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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document is not legally binding and is 
merely Venture Education’s ow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si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China. Venture Education will no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any damages caused by 
decisions taken in light of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Any decisions based on this 
information are taken strictly at your own risk.

The transation for the modified Private 

Education Promotional Law in the document  is 
for information purpose only. In case of 
discrepancies, the Chinese version prevails. To 
see the complete Law, please see Appen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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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Private educatio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2020, there were 
186,700 private schools in China,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one third of the total number 
of schools at all levels and of all type; an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private education 
accounts for 1/5 of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It took about three years for the State 
Council 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review 
the draft and promulgate the law.

In terms of chapters and articles, the 
current Private Education Promotion 
Law have 54 articles in 8 chapters, but 
the revised version has become 68 
articles in 9 chapters. 

In terms of content and length, the 
current regulations are about 6,300 
words, while the new regulations are 
about 10,600 words, an increase of 
more than 80%.  30 out of 54 articles 
have been revised, 9 have been 
deleted, and 23 new articles have 
been added.

The revised law represents the first key step 
of China’s 14th five year plan in the 
education industry. The revised law is an 
attempt to:

Emphasise the equal legal status of 
public and private schools.

Prevent excessive capitalisation and 
commercialisation in private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to prohibit unfair 
competition and illegal school-running.

Prevent public turning into private, or 
public involvement in running a 
privately-run school. Many schools 
have done this to attract/obtain better 
educational resources. Most 
importantly, many privately-run schools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the public 
schools would use the brand of the 
public schools, but adopt the fee 
standard of the private schools. This 
has caused unfair competition and 
disrupted the market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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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Articles 

The revised Law represents China's continued 
effort to reform and improve its education 
system. The private education sector has 
been a fast-growing sector, and the revised 
law was promulgated as an attempt to catch 
up with the pace of the sector and specify 
some of the previous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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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ised Law does 
tighten control of the 
sector but is mainly 
targeting the private 
schools that follow and 
carry out compulsory 
education: 

02
Preventing "public" from 
turning into "private"

Article 7 stipulates: "A 
public school provid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shall 
not run or participate in 
running a privately-run 
school, nor shall it turn into 
a privately-run school".

Article 8 stipulates: "Local 
governments shall not u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r 
public educational 
resources to run or 
participate in running 
privately-run schools that 
provide compulsory 
education".

Prohibit the use of 
foreign textbooks

Article 29 stipulates: 
“Privately-run schools shall 
independently carry out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laws,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nd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ountry. 
The use of foreign 
(overseas) teaching 
materials shall conform to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ountry……A 
privately-run school offer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shall 
not use foreign (overseas) 
teach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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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hibit cross-district 
enrolment; prohibit 
subject entrance exams; 
prohibit recruiting 
students in advance into 
"private"

Article 31 stipulates: “A 
privately-run school offer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shall 
recruit students within the 
same area where the 
supervision and regulatory 
authorities locate.”; “A 
privately-run school offer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should not formally or 
informally organise any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should not enrol students in 
advance.”

Article 17 stipulates: “A 
privately-run school shall 
not recruit students during 
the period of 
establishment.”

Nationalitie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any other 
decision-making body

Article 25 stipulates: “The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Board of 
Directors or other forms of 
decision-making bodies of 
a privately-run school 
provid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shall have the 
nationali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shall 
have representatives 
appointed by th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Other 
Key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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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The severity of the 
violation of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has increased.

Teachers of public schools 
shall not take part-time 
jobs in privately-run 
schools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ir schools; 
this is targeting learning 
centres especially. 

Continued promo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will be an 
area of significant growth.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British-style 
school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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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Can you have foreign 
nationals in a school’s 
Board of Trustees, Board 
of Directors or other 
forms of decision-making 
bodies?

Will this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foreign 
investments in the 
Chinese private education 
sector?

Yes, only the chairman (负
责人)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Board of 
Directors or other forms of 
decision-making bodies 
must have Chinese 
nationality. One thing to 
note is that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chool shall be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decision-making organ or 
the principal of the school. 
If your principal is a foreign 
national,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decision-making bodies 
must be a Chinese national.

Despite tighter regulation, 
private education 
continues to be an integral 
subsector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with 
strong government 
support.

British schools can still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in accordance to the 
foreign investment law and 
any other relevant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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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5
How many British schools 
in China are for foreign 
nationals?

Does the Board of the 
British school need to 
include a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government 
regulatory body?

There are currently 53 
British independent schools 
in mainland China, and only 
15% are schools for foreign 
nationals. 

No, only Chinese private 
schools carrying out 
compulsory education 
would need to include a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government regulatory 
bodies i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any other 
decision-making body.

03
Can British schools still 
use foreign curriculums 
and textbooks?

Schools for children of 
foreign nationals can still 
use foreign curriculums and 
textbooks in accordance to 
the relevant provision of 
the country as it does not 
fall into the category of 
“private schools offer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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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Can British enterprises be 
involved in the running of 
a private school in China?

Foreign enterprise in China 
or social organisation 
controlled by a foreign 
party cannot run, 
participate in running or 
actually control a 
privately-run school 
offering Chinese 
compulsory education. 
Foreign enterprise can still 
be involv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other 
types of privately-run 
schools in accordance to 
the Foreign Investment 
Law in China.

06
Is the modification of this 
law another reflection of 
anti-foreign sentiment in 
China?

In 2020, there were 
186,700 private schools in 
China, with majority 
established by Chinese 
education companies. The 
Law is aimed at bringing in 
a more appropriate level of 
regulation into the 
domestic private education 
sector..



Venture Education is a UK-China educational consultancy 
that supports the continued growth and empowerment of 
quality education in both countries. This includes 
research, market entry advisory, business development, 
partnerships, and mergers & acquisitions. 

www.ventureeducation.org

If you feel Venture Education’s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regulations 
is not accurate or you would like to discuss these policies further please 
contact us at contact@ventureeducation.org.

venture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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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号

　　现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自����年�月�日起施行。

总理　李克强　　　　

����年�月�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年�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号公布　����年�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号
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民办教育促进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可以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各级各类民办学校；但是
，不得举办实施军事、警察、政治等特殊性质教育的民办学校。

　　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本条例所称国家财政性经费，是指财政拨款、依法取得并应当上缴国库或者财政专
户的财政性资金。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举办民办教育，保障民办学校依法办学、自主管
理，鼓励、引导民办学校提高质量、办出特色，满足多样化教育需求。

　　对于举办民办学校表现突出或者为发展民办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和表彰。

　　第四条　民办学校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教育公益性，对受教育
者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民办学校中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参与学校
重大决策并实施监督。

第二章　民办学校的设立

　　第五条　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可以单独或者联合举办民办学校。联合举办民办学校的，
应当签订联合办学协议，明确合作方式、各方权利义务和争议解决方式等。

　　国家鼓励以捐资、设立基金会等方式依法举办民办学校。以捐资等方式举办民办学校，无举办者的，其
办学过程中的举办者权责由发起人履行。

　　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外方为实际控制人的社会组织不得举办、参与举办或者实际控
制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举办其他类型民办学校的，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外商投资的规定。

　　第六条　举办民办学校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应当有良好的信用状况。举办民办学校可以用货币出资，
也可以用实物、建设用地使用权、知识产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
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第七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也不得转为民办学校。其他公办
学校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但是，实施职业教育的公办学校可以吸引企业的资本、技术、
管理等要素，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不得利用国家财政性经费，不得影响公办学校教学活动，不得
仅以品牌输出方式参与办学，并应当经其主管部门批准。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不得以管理费等方式取得或者变相取得办学收益。

　　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与公办学校相分离的校园、基
本教育教学设施和独立的专任教师队伍，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独立进行会计核算，独立招生，独立颁
发学业证书。

　　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公办学校依法享有举办者权益，依法履行国有资产管理义务。

　　第八条　地方人民政府不得利用国有企业、公办教育资源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

　　以国有资产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应当根据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定，聘请具有评估资格的
中介机构依法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合理确定出资额，并报对该国有资产负有监管职责的机构备案。

　　第九条　国家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民办学校。

　　第十条　举办民办学校，应当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民办学校存续期间，举办者不得抽逃出资，不
得挪用办学经费。

　　举办者可以依法募集资金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所募集资金应当主要用于办学，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民办学校及其举办者不得以赞助费等名目向学生、学生家长收取或者变相收
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

　　第十一条　举办者依法制定学校章程，负责推选民办学校首届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
的组成人员。

　　举办者可以依据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或者委派代表参加理事会、董事会或者
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并依据学校章程规定的权限行使相应的决策权、管理权。

　　第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变更的，应当签订变更协议，但不得涉及学校的法人财产，也不得影响学
校发展，不得损害师生权益；现有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变更的，可以根据其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与继任举办
者协议约定变更收益。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再具备法定条件的，应当在�个月内向审批机关提出变更；逾期不变更的，由审批
机关责令变更。

　　举办者为法人的，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举办民办学校的条件，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应当报主管部门备案并公示。

　　举办者变更，符合法定条件的，审批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办理。

　　第十三条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应当具备与其所开展办
学活动相适应的资金、人员、组织机构等条件与能力，并对所举办民办学校承担管理和监督职责。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向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提
供教材、课程、技术支持等服务以及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准和保
障机制。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应当保障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依法独立开展办学
活动，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不得改变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性
质，直接或者间接取得办学收益；也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

　　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实施学前教
育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十四条　实施国家认可的教育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职业技能等级考试等考试的机构，举办或者参
与举办与其所实施的考试相关的民办学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设立民办学校的审批权限，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实施义务教育的职责。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
符合当地义务教育发展规划。

　　第十六条　国家鼓励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

　　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符合国家互联网管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利用互联网
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的民办学校应当取得相应的办学许可。

　　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依法建立并落实互联网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
术措施，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
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外籍人员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遵守教育和外国人在华工作管理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

　　第十七条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在获得筹设批准书之日起�年内完成筹设的，可以提出正式设立申请。

　　民办学校在筹设期内不得招生。

　　第十八条　申请正式设立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的，审批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组织专家委员会评
议，由专家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

　　第十九条　民办学校的章程应当规定下列主要事项：

　　(一)学校的名称、住所、办学地址、法人属性；

　　(二)举办者的权利义务，举办者变更、权益转让的办法；

　　(三)办学宗旨、发展定位、层次、类型、规模、形式等；

　　(四)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资产的来源、性质等；

　　(五)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产生方法、人员构成、任期、议事规则等；

　　(六)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或者代表进入学校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程序；

　　(七)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八)学校自行终止的事由，剩余资产处置的办法与程序；

　　(九)章程修改程序。

　　民办学校应当将章程向社会公示，修订章程应当事先公告，征求利益相关方意见。完成修订后，报主管
部门备案或者核准。

　　第二十条　民办学校只能使用一个名称。

　　民办学校的名称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含有可能引发歧义
的文字或者含有可能误导公众的其他法人名称。营利性民办学校可以在学校牌匾、成绩单、毕业证书、结业
证书、学位证书及相关证明、招生广告和简章上使用经审批机关批准的法人简称。

