的老师
都会在上课的时候提及。“信姚楷得一百”，家

长们想问的是，我们相信你，参加了你的培训班，
交了几万元钱，考试却只得了七八十分。请问，
你们如何把我们的中考成绩变成一百分？如果
变不成一百分，是不是虚假宣传？如何处罚？

到姚楷培训学校上课的学生很多，很多
是看中姚老师能命中考题来的。但是，这个
学校看中家长望子成龙的心理，贩卖焦虑。
市教委曾多次下发通知，禁止相关虚假宣传
行为，但姚楷培训学校由社会资本注资，为了
片面追求利润，顶风违纪。希望监管部门能
对这种虚假宣传、欺骗家长的培训机构严格
监管，规范培训市场。 学生家长

记者调查时了解到，市、区教育主管部门
一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学校和培训机构不得
渲染中高考成绩和升学率，但是，部分培训机
构置若罔闻，大肆渲染押中中高考考题，甚至
编造谎言，以假充真，骗取家长的信任，贩卖焦
虑，获取非法利益。姚楷培训学校是一所社会
培训机构，注册地在和平区。“姚楷培训学校”
的公众号，已经通过官方认证，粗略浏览历史
信息发现，这个公众号上不少宣传内容涉嫌
违规。其中，一篇名为“百押百中·天津物理
中考，姚老师再次精准命中全部考题”的文章
抓人眼球。文中，“百押百中已经成为姚楷培

训学校的传统”“去年姚老师精准命中全部考
题”等内容，似乎在暗示家长，学校及老师与
众不同的实力。文中还列举了“押中”的4道
中考物理题，但是，记者通过对比所谓的课上
原题与中考题，发现这些题目之间并没有太
多的关联，根本就不是同一道题，谈不上押中
题目，“百押百中”更是无中生有。
此外，在官方微信号以及视频号内容

中，多次出现“信姚楷得一百”等涉嫌夸大宣
传的广告内容。还有一期视频，姚楷老师甚
至帮官方辟谣，他刚联系过某教研员，该教
研员不负责今年中考出题，让家长顿感姚楷
老师和出题教研员关系网的强大。
对于家长反映的问题，记者首先电话联

系了校方工作人员，没有得到回应。当天下
午，记者来到位于和平区翰石和谐大厦的姚
楷培训学校，该校前台接待人员表示，当天
没有课，相关负责人都不在。稍后，记者再
次电话联系了姚楷培训学校负责人。
向家长宣传“信姚楷得一百”的内容，是

否有事实依据？记者问。姚楷培训学校负责
人说：“我平时主要负责学校管理，很少涉及
教学内容，对宣传的内容并不知情。”
培训机构突出宣传中考题“百押百中”，

实际对比发现并没有太多的关联，这种行为
是否是欺骗家长？记者又问。姚楷培训学校
负责人依然表示不清楚，并表示没看到过类

似的宣传内容。
记者辗转拿到姚楷本人联系方式，对相

关问题做了进一步核实。姚楷说，他只是培
训学校的任课老师，并不是学校的投资人，也
不是企业法定代表人，培训学校只是使用了
他的名字做企业名称。对于“信姚楷得一百”
的宣传内容，姚楷回应说，“这只是一种表达
方式，跟是否考100分是两码事。”
学校的官方公众号推送的文章中,宣称

中考题“百押百中”，实际押中多少题？记者
问。“其实没有押题，只是平时做的练习题和
试卷中，有类似的题而已。”姚楷回应。
“具体有多少类似的题目？”记者进一步

问，但姚楷并未回应。
那么中考题“百押百中”的宣传是否属于

欺骗家长？“可能在措辞上有些问题，觉得不
妥，所以后来就让工作人员把这篇文章删除
了。”姚楷最后承认确有此事。
为何辟谣某区教研员不是中考命题人

员？“我只是恰好认识这位教研员，平时总有
联系。”姚楷说。
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和平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执法部门高度重视家长反映的情况，对于姚
楷培训学校涉嫌虚假宣传的情况，市场监管部
门已经立案调查。此外，监管部门也已经联系
和平区教育局，双方将对该培训机构联合执法。