　　第二十一条　民办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与学校类型、层次、办学规模相适应。民办学校正式设
立时，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缴足。

　　第二十二条　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审批机关应当颁发办学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

　　办学许可的期限应当与民办学校的办学层次和类型相适应。民办学校在许可期限内无违法违规行为的
，有效期届满可以自动延续、换领新证。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分
别制定。

　　第二十三条　民办学校增设校区应当向审批机关申请地址变更；设立分校应当向分校所在地审批机关
单独申请办学许可，并报原审批机关备案。

　　第二十四条　民办学校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法人登记，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办理。

第三章　民办学校的组织与活动

　　第二十五条　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中国境内定居，品行良好，无故意犯罪记录或者教育领域不良从业
记录。

　　民办学校法定代表人应当由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担任。

　　第二十六条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应当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校长、党组
织负责人、教职工代表等共同组成。鼓励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吸收社会公众代表
，根据需要设独立理事或者独立董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
人员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应当有审批机关委派的代表。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每年至少召开�次会议。经�/�以上组成人员提议，可
以召开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临时会议。讨论下列重大事项，应当经�/�以上组成人员同意
方可通过：

　　(一)变更举办者；

　　(二)聘任、解聘校长；

　　(三)修改学校章程；

　　(四)制定发展规划；

　　(五)审核预算、决算；

　　(六)决定学校的分立、合并、终止；

　　(七)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二十七条　民办学校应当设立监督机构。监督机构应当有党的基层组织代表，且教职工代表不少于
�/�。教职工人数少于��人的民办学校可以只设�至�名监事。

　　监督机构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学校章程对学校办学行为进行监督。监督机构负责人或者监事应当列席
学校决策机构会议。

　　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得兼任、担任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或者监
事。

　　第二十八条　民办学校校长依法独立行使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职权。

　　民办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由校长提出，报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批准。

　　第二十九条　民办学校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使用境外教材的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实施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自主设置专业、开
设课程、选用教材。

　　实施普通高中教育、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基于国家课程标准自主开设有特色的课程，实施教育教
学创新，自主设置的课程应当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实施学前教育的民办学校开展保育和教育活动，应当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设置、开发以游戏、活动
为主要形式的课程。

　　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与培训专业(职业、工种)相对
应的国家职业标准及相关职业培训要求开展培训活动，不得教唆、组织学员规避监管，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职
业资格证书、成绩证明等。

　　第三十条　民办学校应当按照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的承诺，开设相应课程，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
教育教学质量。

　　民办学校应当提供符合标准的校舍和教育教学设施设备。

　　第三十一条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可以在审
批机关核定的办学规模内，自主确定招生的标准和方式，与公办学校同期招生。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在审批机关管辖的区域内招生，纳入审批机关所在地统一管理。实施普
通高中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主要在学校所在设区的市范围内招生，符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
政部门有关规定的可以跨区域招生。招收接受高等学历教育学生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为外地的民办学校在本地招生
提供平等待遇，不得设置跨区域招生障碍实行地区封锁。

　　民办学校招收学生应当遵守招生规则，维护招生秩序，公开公平公正录取学生。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学科知识类入学考试，不得提前招生。

　　民办学校招收境外学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
审批同意后，可以获得相应的学位授予资格。

第四章　教师与受教育者

　　第三十三条　民办学校聘任的教师或者教学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或者其他相应的专业资格、
资质。

　　民办学校应当有一定数量的专任教师；其中，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配备专任教师。

　　鼓励民办学校创新教师聘任方式，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提高教学效率和水平。

　　第三十四条　民办学校自主招聘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并应当与所招聘人员依法签订劳动或者聘用合
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等。

　　民办学校聘任专任教师，在合同中除依法约定必备条款外，还应当对教师岗位及其职责要求、师德和业
务考核办法、福利待遇、培训和继续教育等事项作出约定。

　　公办学校教师未经所在学校同意不得在民办学校兼职。

　　民办学校聘任外籍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教师培训制度，为受聘教师接受相应的思想政治培训和业务培训提供
条件。

　　第三十六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按照学校登记的法人类型，按时足额支付工资，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国家鼓励民办学校按照有关规定为教职工建立职业年金或者企业年金等补
充养老保险。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从学费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专项资金或者基金，由学校

管理，用于教职工职业激励或者增加待遇保障。

　　第三十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幼儿园、中小学专任教师劳动、聘用合同备案
制度，建立统一档案，记录教师的教龄、工龄，在培训、考核、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表彰奖励、权利保护等方面，
统筹规划、统一管理，与公办幼儿园、中小学聘任的教师平等对待。

　　民办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完善管理制度，保证教师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的合理流动；指
导和监督民办学校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第三十八条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依法建立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并报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九条　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申请政府设立的有关科研项目、课题等，享有与同级
同类公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相关项目管理部门应当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科研项目
、课题资金。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社会优待、参加先进评选，以及获得助学贷
款、奖助学金等国家资助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学生资助、奖励制度，并按照不低于当地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标准，
从学费收入中提取相应资金用于资助、奖励学生。

　　第四十条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组织有关的评奖评优、文艺体
育活动和课题、项目招标，应当为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提供同等的机会。

第五章　民办学校的资产与财务管理

　　第四十一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
财务会计报告。

　　第四十二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办学成本核算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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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办学校参与举办、使用国有资
产或者接受政府生均经费补助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其收费制定最高限
价。

　　第四十三条　民办学校资产中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民办学校依法接受的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执行。

　　第四十四条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取费用、开展活动的资金往来，应当使用在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的账
户。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对该账户实施监督。

　　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入应当全部纳入学校开设的银行结算账户，办学结余分配应当在年度财务结算后进
行。

　　第四十五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与利益关联方进行交易。其他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进行
交易的，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允的原则，合理定价、规范决策，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学校利益和师生权益。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利益关联方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以及财政等有关部门应
当加强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签订协议的监管，并按年度对关联交易进行审查。

　　前款所称利益关联方是指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实际控制人、校长、理事、董事、监事、财务负责人等以及
与上述组织或者个人之间存在互相控制和影响关系、可能导致民办学校利益被转移的组织或者个人。

　　第四十六条　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民办学校应当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非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中，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净收
益中，按不低于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或者净收益的��%的比例提取发展基金，用于学校的发展。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民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根据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制度，健全日常
监管机制。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民办学校信用档案和举办者、校长执
业信用制度，对民办学校进行执法监督的情况和处罚、处理结果应当予以记录，由执法、监督人员签字后归
档，并依法依规公开执法监督结果。相关信用档案和信用记录依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

　　第四十八条　审批机关应当及时公开民办学校举办者情况、办学条件等审批信息。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分工，定期组织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民办
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四十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制定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民办学校的信息公示清单，
监督民办学校定期向社会公开办学条件、教育质量等有关信息。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相关信息。

　　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和鼓励民办学校依法建立行业组织，研究制定相应的质量标准，建立认证体系，制定
推广反映行业规律和特色要求的合同示范文本。

　　第五十条　民办学校终止的，应当交回办学许可证，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向社会公告。

　　民办学校自己要求终止的，应当提前�个月发布拟终止公告，依法依章程制定终止方案。

　　民办学校无实际招生、办学行为的，办学许可证到期后自然废止，由审批机关予以公告。民办学校自行
组织清算后，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对于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而被终止的民办学校，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第五十一条　国务院教育督导机构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应当对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法定职责的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依法对民办学校进行督导并公布督导结果，建立民办中小学、
幼儿园责任督学制度。

第七章　支持与奖励

　　第五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健全对民办学校的支持政策，优先扶持办学质量高、
特色明显、社会效益显著的民办学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生均经费等相关经费标准和支持政策，对非营利性
民办学校给予适当补助。

　　地方人民政府出租、转让闲置的国有资产应当优先扶持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五十三条　民办学校可以依法以捐赠者的姓名、名称命名学校的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
设施。捐赠者对民办学校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按照
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其他民办学校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可以以捐赠者的姓名或者名称作为学校校名。

　　第五十四条　民办学校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
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五十五条　地方人民政府在制定闲置校园综合利用方案时，应当考虑当地民办教育发展需求。

　　新建、扩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与公办学校同等原则，以划拨等方式给予用地优
惠。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使用土地，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依法以协议、招标、拍卖等方式供应
土地，也可以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方式供应土地，土地出让价款和租金可以在规定期限内
按合同约定分期缴纳。

　　第五十六条　在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举办的民办学校申请贷款用于学校自身发展的，
享受国家相关的信贷优惠政策。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用于支持民办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奖励举办者等。

　　国家鼓励社会力量依法设立民办教育发展方面的基金会或者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民办教育发展。

　　第五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服务的需要，
可以与民办学校签订协议，以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其承担相应教育任务。

　　委托民办学校承担普惠性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任务的，应当根据当地相关教育阶段
的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采取政府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支持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保障教师待遇。

　　第六十条　国家鼓励、支持保险机构设立适合民办学校的保险产品，探索建立行业互助保险等机制，为
民办学校重大事故处理、终止善后、教职工权益保障等事项提供风险保障。

　　金融机构可以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开发适合民办学校特点的金融产品。民办学校可以以未来经营收入、
知识产权等进行融资。

　　第六十一条　除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还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支持与奖励措施。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对现有民办学校实施分类管理改革时，应当充分考虑有关历史和现实情况
，保障受教育者、教职工和举办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及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
正，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办者或实
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
办者或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办学非法集资，或者收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的；

　　(二)未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挪用办学经费的；

　　(三)侵占学校法人财产或者非法从学校获取利益的；

　　(四)与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或者与其他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损害国家利益、学校
利益和师生权益的；

　　(五)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

　　(六)干扰学校办学秩序或者非法干预学校决策、管理的；

　　(七)擅自变更学校名称、层次、类型和举办者的；

　　(八)有其他危害学校稳定和安全、侵犯学校法人权利或者损害教职工、受教育者权益的行为的。

　　第六十三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给予处罚：

　　(一)违背国家教育方针，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或者未保障学校党组织履行职责的；

　　(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

　　(三)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未依法履行职责的；

　　(四)教学条件明显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教育教学质量低下，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五)校舍、其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六)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七)违反国家规定聘任、解聘教师，或者未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的；

　　(八)违反规定招生，或者在招生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九)超出办学许可范围，擅自改变办学地址或者设立分校的；

　　(十)未依法履行公示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有关材料、财务状况等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公示的材料不真实
的；

　　(十一)未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资产管理混乱，或者违反法
律、法规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的；

　　(十二)有其他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的行为的。

　　法律、行政法规对前款规定情形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四条　民办学校有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或者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违法情形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学校决策机
构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
长；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所举办或者实际控
制的民办学校疏于管理，造成恶劣影响的，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整顿；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发生同类问题的，�至�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
办学校，情节严重的，��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举办、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或者在民办学校筹设期内招生的，依照民办教
育促进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给予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现有民办学校，是指����年��月�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公布前设立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适用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自����年�月�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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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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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民办教育促进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可以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各级各类民办学校；但是
，不得举办实施军事、警察、政治等特殊性质教育的民办学校。

　　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本条例所称国家财政性经费，是指财政拨款、依法取得并应当上缴国库或者财政专
户的财政性资金。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举办民办教育，保障民办学校依法办学、自主管
理，鼓励、引导民办学校提高质量、办出特色，满足多样化教育需求。

　　对于举办民办学校表现突出或者为发展民办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和表彰。

　　第四条　民办学校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教育公益性，对受教育
者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民办学校中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参与学校
重大决策并实施监督。

第二章　民办学校的设立

　　第五条　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可以单独或者联合举办民办学校。联合举办民办学校的，
应当签订联合办学协议，明确合作方式、各方权利义务和争议解决方式等。

　　国家鼓励以捐资、设立基金会等方式依法举办民办学校。以捐资等方式举办民办学校，无举办者的，其
办学过程中的举办者权责由发起人履行。

　　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外方为实际控制人的社会组织不得举办、参与举办或者实际控
制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举办其他类型民办学校的，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外商投资的规定。

　　第六条　举办民办学校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应当有良好的信用状况。举办民办学校可以用货币出资，
也可以用实物、建设用地使用权、知识产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
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第七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也不得转为民办学校。其他公办
学校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但是，实施职业教育的公办学校可以吸引企业的资本、技术、
管理等要素，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不得利用国家财政性经费，不得影响公办学校教学活动，不得
仅以品牌输出方式参与办学，并应当经其主管部门批准。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不得以管理费等方式取得或者变相取得办学收益。

　　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与公办学校相分离的校园、基
本教育教学设施和独立的专任教师队伍，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独立进行会计核算，独立招生，独立颁
发学业证书。

　　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公办学校依法享有举办者权益，依法履行国有资产管理义务。

　　第八条　地方人民政府不得利用国有企业、公办教育资源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

　　以国有资产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应当根据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定，聘请具有评估资格的
中介机构依法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合理确定出资额，并报对该国有资产负有监管职责的机构备案。

　　第九条　国家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民办学校。

　　第十条　举办民办学校，应当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民办学校存续期间，举办者不得抽逃出资，不
得挪用办学经费。

　　举办者可以依法募集资金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所募集资金应当主要用于办学，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民办学校及其举办者不得以赞助费等名目向学生、学生家长收取或者变相收
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

　　第十一条　举办者依法制定学校章程，负责推选民办学校首届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
的组成人员。

　　举办者可以依据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或者委派代表参加理事会、董事会或者
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并依据学校章程规定的权限行使相应的决策权、管理权。

　　第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变更的，应当签订变更协议，但不得涉及学校的法人财产，也不得影响学
校发展，不得损害师生权益；现有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变更的，可以根据其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与继任举办
者协议约定变更收益。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再具备法定条件的，应当在�个月内向审批机关提出变更；逾期不变更的，由审批
机关责令变更。

　　举办者为法人的，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举办民办学校的条件，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应当报主管部门备案并公示。

　　举办者变更，符合法定条件的，审批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办理。

　　第十三条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应当具备与其所开展办
学活动相适应的资金、人员、组织机构等条件与能力，并对所举办民办学校承担管理和监督职责。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向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提
供教材、课程、技术支持等服务以及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准和保
障机制。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应当保障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依法独立开展办学
活动，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不得改变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性
质，直接或者间接取得办学收益；也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

　　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实施学前教
育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十四条　实施国家认可的教育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职业技能等级考试等考试的机构，举办或者参
与举办与其所实施的考试相关的民办学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设立民办学校的审批权限，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实施义务教育的职责。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
符合当地义务教育发展规划。

　　第十六条　国家鼓励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

　　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符合国家互联网管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利用互联网
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的民办学校应当取得相应的办学许可。

　　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依法建立并落实互联网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
术措施，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
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外籍人员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遵守教育和外国人在华工作管理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

　　第十七条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在获得筹设批准书之日起�年内完成筹设的，可以提出正式设立申请。

　　民办学校在筹设期内不得招生。

　　第十八条　申请正式设立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的，审批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组织专家委员会评
议，由专家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

　　第十九条　民办学校的章程应当规定下列主要事项：

　　(一)学校的名称、住所、办学地址、法人属性；

　　(二)举办者的权利义务，举办者变更、权益转让的办法；

　　(三)办学宗旨、发展定位、层次、类型、规模、形式等；

　　(四)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资产的来源、性质等；

　　(五)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产生方法、人员构成、任期、议事规则等；

　　(六)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或者代表进入学校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程序；

　　(七)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八)学校自行终止的事由，剩余资产处置的办法与程序；

　　(九)章程修改程序。

　　民办学校应当将章程向社会公示，修订章程应当事先公告，征求利益相关方意见。完成修订后，报主管
部门备案或者核准。

　　第二十条　民办学校只能使用一个名称。

　　民办学校的名称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含有可能引发歧义
的文字或者含有可能误导公众的其他法人名称。营利性民办学校可以在学校牌匾、成绩单、毕业证书、结业
证书、学位证书及相关证明、招生广告和简章上使用经审批机关批准的法人简称。

　　第二十一条　民办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与学校类型、层次、办学规模相适应。民办学校正式设
立时，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缴足。

　　第二十二条　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审批机关应当颁发办学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

　　办学许可的期限应当与民办学校的办学层次和类型相适应。民办学校在许可期限内无违法违规行为的
，有效期届满可以自动延续、换领新证。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分
别制定。

　　第二十三条　民办学校增设校区应当向审批机关申请地址变更；设立分校应当向分校所在地审批机关
单独申请办学许可，并报原审批机关备案。

　　第二十四条　民办学校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法人登记，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办理。

第三章　民办学校的组织与活动

　　第二十五条　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中国境内定居，品行良好，无故意犯罪记录或者教育领域不良从业
记录。

　　民办学校法定代表人应当由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担任。

　　第二十六条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应当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校长、党组
织负责人、教职工代表等共同组成。鼓励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吸收社会公众代表
，根据需要设独立理事或者独立董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
人员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应当有审批机关委派的代表。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每年至少召开�次会议。经�/�以上组成人员提议，可
以召开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临时会议。讨论下列重大事项，应当经�/�以上组成人员同意
方可通过：

　　(一)变更举办者；

　　(二)聘任、解聘校长；

　　(三)修改学校章程；

　　(四)制定发展规划；

　　(五)审核预算、决算；

　　(六)决定学校的分立、合并、终止；

　　(七)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二十七条　民办学校应当设立监督机构。监督机构应当有党的基层组织代表，且教职工代表不少于
�/�。教职工人数少于��人的民办学校可以只设�至�名监事。

　　监督机构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学校章程对学校办学行为进行监督。监督机构负责人或者监事应当列席
学校决策机构会议。

　　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得兼任、担任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或者监
事。

　　第二十八条　民办学校校长依法独立行使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职权。

　　民办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由校长提出，报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批准。

　　第二十九条　民办学校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使用境外教材的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实施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自主设置专业、开
设课程、选用教材。

　　实施普通高中教育、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基于国家课程标准自主开设有特色的课程，实施教育教
学创新，自主设置的课程应当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实施学前教育的民办学校开展保育和教育活动，应当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设置、开发以游戏、活动
为主要形式的课程。

　　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与培训专业(职业、工种)相对
应的国家职业标准及相关职业培训要求开展培训活动，不得教唆、组织学员规避监管，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职
业资格证书、成绩证明等。

　　第三十条　民办学校应当按照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的承诺，开设相应课程，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
教育教学质量。

　　民办学校应当提供符合标准的校舍和教育教学设施设备。

　　第三十一条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可以在审
批机关核定的办学规模内，自主确定招生的标准和方式，与公办学校同期招生。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在审批机关管辖的区域内招生，纳入审批机关所在地统一管理。实施普
通高中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主要在学校所在设区的市范围内招生，符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
政部门有关规定的可以跨区域招生。招收接受高等学历教育学生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为外地的民办学校在本地招生
提供平等待遇，不得设置跨区域招生障碍实行地区封锁。

　　民办学校招收学生应当遵守招生规则，维护招生秩序，公开公平公正录取学生。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学科知识类入学考试，不得提前招生。

　　民办学校招收境外学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
审批同意后，可以获得相应的学位授予资格。

第四章　教师与受教育者

　　第三十三条　民办学校聘任的教师或者教学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或者其他相应的专业资格、
资质。

　　民办学校应当有一定数量的专任教师；其中，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配备专任教师。

　　鼓励民办学校创新教师聘任方式，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提高教学效率和水平。

　　第三十四条　民办学校自主招聘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并应当与所招聘人员依法签订劳动或者聘用合
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等。

　　民办学校聘任专任教师，在合同中除依法约定必备条款外，还应当对教师岗位及其职责要求、师德和业
务考核办法、福利待遇、培训和继续教育等事项作出约定。

　　公办学校教师未经所在学校同意不得在民办学校兼职。

　　民办学校聘任外籍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教师培训制度，为受聘教师接受相应的思想政治培训和业务培训提供
条件。

　　第三十六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按照学校登记的法人类型，按时足额支付工资，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国家鼓励民办学校按照有关规定为教职工建立职业年金或者企业年金等补
充养老保险。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从学费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专项资金或者基金，由学校

管理，用于教职工职业激励或者增加待遇保障。

　　第三十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幼儿园、中小学专任教师劳动、聘用合同备案
制度，建立统一档案，记录教师的教龄、工龄，在培训、考核、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表彰奖励、权利保护等方面，
统筹规划、统一管理，与公办幼儿园、中小学聘任的教师平等对待。

　　民办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完善管理制度，保证教师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的合理流动；指
导和监督民办学校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第三十八条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依法建立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并报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九条　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申请政府设立的有关科研项目、课题等，享有与同级
同类公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相关项目管理部门应当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科研项目
、课题资金。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社会优待、参加先进评选，以及获得助学贷
款、奖助学金等国家资助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学生资助、奖励制度，并按照不低于当地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标准，
从学费收入中提取相应资金用于资助、奖励学生。

　　第四十条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组织有关的评奖评优、文艺体
育活动和课题、项目招标，应当为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提供同等的机会。

第五章　民办学校的资产与财务管理

　　第四十一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
财务会计报告。

　　第四十二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办学成本核算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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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办学校参与举办、使用国有资
产或者接受政府生均经费补助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其收费制定最高限
价。

　　第四十三条　民办学校资产中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民办学校依法接受的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执行。

　　第四十四条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取费用、开展活动的资金往来，应当使用在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的账
户。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对该账户实施监督。

　　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入应当全部纳入学校开设的银行结算账户，办学结余分配应当在年度财务结算后进
行。

　　第四十五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与利益关联方进行交易。其他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进行
交易的，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允的原则，合理定价、规范决策，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学校利益和师生权益。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利益关联方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以及财政等有关部门应
当加强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签订协议的监管，并按年度对关联交易进行审查。