■本报记者刘连松

▼ 读者来信

▼ 记者调查

天津帮办
帮办热线23602777

市政府办公厅、津云新媒体《政民零距离》栏目与天津日报舆情中心合办

http://ms.enorth.com.cn/http://ms.enorth.com.cn/zmljl/zmljl/

■本报记者高立红文并摄

河西区古芳里小区13门 6
楼居民赵奶奶向天津日报热线
23602777反映，一位邻居总在楼
道里堆杂物，她每天出门就见一
堆东西，感觉堵得慌。“楼道是大
伙儿的，别人都自觉维护，就她一
户不自觉。”

今年70岁的赵奶奶告诉记
者，为了邻居乱堆乱占的事，她
交涉过多次，邻居每次都说清
理，但只是说说，居委会来清理，
邻居把杂物搬回自己室内，过后
又搬出来。

5月25日，记者到现场。古芳里是老小区，13门只有一个
楼门，六层，每层5户，正对楼道一户，两边各两户，中间有一个
约10平方米大小的U型空间。记者拾级而上，看到三楼、四楼、
五楼、六楼公共空间内都有杂物堆积。六楼北侧两户间墙根处，
放着个两米多高柜子，柜子上堆放着旧水壶等杂物。赵奶奶把
记者让到屋里说：“今天算好的，以前还有拖鞋，一出门一堆鞋，
多堵心。”

记者联系属地六合里居委会，党支部书记魏美介绍，赵奶奶
是社区独居老人，她反映的问题，居委会已做调查，古芳里13门
哪层楼有堆物，堆物大致内容，居委会很清楚。“我们已在楼道张
贴自行清理通知，本周起开始在古芳里清理楼道，从1门开始，
很快可到13门。”

古芳里13门楼道杂物多
六合里居委会：张贴通知清理楼道

■本报记者韩爱青文并摄

近日，市民王先生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东丽区天万
路原本是双向四车道，可靠近便道的一条车道上矗立着两个箱
式变电站，形成交通隐患，“箱式变电站怎么能立在马路上呢？
希望尽快迁走。”

5月18日，记者驱车从天山南路左拐天万路约100米处，看
到在左侧第一条机非混行车道上，矗立着两个箱式变电站，几乎
将整条车道占据，车辆行至此处只能绕行。车辆突然转换车道，
影响通行，带来安全隐患。王先生说，天万路是近年来新修的一
条路，变电站原本在路边，不影响交通，可现在道路拓宽了，变电
站却未迁移，成了路障。

记者在箱式变电站上看到，其所属的单位为国网天津城东
公司。该公司党建部副主任陈正龙调查后回复，天津城市道路
管网公司为天万路的建设单位，其在2020年6月申请箱式变电
站迁改业务，他们受理了申请，出具了迁改方案，并要求对方在
当年8月14日之前缴纳迁改费用，但因管网公司一直没有缴
费，无法施工。

记者联系天津城市道路管网公司，天万路建设项目负责人
刘先生说，天万路在他们的施工图纸上叫程永道，2010年启动
建设，但因为涉及拆迁等问题，一边拆一边建，目前已经完工，但
道路尚未竣工验收。管网公司已经在2020年10月缴纳了两个
箱式变电站的迁改费用，之所以一直没施工，主要是没找到合适
的迁改位置。经过属地街道和居委会的协调，最近已经找到合
适的位置，很快就能动工。

两个箱式变电站立在天万路
城市道路管网公司：将把变电站迁至新址

■本报记者黄萱韩爱青摄影吴迪

近日，市民刘先生向本报热线
23602777反映，位于和平区金融区的解放
北路是展现我市城市风貌的重点道路，为体
现古风古韵，铺设的是石砖路，但最近几年
来，从保定道至张自忠路一段的石砖路破损
严重，坑洼不平，希望管理部门尽快大修。