　　前款所称利益关联方是指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实际控制人、校长、理事、董事、监事、财务负责人等以及
与上述组织或者个人之间存在互相控制和影响关系、可能导致民办学校利益被转移的组织或者个人。

　　第四十六条　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民办学校应当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非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中，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净收
益中，按不低于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或者净收益的��%的比例提取发展基金，用于学校的发展。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民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根据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制度，健全日常
监管机制。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民办学校信用档案和举办者、校长执
业信用制度，对民办学校进行执法监督的情况和处罚、处理结果应当予以记录，由执法、监督人员签字后归
档，并依法依规公开执法监督结果。相关信用档案和信用记录依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

　　第四十八条　审批机关应当及时公开民办学校举办者情况、办学条件等审批信息。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分工，定期组织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民办
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四十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制定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民办学校的信息公示清单，
监督民办学校定期向社会公开办学条件、教育质量等有关信息。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相关信息。

　　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和鼓励民办学校依法建立行业组织，研究制定相应的质量标准，建立认证体系，制定
推广反映行业规律和特色要求的合同示范文本。

　　第五十条　民办学校终止的，应当交回办学许可证，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向社会公告。

　　民办学校自己要求终止的，应当提前�个月发布拟终止公告，依法依章程制定终止方案。

　　民办学校无实际招生、办学行为的，办学许可证到期后自然废止，由审批机关予以公告。民办学校自行
组织清算后，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对于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而被终止的民办学校，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第五十一条　国务院教育督导机构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应当对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法定职责的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依法对民办学校进行督导并公布督导结果，建立民办中小学、
幼儿园责任督学制度。

第七章　支持与奖励

　　第五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健全对民办学校的支持政策，优先扶持办学质量高、
特色明显、社会效益显著的民办学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生均经费等相关经费标准和支持政策，对非营利性
民办学校给予适当补助。

　　地方人民政府出租、转让闲置的国有资产应当优先扶持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五十三条　民办学校可以依法以捐赠者的姓名、名称命名学校的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
设施。捐赠者对民办学校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按照
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其他民办学校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可以以捐赠者的姓名或者名称作为学校校名。

　　第五十四条　民办学校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
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五十五条　地方人民政府在制定闲置校园综合利用方案时，应当考虑当地民办教育发展需求。

　　新建、扩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与公办学校同等原则，以划拨等方式给予用地优
惠。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使用土地，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依法以协议、招标、拍卖等方式供应
土地，也可以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方式供应土地，土地出让价款和租金可以在规定期限内
按合同约定分期缴纳。

　　第五十六条　在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举办的民办学校申请贷款用于学校自身发展的，
享受国家相关的信贷优惠政策。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用于支持民办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奖励举办者等。

　　国家鼓励社会力量依法设立民办教育发展方面的基金会或者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民办教育发展。

　　第五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服务的需要，
可以与民办学校签订协议，以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其承担相应教育任务。

　　委托民办学校承担普惠性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任务的，应当根据当地相关教育阶段
的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采取政府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支持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保障教师待遇。

　　第六十条　国家鼓励、支持保险机构设立适合民办学校的保险产品，探索建立行业互助保险等机制，为
民办学校重大事故处理、终止善后、教职工权益保障等事项提供风险保障。

　　金融机构可以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开发适合民办学校特点的金融产品。民办学校可以以未来经营收入、
知识产权等进行融资。

　　第六十一条　除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还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支持与奖励措施。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对现有民办学校实施分类管理改革时，应当充分考虑有关历史和现实情况
，保障受教育者、教职工和举办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及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
正，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办者或实
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
办者或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办学非法集资，或者收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的；

　　(二)未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挪用办学经费的；

　　(三)侵占学校法人财产或者非法从学校获取利益的；

　　(四)与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或者与其他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损害国家利益、学校
利益和师生权益的；

　　(五)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

　　(六)干扰学校办学秩序或者非法干预学校决策、管理的；

　　(七)擅自变更学校名称、层次、类型和举办者的；

　　(八)有其他危害学校稳定和安全、侵犯学校法人权利或者损害教职工、受教育者权益的行为的。

　　第六十三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给予处罚：

　　(一)违背国家教育方针，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或者未保障学校党组织履行职责的；

　　(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

　　(三)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未依法履行职责的；

　　(四)教学条件明显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教育教学质量低下，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五)校舍、其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六)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七)违反国家规定聘任、解聘教师，或者未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的；

　　(八)违反规定招生，或者在招生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九)超出办学许可范围，擅自改变办学地址或者设立分校的；

　　(十)未依法履行公示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有关材料、财务状况等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公示的材料不真实
的；

　　(十一)未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资产管理混乱，或者违反法
律、法规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的；

　　(十二)有其他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的行为的。

　　法律、行政法规对前款规定情形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四条　民办学校有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或者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违法情形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学校决策机
构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
长；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所举办或者实际控
制的民办学校疏于管理，造成恶劣影响的，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整顿；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发生同类问题的，�至�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
办学校，情节严重的，��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举办、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或者在民办学校筹设期内招生的，依照民办教
育促进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给予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现有民办学校，是指����年��月�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公布前设立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适用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自����年�月�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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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公办学校依法享有举办者权益，依法履行国有资产管理义务。

　　第八条　地方人民政府不得利用国有企业、公办教育资源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

　　以国有资产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应当根据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定，聘请具有评估资格的
中介机构依法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合理确定出资额，并报对该国有资产负有监管职责的机构备案。

　　第九条　国家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民办学校。

　　第十条　举办民办学校，应当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民办学校存续期间，举办者不得抽逃出资，不
得挪用办学经费。

　　举办者可以依法募集资金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所募集资金应当主要用于办学，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民办学校及其举办者不得以赞助费等名目向学生、学生家长收取或者变相收
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

　　第十一条　举办者依法制定学校章程，负责推选民办学校首届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
的组成人员。

　　举办者可以依据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或者委派代表参加理事会、董事会或者
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并依据学校章程规定的权限行使相应的决策权、管理权。

　　第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变更的，应当签订变更协议，但不得涉及学校的法人财产，也不得影响学
校发展，不得损害师生权益；现有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变更的，可以根据其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与继任举办
者协议约定变更收益。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再具备法定条件的，应当在�个月内向审批机关提出变更；逾期不变更的，由审批
机关责令变更。

　　举办者为法人的，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举办民办学校的条件，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应当报主管部门备案并公示。

　　举办者变更，符合法定条件的，审批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办理。

　　第十三条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应当具备与其所开展办
学活动相适应的资金、人员、组织机构等条件与能力，并对所举办民办学校承担管理和监督职责。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向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提
供教材、课程、技术支持等服务以及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准和保
障机制。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应当保障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依法独立开展办学
活动，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不得改变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性
质，直接或者间接取得办学收益；也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

　　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实施学前教
育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十四条　实施国家认可的教育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职业技能等级考试等考试的机构，举办或者参
与举办与其所实施的考试相关的民办学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设立民办学校的审批权限，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实施义务教育的职责。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
符合当地义务教育发展规划。

　　第十六条　国家鼓励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

　　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符合国家互联网管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利用互联网
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的民办学校应当取得相应的办学许可。

　　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依法建立并落实互联网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
术措施，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
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外籍人员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遵守教育和外国人在华工作管理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

　　第十七条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在获得筹设批准书之日起�年内完成筹设的，可以提出正式设立申请。

　　民办学校在筹设期内不得招生。

　　第十八条　申请正式设立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的，审批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组织专家委员会评
议，由专家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

　　第十九条　民办学校的章程应当规定下列主要事项：

　　(一)学校的名称、住所、办学地址、法人属性；

　　(二)举办者的权利义务，举办者变更、权益转让的办法；

　　(三)办学宗旨、发展定位、层次、类型、规模、形式等；

　　(四)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资产的来源、性质等；

　　(五)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产生方法、人员构成、任期、议事规则等；

　　(六)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或者代表进入学校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程序；

　　(七)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八)学校自行终止的事由，剩余资产处置的办法与程序；

　　(九)章程修改程序。

　　民办学校应当将章程向社会公示，修订章程应当事先公告，征求利益相关方意见。完成修订后，报主管
部门备案或者核准。

　　第二十条　民办学校只能使用一个名称。

　　民办学校的名称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含有可能引发歧义
的文字或者含有可能误导公众的其他法人名称。营利性民办学校可以在学校牌匾、成绩单、毕业证书、结业
证书、学位证书及相关证明、招生广告和简章上使用经审批机关批准的法人简称。

　　第二十一条　民办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与学校类型、层次、办学规模相适应。民办学校正式设
立时，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缴足。

　　第二十二条　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审批机关应当颁发办学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

　　办学许可的期限应当与民办学校的办学层次和类型相适应。民办学校在许可期限内无违法违规行为的
，有效期届满可以自动延续、换领新证。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分
别制定。

　　第二十三条　民办学校增设校区应当向审批机关申请地址变更；设立分校应当向分校所在地审批机关
单独申请办学许可，并报原审批机关备案。

　　第二十四条　民办学校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法人登记，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办理。

第三章　民办学校的组织与活动

　　第二十五条　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中国境内定居，品行良好，无故意犯罪记录或者教育领域不良从业
记录。

　　民办学校法定代表人应当由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担任。

　　第二十六条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应当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校长、党组
织负责人、教职工代表等共同组成。鼓励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吸收社会公众代表
，根据需要设独立理事或者独立董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
人员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应当有审批机关委派的代表。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每年至少召开�次会议。经�/�以上组成人员提议，可
以召开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临时会议。讨论下列重大事项，应当经�/�以上组成人员同意
方可通过：

　　(一)变更举办者；

　　(二)聘任、解聘校长；

　　(三)修改学校章程；

　　(四)制定发展规划；

　　(五)审核预算、决算；

　　(六)决定学校的分立、合并、终止；

　　(七)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二十七条　民办学校应当设立监督机构。监督机构应当有党的基层组织代表，且教职工代表不少于
�/�。教职工人数少于��人的民办学校可以只设�至�名监事。

　　监督机构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学校章程对学校办学行为进行监督。监督机构负责人或者监事应当列席
学校决策机构会议。

　　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得兼任、担任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或者监
事。

　　第二十八条　民办学校校长依法独立行使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职权。

　　民办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由校长提出，报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批准。

　　第二十九条　民办学校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使用境外教材的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实施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自主设置专业、开
设课程、选用教材。

　　实施普通高中教育、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基于国家课程标准自主开设有特色的课程，实施教育教
学创新，自主设置的课程应当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实施学前教育的民办学校开展保育和教育活动，应当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设置、开发以游戏、活动
为主要形式的课程。

　　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与培训专业(职业、工种)相对
应的国家职业标准及相关职业培训要求开展培训活动，不得教唆、组织学员规避监管，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职
业资格证书、成绩证明等。

　　第三十条　民办学校应当按照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的承诺，开设相应课程，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
教育教学质量。

　　民办学校应当提供符合标准的校舍和教育教学设施设备。

　　第三十一条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可以在审
批机关核定的办学规模内，自主确定招生的标准和方式，与公办学校同期招生。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在审批机关管辖的区域内招生，纳入审批机关所在地统一管理。实施普
通高中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主要在学校所在设区的市范围内招生，符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
政部门有关规定的可以跨区域招生。招收接受高等学历教育学生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为外地的民办学校在本地招生
提供平等待遇，不得设置跨区域招生障碍实行地区封锁。

　　民办学校招收学生应当遵守招生规则，维护招生秩序，公开公平公正录取学生。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学科知识类入学考试，不得提前招生。

　　民办学校招收境外学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
审批同意后，可以获得相应的学位授予资格。

第四章　教师与受教育者

　　第三十三条　民办学校聘任的教师或者教学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或者其他相应的专业资格、
资质。

　　民办学校应当有一定数量的专任教师；其中，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配备专任教师。

　　鼓励民办学校创新教师聘任方式，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提高教学效率和水平。

　　第三十四条　民办学校自主招聘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并应当与所招聘人员依法签订劳动或者聘用合
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等。

　　民办学校聘任专任教师，在合同中除依法约定必备条款外，还应当对教师岗位及其职责要求、师德和业
务考核办法、福利待遇、培训和继续教育等事项作出约定。

　　公办学校教师未经所在学校同意不得在民办学校兼职。

　　民办学校聘任外籍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教师培训制度，为受聘教师接受相应的思想政治培训和业务培训提供
条件。

　　第三十六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按照学校登记的法人类型，按时足额支付工资，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国家鼓励民办学校按照有关规定为教职工建立职业年金或者企业年金等补
充养老保险。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从学费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专项资金或者基金，由学校

管理，用于教职工职业激励或者增加待遇保障。

　　第三十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幼儿园、中小学专任教师劳动、聘用合同备案
制度，建立统一档案，记录教师的教龄、工龄，在培训、考核、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表彰奖励、权利保护等方面，
统筹规划、统一管理，与公办幼儿园、中小学聘任的教师平等对待。

　　民办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完善管理制度，保证教师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的合理流动；指
导和监督民办学校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第三十八条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依法建立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并报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九条　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申请政府设立的有关科研项目、课题等，享有与同级
同类公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相关项目管理部门应当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科研项目
、课题资金。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社会优待、参加先进评选，以及获得助学贷
款、奖助学金等国家资助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学生资助、奖励制度，并按照不低于当地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标准，
从学费收入中提取相应资金用于资助、奖励学生。

　　第四十条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组织有关的评奖评优、文艺体
育活动和课题、项目招标，应当为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提供同等的机会。

第五章　民办学校的资产与财务管理

　　第四十一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
财务会计报告。

　　第四十二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办学成本核算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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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办学校参与举办、使用国有资
产或者接受政府生均经费补助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其收费制定最高限
价。

　　第四十三条　民办学校资产中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民办学校依法接受的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执行。

　　第四十四条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取费用、开展活动的资金往来，应当使用在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的账
户。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对该账户实施监督。

　　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入应当全部纳入学校开设的银行结算账户，办学结余分配应当在年度财务结算后进
行。

　　第四十五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与利益关联方进行交易。其他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进行
交易的，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允的原则，合理定价、规范决策，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学校利益和师生权益。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利益关联方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以及财政等有关部门应
当加强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签订协议的监管，并按年度对关联交易进行审查。

　　前款所称利益关联方是指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实际控制人、校长、理事、董事、监事、财务负责人等以及
与上述组织或者个人之间存在互相控制和影响关系、可能导致民办学校利益被转移的组织或者个人。

　　第四十六条　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民办学校应当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非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中，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净收
益中，按不低于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或者净收益的��%的比例提取发展基金，用于学校的发展。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民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根据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制度，健全日常
监管机制。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民办学校信用档案和举办者、校长执
业信用制度，对民办学校进行执法监督的情况和处罚、处理结果应当予以记录，由执法、监督人员签字后归
档，并依法依规公开执法监督结果。相关信用档案和信用记录依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

　　第四十八条　审批机关应当及时公开民办学校举办者情况、办学条件等审批信息。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分工，定期组织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民办
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四十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制定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民办学校的信息公示清单，
监督民办学校定期向社会公开办学条件、教育质量等有关信息。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相关信息。

　　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和鼓励民办学校依法建立行业组织，研究制定相应的质量标准，建立认证体系，制定
推广反映行业规律和特色要求的合同示范文本。

　　第五十条　民办学校终止的，应当交回办学许可证，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向社会公告。

　　民办学校自己要求终止的，应当提前�个月发布拟终止公告，依法依章程制定终止方案。

　　民办学校无实际招生、办学行为的，办学许可证到期后自然废止，由审批机关予以公告。民办学校自行
组织清算后，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对于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而被终止的民办学校，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第五十一条　国务院教育督导机构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应当对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法定职责的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依法对民办学校进行督导并公布督导结果，建立民办中小学、
幼儿园责任督学制度。

第七章　支持与奖励

　　第五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健全对民办学校的支持政策，优先扶持办学质量高、
特色明显、社会效益显著的民办学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生均经费等相关经费标准和支持政策，对非营利性
民办学校给予适当补助。

　　地方人民政府出租、转让闲置的国有资产应当优先扶持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五十三条　民办学校可以依法以捐赠者的姓名、名称命名学校的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
设施。捐赠者对民办学校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按照
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其他民办学校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可以以捐赠者的姓名或者名称作为学校校名。

　　第五十四条　民办学校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
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五十五条　地方人民政府在制定闲置校园综合利用方案时，应当考虑当地民办教育发展需求。

　　新建、扩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与公办学校同等原则，以划拨等方式给予用地优
惠。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使用土地，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依法以协议、招标、拍卖等方式供应
土地，也可以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方式供应土地，土地出让价款和租金可以在规定期限内
按合同约定分期缴纳。

　　第五十六条　在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举办的民办学校申请贷款用于学校自身发展的，
享受国家相关的信贷优惠政策。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用于支持民办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奖励举办者等。

　　国家鼓励社会力量依法设立民办教育发展方面的基金会或者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民办教育发展。

　　第五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服务的需要，
可以与民办学校签订协议，以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其承担相应教育任务。

　　委托民办学校承担普惠性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任务的，应当根据当地相关教育阶段
的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采取政府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支持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保障教师待遇。

　　第六十条　国家鼓励、支持保险机构设立适合民办学校的保险产品，探索建立行业互助保险等机制，为
民办学校重大事故处理、终止善后、教职工权益保障等事项提供风险保障。

　　金融机构可以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开发适合民办学校特点的金融产品。民办学校可以以未来经营收入、
知识产权等进行融资。

　　第六十一条　除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还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支持与奖励措施。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对现有民办学校实施分类管理改革时，应当充分考虑有关历史和现实情况
，保障受教育者、教职工和举办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及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
正，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办者或实
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
办者或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办学非法集资，或者收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的；

　　(二)未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挪用办学经费的；

　　(三)侵占学校法人财产或者非法从学校获取利益的；

　　(四)与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或者与其他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损害国家利益、学校
利益和师生权益的；

　　(五)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

　　(六)干扰学校办学秩序或者非法干预学校决策、管理的；

　　(七)擅自变更学校名称、层次、类型和举办者的；

　　(八)有其他危害学校稳定和安全、侵犯学校法人权利或者损害教职工、受教育者权益的行为的。

　　第六十三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给予处罚：

　　(一)违背国家教育方针，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或者未保障学校党组织履行职责的；

　　(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

　　(三)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未依法履行职责的；

　　(四)教学条件明显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教育教学质量低下，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五)校舍、其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六)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七)违反国家规定聘任、解聘教师，或者未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的；

　　(八)违反规定招生，或者在招生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九)超出办学许可范围，擅自改变办学地址或者设立分校的；

　　(十)未依法履行公示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有关材料、财务状况等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公示的材料不真实
的；

　　(十一)未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资产管理混乱，或者违反法
律、法规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的；

　　(十二)有其他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的行为的。

　　法律、行政法规对前款规定情形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四条　民办学校有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或者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违法情形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学校决策机
构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
长；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所举办或者实际控
制的民办学校疏于管理，造成恶劣影响的，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整顿；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发生同类问题的，�至�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
办学校，情节严重的，��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举办、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或者在民办学校筹设期内招生的，依照民办教
育促进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给予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现有民办学校，是指����年��月�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公布前设立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适用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自����年�月�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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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公办学校依法享有举办者权益，依法履行国有资产管理义务。

　　第八条　地方人民政府不得利用国有企业、公办教育资源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

　　以国有资产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应当根据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定，聘请具有评估资格的
中介机构依法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合理确定出资额，并报对该国有资产负有监管职责的机构备案。

　　第九条　国家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民办学校。

　　第十条　举办民办学校，应当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民办学校存续期间，举办者不得抽逃出资，不
得挪用办学经费。

　　举办者可以依法募集资金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所募集资金应当主要用于办学，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民办学校及其举办者不得以赞助费等名目向学生、学生家长收取或者变相收
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

　　第十一条　举办者依法制定学校章程，负责推选民办学校首届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
的组成人员。

　　举办者可以依据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或者委派代表参加理事会、董事会或者
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并依据学校章程规定的权限行使相应的决策权、管理权。

　　第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变更的，应当签订变更协议，但不得涉及学校的法人财产，也不得影响学
校发展，不得损害师生权益；现有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变更的，可以根据其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与继任举办
者协议约定变更收益。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再具备法定条件的，应当在�个月内向审批机关提出变更；逾期不变更的，由审批
机关责令变更。

　　举办者为法人的，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举办民办学校的条件，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应当报主管部门备案并公示。

　　举办者变更，符合法定条件的，审批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办理。

　　第十三条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应当具备与其所开展办
学活动相适应的资金、人员、组织机构等条件与能力，并对所举办民办学校承担管理和监督职责。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向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提
供教材、课程、技术支持等服务以及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准和保
障机制。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应当保障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依法独立开展办学
活动，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不得改变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性
质，直接或者间接取得办学收益；也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

　　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实施学前教
育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十四条　实施国家认可的教育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职业技能等级考试等考试的机构，举办或者参
与举办与其所实施的考试相关的民办学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设立民办学校的审批权限，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实施义务教育的职责。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
符合当地义务教育发展规划。

　　第十六条　国家鼓励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

　　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符合国家互联网管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利用互联网
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的民办学校应当取得相应的办学许可。

　　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依法建立并落实互联网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
术措施，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
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外籍人员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遵守教育和外国人在华工作管理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

　　第十七条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在获得筹设批准书之日起�年内完成筹设的，可以提出正式设立申请。

　　民办学校在筹设期内不得招生。

　　第十八条　申请正式设立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的，审批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组织专家委员会评
议，由专家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

　　第十九条　民办学校的章程应当规定下列主要事项：

　　(一)学校的名称、住所、办学地址、法人属性；

　　(二)举办者的权利义务，举办者变更、权益转让的办法；

　　(三)办学宗旨、发展定位、层次、类型、规模、形式等；

　　(四)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资产的来源、性质等；

　　(五)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产生方法、人员构成、任期、议事规则等；

　　(六)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或者代表进入学校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程序；