解放北路又名金融街，邻近海河，衔
接天津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是外
国银行集中地，有“东方华尔街”之称，现
今仍为天津金融机构的集聚地之一。5
月15日14时30分，记者来到解放北路，
从保定道进入解放北路后车流不断，只
要有车辆驶过，就能听到“咯咯”汽车轮
胎与松动石砖接触发出的声音。一些石
砖松动比较严重的路面，汽车驶过时，石
砖还会翘起。记者观察到，路面很多石
砖经过常年风吹日晒加上车轮碾轧，表
面已经泛白，纹路模糊，凹陷和凸起的石
砖有的相差5至 6厘米。井盖附近的石
砖，损坏的现象更为明显，甚至有石砖缺
失的情况。从大同道开始，石砖路破损
更为严重，几十米的道路上有大坑小坑
十多处，汽车驶过时发出的声响也越来
越大，一直延伸到张自忠路。市民张先
生说：“车辆行驶到这一段时，一路颠

簸。解放北路直通天津站，是城市的名
片，应该尽快彻底维修。”

记者联系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事务
中心。该中心设施管理科副科长徐鹏表
示，解放北路从张自忠路到保定道为城市
次干路，长约 1.2 公里，车行道宽 8米，
2008年结合两侧金融建筑风貌，道路结
构被设计为石材铺装。由于解放北路地
理位置非常重要，中心工作人员每日都要
巡视，出现问题立即维修，每年均投入一
定维修费用。但该路段整修后作为次干
线，已投入使用10余年之久，再加上近期
地铁施工绕行、津湾广场建设的原因，车
流量骤增，对路面造成严重损坏，养管部
门虽然及时养护，但效果不明显，现依靠
小修手段已无法保证行车舒适度。“我们
一直在向上级单位申请启动解放北路大
中修工程，但近期大沽北路地铁4号线正
进行站体建设，解放北路承担着重要的交
通疏导作用，难以施工。目前我中心已将
解放北路保定道至张自忠路路段道路维
修工程纳入大中修项目储备库，正在积极
组织前期工作，预计在2021年年底地铁
4号线南段通车、恢复周边道路交通后，
向上级部门申请立项，实施该工程。”徐鹏
说，接下来他们将加强巡视，及时维修隐
患问题，尽量改善路面状况。

石砖松动 坑坑洼洼

这段解放北路亟待大修

■本报记者赵煜

市 民 刘 先 生 近 日 向 本 报 热 线
23602777反映，6月17日，营口道与和平
路交口，一辆环卫车冲洗马路，传出刺耳的
噪音，到晚上11点多了，还不停歇。“为什
么非要夜间作业？半夜了还制造噪音，让
人睡不好觉，这不是敬业，是扰民，是不把
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

刘先生告诉记者，他就住在附近，白天
工作很累，孩子又面临中考，想着早点睡
觉，转天能有精神。但是，从晚上9点多，
窗外就一直传来刺耳的噪音，把窗户关严
都不顶用。本来想忍一忍也就过去了，但
是声音响个没完没了，孩子勉强睡着了，还
是几次被吵醒。气愤之下，刘先生下楼，要

求环卫工人停止作业。“环卫的人说他们知道
会扰民，刚才也有人找他们投诉。但是，上面
领导有交代，让他们可以干到晚上11点半。”
刘先生表示，为什么明知道会扰民，却仍要在
半夜干活，这不是故意的吗？

记者联系了和平区城管委，工作人员表
示，接到反映后，立刻联系了相关作业单位，
确认是环卫一所工作人员在此路段作业，产
生的噪音给市民带来了不便，诚恳道歉。工

作人员称，因近日雨水较多，加上周边地铁
施工扬尘污染较为严重，该作业单位巡查人
员发现和平路（赤峰道至营口道）路两侧及
便道积尘严重，影响市容环境，遂安排车辆
处理，又因该路段白天人流、车流量多，只能
利用晚上人流和车辆较少时段进行处理。
下一步，将要求相关作业单位加强管理，统
筹好作业路段和时间，减少对居民正常生活
的影响。

呼声·随手拍
环卫车半夜冲洗马路噪音大

和平区城管委：要求相关单位统筹作业路段和时间

海河保定桥张自忠路一侧，人行道上的
桥体护板部分缺失。 本报记者 房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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