　　(七)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八)学校自行终止的事由，剩余资产处置的办法与程序；

　　(九)章程修改程序。

　　民办学校应当将章程向社会公示，修订章程应当事先公告，征求利益相关方意见。完成修订后，报主管
部门备案或者核准。

　　第二十条　民办学校只能使用一个名称。

　　民办学校的名称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含有可能引发歧义
的文字或者含有可能误导公众的其他法人名称。营利性民办学校可以在学校牌匾、成绩单、毕业证书、结业
证书、学位证书及相关证明、招生广告和简章上使用经审批机关批准的法人简称。

　　第二十一条　民办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与学校类型、层次、办学规模相适应。民办学校正式设
立时，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缴足。

　　第二十二条　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审批机关应当颁发办学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

　　办学许可的期限应当与民办学校的办学层次和类型相适应。民办学校在许可期限内无违法违规行为的
，有效期届满可以自动延续、换领新证。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分
别制定。

　　第二十三条　民办学校增设校区应当向审批机关申请地址变更；设立分校应当向分校所在地审批机关
单独申请办学许可，并报原审批机关备案。

　　第二十四条　民办学校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法人登记，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办理。

第三章　民办学校的组织与活动

　　第二十五条　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中国境内定居，品行良好，无故意犯罪记录或者教育领域不良从业
记录。

　　民办学校法定代表人应当由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担任。

　　第二十六条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应当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校长、党组
织负责人、教职工代表等共同组成。鼓励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吸收社会公众代表
，根据需要设独立理事或者独立董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
人员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应当有审批机关委派的代表。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每年至少召开�次会议。经�/�以上组成人员提议，可
以召开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临时会议。讨论下列重大事项，应当经�/�以上组成人员同意
方可通过：

　　(一)变更举办者；

　　(二)聘任、解聘校长；

　　(三)修改学校章程；

　　(四)制定发展规划；

　　(五)审核预算、决算；

　　(六)决定学校的分立、合并、终止；

　　(七)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二十七条　民办学校应当设立监督机构。监督机构应当有党的基层组织代表，且教职工代表不少于
�/�。教职工人数少于��人的民办学校可以只设�至�名监事。

　　监督机构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学校章程对学校办学行为进行监督。监督机构负责人或者监事应当列席
学校决策机构会议。

　　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得兼任、担任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或者监
事。

　　第二十八条　民办学校校长依法独立行使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职权。

　　民办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由校长提出，报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批准。

　　第二十九条　民办学校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使用境外教材的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实施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自主设置专业、开
设课程、选用教材。

　　实施普通高中教育、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基于国家课程标准自主开设有特色的课程，实施教育教
学创新，自主设置的课程应当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实施学前教育的民办学校开展保育和教育活动，应当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设置、开发以游戏、活动
为主要形式的课程。

　　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与培训专业(职业、工种)相对
应的国家职业标准及相关职业培训要求开展培训活动，不得教唆、组织学员规避监管，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职
业资格证书、成绩证明等。

　　第三十条　民办学校应当按照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的承诺，开设相应课程，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
教育教学质量。

　　民办学校应当提供符合标准的校舍和教育教学设施设备。

　　第三十一条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可以在审
批机关核定的办学规模内，自主确定招生的标准和方式，与公办学校同期招生。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在审批机关管辖的区域内招生，纳入审批机关所在地统一管理。实施普
通高中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主要在学校所在设区的市范围内招生，符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
政部门有关规定的可以跨区域招生。招收接受高等学历教育学生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为外地的民办学校在本地招生
提供平等待遇，不得设置跨区域招生障碍实行地区封锁。

　　民办学校招收学生应当遵守招生规则，维护招生秩序，公开公平公正录取学生。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学科知识类入学考试，不得提前招生。

　　民办学校招收境外学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
审批同意后，可以获得相应的学位授予资格。

第四章　教师与受教育者

　　第三十三条　民办学校聘任的教师或者教学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或者其他相应的专业资格、
资质。

　　民办学校应当有一定数量的专任教师；其中，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配备专任教师。

　　鼓励民办学校创新教师聘任方式，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提高教学效率和水平。

　　第三十四条　民办学校自主招聘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并应当与所招聘人员依法签订劳动或者聘用合
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等。

　　民办学校聘任专任教师，在合同中除依法约定必备条款外，还应当对教师岗位及其职责要求、师德和业
务考核办法、福利待遇、培训和继续教育等事项作出约定。

　　公办学校教师未经所在学校同意不得在民办学校兼职。

　　民办学校聘任外籍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教师培训制度，为受聘教师接受相应的思想政治培训和业务培训提供
条件。

　　第三十六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按照学校登记的法人类型，按时足额支付工资，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国家鼓励民办学校按照有关规定为教职工建立职业年金或者企业年金等补
充养老保险。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从学费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专项资金或者基金，由学校

管理，用于教职工职业激励或者增加待遇保障。

　　第三十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幼儿园、中小学专任教师劳动、聘用合同备案
制度，建立统一档案，记录教师的教龄、工龄，在培训、考核、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表彰奖励、权利保护等方面，
统筹规划、统一管理，与公办幼儿园、中小学聘任的教师平等对待。

　　民办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完善管理制度，保证教师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的合理流动；指
导和监督民办学校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第三十八条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依法建立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并报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九条　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申请政府设立的有关科研项目、课题等，享有与同级
同类公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相关项目管理部门应当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科研项目
、课题资金。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社会优待、参加先进评选，以及获得助学贷
款、奖助学金等国家资助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学生资助、奖励制度，并按照不低于当地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标准，
从学费收入中提取相应资金用于资助、奖励学生。

　　第四十条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组织有关的评奖评优、文艺体
育活动和课题、项目招标，应当为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提供同等的机会。

第五章　民办学校的资产与财务管理

　　第四十一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
财务会计报告。

　　第四十二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办学成本核算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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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办学校参与举办、使用国有资
产或者接受政府生均经费补助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其收费制定最高限
价。

　　第四十三条　民办学校资产中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民办学校依法接受的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执行。

　　第四十四条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取费用、开展活动的资金往来，应当使用在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的账
户。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对该账户实施监督。

　　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入应当全部纳入学校开设的银行结算账户，办学结余分配应当在年度财务结算后进
行。

　　第四十五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与利益关联方进行交易。其他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进行
交易的，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允的原则，合理定价、规范决策，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学校利益和师生权益。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利益关联方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以及财政等有关部门应
当加强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签订协议的监管，并按年度对关联交易进行审查。

　　前款所称利益关联方是指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实际控制人、校长、理事、董事、监事、财务负责人等以及
与上述组织或者个人之间存在互相控制和影响关系、可能导致民办学校利益被转移的组织或者个人。

　　第四十六条　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民办学校应当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非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中，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净收
益中，按不低于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或者净收益的��%的比例提取发展基金，用于学校的发展。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民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根据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制度，健全日常
监管机制。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民办学校信用档案和举办者、校长执
业信用制度，对民办学校进行执法监督的情况和处罚、处理结果应当予以记录，由执法、监督人员签字后归
档，并依法依规公开执法监督结果。相关信用档案和信用记录依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

　　第四十八条　审批机关应当及时公开民办学校举办者情况、办学条件等审批信息。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分工，定期组织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民办
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四十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制定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民办学校的信息公示清单，
监督民办学校定期向社会公开办学条件、教育质量等有关信息。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相关信息。

　　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和鼓励民办学校依法建立行业组织，研究制定相应的质量标准，建立认证体系，制定
推广反映行业规律和特色要求的合同示范文本。

　　第五十条　民办学校终止的，应当交回办学许可证，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向社会公告。

　　民办学校自己要求终止的，应当提前�个月发布拟终止公告，依法依章程制定终止方案。

　　民办学校无实际招生、办学行为的，办学许可证到期后自然废止，由审批机关予以公告。民办学校自行
组织清算后，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对于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而被终止的民办学校，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第五十一条　国务院教育督导机构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应当对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法定职责的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依法对民办学校进行督导并公布督导结果，建立民办中小学、
幼儿园责任督学制度。

第七章　支持与奖励

　　第五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健全对民办学校的支持政策，优先扶持办学质量高、
特色明显、社会效益显著的民办学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生均经费等相关经费标准和支持政策，对非营利性
民办学校给予适当补助。

　　地方人民政府出租、转让闲置的国有资产应当优先扶持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五十三条　民办学校可以依法以捐赠者的姓名、名称命名学校的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
设施。捐赠者对民办学校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按照
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其他民办学校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可以以捐赠者的姓名或者名称作为学校校名。

　　第五十四条　民办学校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
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五十五条　地方人民政府在制定闲置校园综合利用方案时，应当考虑当地民办教育发展需求。

　　新建、扩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与公办学校同等原则，以划拨等方式给予用地优
惠。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使用土地，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依法以协议、招标、拍卖等方式供应
土地，也可以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方式供应土地，土地出让价款和租金可以在规定期限内
按合同约定分期缴纳。

　　第五十六条　在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举办的民办学校申请贷款用于学校自身发展的，
享受国家相关的信贷优惠政策。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用于支持民办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奖励举办者等。

　　国家鼓励社会力量依法设立民办教育发展方面的基金会或者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民办教育发展。

　　第五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服务的需要，
可以与民办学校签订协议，以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其承担相应教育任务。

　　委托民办学校承担普惠性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任务的，应当根据当地相关教育阶段
的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采取政府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支持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保障教师待遇。

　　第六十条　国家鼓励、支持保险机构设立适合民办学校的保险产品，探索建立行业互助保险等机制，为
民办学校重大事故处理、终止善后、教职工权益保障等事项提供风险保障。

　　金融机构可以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开发适合民办学校特点的金融产品。民办学校可以以未来经营收入、
知识产权等进行融资。

　　第六十一条　除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还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支持与奖励措施。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对现有民办学校实施分类管理改革时，应当充分考虑有关历史和现实情况
，保障受教育者、教职工和举办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及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
正，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办者或实
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
办者或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办学非法集资，或者收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的；

　　(二)未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挪用办学经费的；

　　(三)侵占学校法人财产或者非法从学校获取利益的；

　　(四)与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或者与其他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损害国家利益、学校
利益和师生权益的；

　　(五)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

　　(六)干扰学校办学秩序或者非法干预学校决策、管理的；

　　(七)擅自变更学校名称、层次、类型和举办者的；

　　(八)有其他危害学校稳定和安全、侵犯学校法人权利或者损害教职工、受教育者权益的行为的。

　　第六十三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给予处罚：

　　(一)违背国家教育方针，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或者未保障学校党组织履行职责的；

　　(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

　　(三)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未依法履行职责的；

　　(四)教学条件明显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教育教学质量低下，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五)校舍、其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六)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七)违反国家规定聘任、解聘教师，或者未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的；

　　(八)违反规定招生，或者在招生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九)超出办学许可范围，擅自改变办学地址或者设立分校的；

　　(十)未依法履行公示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有关材料、财务状况等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公示的材料不真实
的；

　　(十一)未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资产管理混乱，或者违反法
律、法规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的；

　　(十二)有其他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的行为的。

　　法律、行政法规对前款规定情形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四条　民办学校有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或者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违法情形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学校决策机
构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
长；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所举办或者实际控
制的民办学校疏于管理，造成恶劣影响的，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整顿；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发生同类问题的，�至�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
办学校，情节严重的，��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举办、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或者在民办学校筹设期内招生的，依照民办教
育促进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给予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现有民办学校，是指����年��月�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公布前设立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适用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自����年�月�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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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公办学校依法享有举办者权益，依法履行国有资产管理义务。

　　第八条　地方人民政府不得利用国有企业、公办教育资源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

　　以国有资产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应当根据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定，聘请具有评估资格的
中介机构依法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合理确定出资额，并报对该国有资产负有监管职责的机构备案。

　　第九条　国家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民办学校。

　　第十条　举办民办学校，应当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民办学校存续期间，举办者不得抽逃出资，不
得挪用办学经费。

　　举办者可以依法募集资金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所募集资金应当主要用于办学，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民办学校及其举办者不得以赞助费等名目向学生、学生家长收取或者变相收
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

　　第十一条　举办者依法制定学校章程，负责推选民办学校首届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
的组成人员。

　　举办者可以依据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或者委派代表参加理事会、董事会或者
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并依据学校章程规定的权限行使相应的决策权、管理权。

　　第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变更的，应当签订变更协议，但不得涉及学校的法人财产，也不得影响学
校发展，不得损害师生权益；现有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变更的，可以根据其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与继任举办
者协议约定变更收益。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再具备法定条件的，应当在�个月内向审批机关提出变更；逾期不变更的，由审批
机关责令变更。

　　举办者为法人的，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举办民办学校的条件，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应当报主管部门备案并公示。

　　举办者变更，符合法定条件的，审批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办理。

　　第十三条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应当具备与其所开展办
学活动相适应的资金、人员、组织机构等条件与能力，并对所举办民办学校承担管理和监督职责。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向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提
供教材、课程、技术支持等服务以及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准和保
障机制。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应当保障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依法独立开展办学
活动，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不得改变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性
质，直接或者间接取得办学收益；也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

　　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实施学前教
育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十四条　实施国家认可的教育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职业技能等级考试等考试的机构，举办或者参
与举办与其所实施的考试相关的民办学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设立民办学校的审批权限，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实施义务教育的职责。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
符合当地义务教育发展规划。

　　第十六条　国家鼓励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

　　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符合国家互联网管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利用互联网
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的民办学校应当取得相应的办学许可。

　　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依法建立并落实互联网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
术措施，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
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外籍人员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遵守教育和外国人在华工作管理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

　　第十七条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在获得筹设批准书之日起�年内完成筹设的，可以提出正式设立申请。

　　民办学校在筹设期内不得招生。

　　第十八条　申请正式设立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的，审批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组织专家委员会评
议，由专家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

　　第十九条　民办学校的章程应当规定下列主要事项：

　　(一)学校的名称、住所、办学地址、法人属性；

　　(二)举办者的权利义务，举办者变更、权益转让的办法；

　　(三)办学宗旨、发展定位、层次、类型、规模、形式等；

　　(四)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资产的来源、性质等；

　　(五)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产生方法、人员构成、任期、议事规则等；

　　(六)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或者代表进入学校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程序；

　　(七)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八)学校自行终止的事由，剩余资产处置的办法与程序；

　　(九)章程修改程序。

　　民办学校应当将章程向社会公示，修订章程应当事先公告，征求利益相关方意见。完成修订后，报主管
部门备案或者核准。

　　第二十条　民办学校只能使用一个名称。

　　民办学校的名称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含有可能引发歧义
的文字或者含有可能误导公众的其他法人名称。营利性民办学校可以在学校牌匾、成绩单、毕业证书、结业
证书、学位证书及相关证明、招生广告和简章上使用经审批机关批准的法人简称。

　　第二十一条　民办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与学校类型、层次、办学规模相适应。民办学校正式设
立时，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缴足。

　　第二十二条　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审批机关应当颁发办学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

　　办学许可的期限应当与民办学校的办学层次和类型相适应。民办学校在许可期限内无违法违规行为的
，有效期届满可以自动延续、换领新证。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分
别制定。

　　第二十三条　民办学校增设校区应当向审批机关申请地址变更；设立分校应当向分校所在地审批机关
单独申请办学许可，并报原审批机关备案。

　　第二十四条　民办学校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法人登记，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办理。

第三章　民办学校的组织与活动

　　第二十五条　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中国境内定居，品行良好，无故意犯罪记录或者教育领域不良从业
记录。

　　民办学校法定代表人应当由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担任。

　　第二十六条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应当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校长、党组
织负责人、教职工代表等共同组成。鼓励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吸收社会公众代表
，根据需要设独立理事或者独立董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
人员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应当有审批机关委派的代表。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每年至少召开�次会议。经�/�以上组成人员提议，可
以召开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临时会议。讨论下列重大事项，应当经�/�以上组成人员同意
方可通过：

　　(一)变更举办者；

　　(二)聘任、解聘校长；

　　(三)修改学校章程；

　　(四)制定发展规划；

　　(五)审核预算、决算；

　　(六)决定学校的分立、合并、终止；

　　(七)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二十七条　民办学校应当设立监督机构。监督机构应当有党的基层组织代表，且教职工代表不少于
�/�。教职工人数少于��人的民办学校可以只设�至�名监事。

　　监督机构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学校章程对学校办学行为进行监督。监督机构负责人或者监事应当列席
学校决策机构会议。

　　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得兼任、担任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或者监
事。

　　第二十八条　民办学校校长依法独立行使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职权。

　　民办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由校长提出，报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批准。

　　第二十九条　民办学校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使用境外教材的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实施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自主设置专业、开
设课程、选用教材。

　　实施普通高中教育、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基于国家课程标准自主开设有特色的课程，实施教育教
学创新，自主设置的课程应当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实施学前教育的民办学校开展保育和教育活动，应当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设置、开发以游戏、活动
为主要形式的课程。

　　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与培训专业(职业、工种)相对
应的国家职业标准及相关职业培训要求开展培训活动，不得教唆、组织学员规避监管，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职
业资格证书、成绩证明等。

　　第三十条　民办学校应当按照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的承诺，开设相应课程，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
教育教学质量。

　　民办学校应当提供符合标准的校舍和教育教学设施设备。

　　第三十一条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可以在审
批机关核定的办学规模内，自主确定招生的标准和方式，与公办学校同期招生。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在审批机关管辖的区域内招生，纳入审批机关所在地统一管理。实施普
通高中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主要在学校所在设区的市范围内招生，符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
政部门有关规定的可以跨区域招生。招收接受高等学历教育学生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为外地的民办学校在本地招生
提供平等待遇，不得设置跨区域招生障碍实行地区封锁。

　　民办学校招收学生应当遵守招生规则，维护招生秩序，公开公平公正录取学生。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学科知识类入学考试，不得提前招生。

　　民办学校招收境外学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
审批同意后，可以获得相应的学位授予资格。

第四章　教师与受教育者

　　第三十三条　民办学校聘任的教师或者教学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或者其他相应的专业资格、
资质。

　　民办学校应当有一定数量的专任教师；其中，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配备专任教师。

　　鼓励民办学校创新教师聘任方式，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提高教学效率和水平。

　　第三十四条　民办学校自主招聘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并应当与所招聘人员依法签订劳动或者聘用合
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等。

　　民办学校聘任专任教师，在合同中除依法约定必备条款外，还应当对教师岗位及其职责要求、师德和业
务考核办法、福利待遇、培训和继续教育等事项作出约定。

　　公办学校教师未经所在学校同意不得在民办学校兼职。

　　民办学校聘任外籍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教师培训制度，为受聘教师接受相应的思想政治培训和业务培训提供
条件。

　　第三十六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按照学校登记的法人类型，按时足额支付工资，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国家鼓励民办学校按照有关规定为教职工建立职业年金或者企业年金等补
充养老保险。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从学费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专项资金或者基金，由学校

管理，用于教职工职业激励或者增加待遇保障。

　　第三十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幼儿园、中小学专任教师劳动、聘用合同备案
制度，建立统一档案，记录教师的教龄、工龄，在培训、考核、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表彰奖励、权利保护等方面，
统筹规划、统一管理，与公办幼儿园、中小学聘任的教师平等对待。

　　民办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完善管理制度，保证教师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的合理流动；指
导和监督民办学校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第三十八条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依法建立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并报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九条　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申请政府设立的有关科研项目、课题等，享有与同级
同类公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相关项目管理部门应当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科研项目
、课题资金。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社会优待、参加先进评选，以及获得助学贷
款、奖助学金等国家资助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学生资助、奖励制度，并按照不低于当地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标准，
从学费收入中提取相应资金用于资助、奖励学生。

　　第四十条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组织有关的评奖评优、文艺体
育活动和课题、项目招标，应当为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提供同等的机会。

第五章　民办学校的资产与财务管理

　　第四十一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
财务会计报告。

　　第四十二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办学成本核算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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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办学校参与举办、使用国有资
产或者接受政府生均经费补助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其收费制定最高限
价。

　　第四十三条　民办学校资产中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民办学校依法接受的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执行。

　　第四十四条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取费用、开展活动的资金往来，应当使用在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的账
户。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对该账户实施监督。

　　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入应当全部纳入学校开设的银行结算账户，办学结余分配应当在年度财务结算后进
行。

　　第四十五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与利益关联方进行交易。其他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进行
交易的，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允的原则，合理定价、规范决策，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学校利益和师生权益。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利益关联方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以及财政等有关部门应
当加强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签订协议的监管，并按年度对关联交易进行审查。

　　前款所称利益关联方是指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实际控制人、校长、理事、董事、监事、财务负责人等以及
与上述组织或者个人之间存在互相控制和影响关系、可能导致民办学校利益被转移的组织或者个人。

　　第四十六条　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民办学校应当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非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中，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净收
益中，按不低于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或者净收益的��%的比例提取发展基金，用于学校的发展。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民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根据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制度，健全日常
监管机制。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民办学校信用档案和举办者、校长执
业信用制度，对民办学校进行执法监督的情况和处罚、处理结果应当予以记录，由执法、监督人员签字后归
档，并依法依规公开执法监督结果。相关信用档案和信用记录依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

　　第四十八条　审批机关应当及时公开民办学校举办者情况、办学条件等审批信息。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分工，定期组织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民办
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四十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制定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民办学校的信息公示清单，
监督民办学校定期向社会公开办学条件、教育质量等有关信息。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相关信息。

　　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和鼓励民办学校依法建立行业组织，研究制定相应的质量标准，建立认证体系，制定
推广反映行业规律和特色要求的合同示范文本。

　　第五十条　民办学校终止的，应当交回办学许可证，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向社会公告。

　　民办学校自己要求终止的，应当提前�个月发布拟终止公告，依法依章程制定终止方案。

　　民办学校无实际招生、办学行为的，办学许可证到期后自然废止，由审批机关予以公告。民办学校自行
组织清算后，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对于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而被终止的民办学校，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第五十一条　国务院教育督导机构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应当对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法定职责的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依法对民办学校进行督导并公布督导结果，建立民办中小学、
幼儿园责任督学制度。

第七章　支持与奖励

　　第五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健全对民办学校的支持政策，优先扶持办学质量高、
特色明显、社会效益显著的民办学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生均经费等相关经费标准和支持政策，对非营利性
民办学校给予适当补助。

　　地方人民政府出租、转让闲置的国有资产应当优先扶持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五十三条　民办学校可以依法以捐赠者的姓名、名称命名学校的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
设施。捐赠者对民办学校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按照
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其他民办学校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可以以捐赠者的姓名或者名称作为学校校名。

　　第五十四条　民办学校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
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五十五条　地方人民政府在制定闲置校园综合利用方案时，应当考虑当地民办教育发展需求。

　　新建、扩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与公办学校同等原则，以划拨等方式给予用地优
惠。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使用土地，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依法以协议、招标、拍卖等方式供应
土地，也可以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方式供应土地，土地出让价款和租金可以在规定期限内
按合同约定分期缴纳。

　　第五十六条　在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举办的民办学校申请贷款用于学校自身发展的，
享受国家相关的信贷优惠政策。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用于支持民办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奖励举办者等。

　　国家鼓励社会力量依法设立民办教育发展方面的基金会或者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民办教育发展。

　　第五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服务的需要，
可以与民办学校签订协议，以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其承担相应教育任务。

　　委托民办学校承担普惠性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任务的，应当根据当地相关教育阶段
的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采取政府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支持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保障教师待遇。

　　第六十条　国家鼓励、支持保险机构设立适合民办学校的保险产品，探索建立行业互助保险等机制，为
民办学校重大事故处理、终止善后、教职工权益保障等事项提供风险保障。

　　金融机构可以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开发适合民办学校特点的金融产品。民办学校可以以未来经营收入、
知识产权等进行融资。

　　第六十一条　除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还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支持与奖励措施。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对现有民办学校实施分类管理改革时，应当充分考虑有关历史和现实情况
，保障受教育者、教职工和举办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及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
正，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办者或实
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
办者或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办学非法集资，或者收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的；

　　(二)未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挪用办学经费的；

　　(三)侵占学校法人财产或者非法从学校获取利益的；

　　(四)与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或者与其他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损害国家利益、学校
利益和师生权益的；

　　(五)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

　　(六)干扰学校办学秩序或者非法干预学校决策、管理的；

　　(七)擅自变更学校名称、层次、类型和举办者的；

　　(八)有其他危害学校稳定和安全、侵犯学校法人权利或者损害教职工、受教育者权益的行为的。

　　第六十三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给予处罚：

　　(一)违背国家教育方针，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或者未保障学校党组织履行职责的；

　　(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

　　(三)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未依法履行职责的；

　　(四)教学条件明显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教育教学质量低下，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五)校舍、其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六)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七)违反国家规定聘任、解聘教师，或者未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的；

　　(八)违反规定招生，或者在招生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九)超出办学许可范围，擅自改变办学地址或者设立分校的；

　　(十)未依法履行公示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有关材料、财务状况等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公示的材料不真实
的；

　　(十一)未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资产管理混乱，或者违反法
律、法规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的；

　　(十二)有其他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的行为的。

　　法律、行政法规对前款规定情形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四条　民办学校有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或者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违法情形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学校决策机
构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
长；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所举办或者实际控
制的民办学校疏于管理，造成恶劣影响的，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整顿；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发生同类问题的，�至�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
办学校，情节严重的，��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举办、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或者在民办学校筹设期内招生的，依照民办教
育促进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给予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现有民办学校，是指����年��月�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公布前设立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适用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自����年�月�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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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公办学校依法享有举办者权益，依法履行国有资产管理义务。

　　第八条　地方人民政府不得利用国有企业、公办教育资源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

　　以国有资产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应当根据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定，聘请具有评估资格的
中介机构依法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合理确定出资额，并报对该国有资产负有监管职责的机构备案。

　　第九条　国家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民办学校。

　　第十条　举办民办学校，应当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民办学校存续期间，举办者不得抽逃出资，不
得挪用办学经费。

　　举办者可以依法募集资金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所募集资金应当主要用于办学，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民办学校及其举办者不得以赞助费等名目向学生、学生家长收取或者变相收
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

　　第十一条　举办者依法制定学校章程，负责推选民办学校首届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
的组成人员。

　　举办者可以依据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或者委派代表参加理事会、董事会或者
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并依据学校章程规定的权限行使相应的决策权、管理权。

　　第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变更的，应当签订变更协议，但不得涉及学校的法人财产，也不得影响学
校发展，不得损害师生权益；现有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变更的，可以根据其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与继任举办
者协议约定变更收益。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再具备法定条件的，应当在�个月内向审批机关提出变更；逾期不变更的，由审批
机关责令变更。

　　举办者为法人的，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举办民办学校的条件，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应当报主管部门备案并公示。

　　举办者变更，符合法定条件的，审批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办理。

　　第十三条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应当具备与其所开展办
学活动相适应的资金、人员、组织机构等条件与能力，并对所举办民办学校承担管理和监督职责。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向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提
供教材、课程、技术支持等服务以及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准和保
障机制。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应当保障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依法独立开展办学
活动，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不得改变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性
质，直接或者间接取得办学收益；也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

　　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实施学前教
育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十四条　实施国家认可的教育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职业技能等级考试等考试的机构，举办或者参
与举办与其所实施的考试相关的民办学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设立民办学校的审批权限，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实施义务教育的职责。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
符合当地义务教育发展规划。

　　第十六条　国家鼓励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

　　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符合国家互联网管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利用互联网
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的民办学校应当取得相应的办学许可。

　　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依法建立并落实互联网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
术措施，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
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外籍人员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遵守教育和外国人在华工作管理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

　　第十七条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在获得筹设批准书之日起�年内完成筹设的，可以提出正式设立申请。

　　民办学校在筹设期内不得招生。

　　第十八条　申请正式设立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的，审批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组织专家委员会评
议，由专家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

　　第十九条　民办学校的章程应当规定下列主要事项：

　　(一)学校的名称、住所、办学地址、法人属性；

　　(二)举办者的权利义务，举办者变更、权益转让的办法；

　　(三)办学宗旨、发展定位、层次、类型、规模、形式等；

　　(四)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资产的来源、性质等；

　　(五)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产生方法、人员构成、任期、议事规则等；

　　(六)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或者代表进入学校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程序；

　　(七)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八)学校自行终止的事由，剩余资产处置的办法与程序；

　　(九)章程修改程序。

　　民办学校应当将章程向社会公示，修订章程应当事先公告，征求利益相关方意见。完成修订后，报主管
部门备案或者核准。

　　第二十条　民办学校只能使用一个名称。

　　民办学校的名称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含有可能引发歧义
的文字或者含有可能误导公众的其他法人名称。营利性民办学校可以在学校牌匾、成绩单、毕业证书、结业
证书、学位证书及相关证明、招生广告和简章上使用经审批机关批准的法人简称。

　　第二十一条　民办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与学校类型、层次、办学规模相适应。民办学校正式设
立时，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缴足。

　　第二十二条　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审批机关应当颁发办学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

　　办学许可的期限应当与民办学校的办学层次和类型相适应。民办学校在许可期限内无违法违规行为的
，有效期届满可以自动延续、换领新证。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分
别制定。

　　第二十三条　民办学校增设校区应当向审批机关申请地址变更；设立分校应当向分校所在地审批机关
单独申请办学许可，并报原审批机关备案。

　　第二十四条　民办学校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法人登记，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办理。

第三章　民办学校的组织与活动

　　第二十五条　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中国境内定居，品行良好，无故意犯罪记录或者教育领域不良从业
记录。

　　民办学校法定代表人应当由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担任。

　　第二十六条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应当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校长、党组
织负责人、教职工代表等共同组成。鼓励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吸收社会公众代表
，根据需要设独立理事或者独立董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
人员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应当有审批机关委派的代表。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每年至少召开�次会议。经�/�以上组成人员提议，可
以召开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临时会议。讨论下列重大事项，应当经�/�以上组成人员同意
方可通过：

　　(一)变更举办者；

　　(二)聘任、解聘校长；

　　(三)修改学校章程；

　　(四)制定发展规划；

　　(五)审核预算、决算；

　　(六)决定学校的分立、合并、终止；

　　(七)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二十七条　民办学校应当设立监督机构。监督机构应当有党的基层组织代表，且教职工代表不少于
�/�。教职工人数少于��人的民办学校可以只设�至�名监事。

　　监督机构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学校章程对学校办学行为进行监督。监督机构负责人或者监事应当列席
学校决策机构会议。

　　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得兼任、担任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或者监
事。

　　第二十八条　民办学校校长依法独立行使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职权。

　　民办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由校长提出，报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批准。

　　第二十九条　民办学校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使用境外教材的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实施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自主设置专业、开
设课程、选用教材。

　　实施普通高中教育、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基于国家课程标准自主开设有特色的课程，实施教育教
学创新，自主设置的课程应当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实施学前教育的民办学校开展保育和教育活动，应当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设置、开发以游戏、活动
为主要形式的课程。

　　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与培训专业(职业、工种)相对
应的国家职业标准及相关职业培训要求开展培训活动，不得教唆、组织学员规避监管，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职
业资格证书、成绩证明等。

　　第三十条　民办学校应当按照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的承诺，开设相应课程，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
教育教学质量。

　　民办学校应当提供符合标准的校舍和教育教学设施设备。

　　第三十一条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可以在审
批机关核定的办学规模内，自主确定招生的标准和方式，与公办学校同期招生。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在审批机关管辖的区域内招生，纳入审批机关所在地统一管理。实施普
通高中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主要在学校所在设区的市范围内招生，符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
政部门有关规定的可以跨区域招生。招收接受高等学历教育学生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为外地的民办学校在本地招生
提供平等待遇，不得设置跨区域招生障碍实行地区封锁。

　　民办学校招收学生应当遵守招生规则，维护招生秩序，公开公平公正录取学生。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学科知识类入学考试，不得提前招生。

　　民办学校招收境外学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
审批同意后，可以获得相应的学位授予资格。

第四章　教师与受教育者

　　第三十三条　民办学校聘任的教师或者教学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或者其他相应的专业资格、
资质。

　　民办学校应当有一定数量的专任教师；其中，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配备专任教师。

　　鼓励民办学校创新教师聘任方式，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提高教学效率和水平。

　　第三十四条　民办学校自主招聘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并应当与所招聘人员依法签订劳动或者聘用合
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等。

　　民办学校聘任专任教师，在合同中除依法约定必备条款外，还应当对教师岗位及其职责要求、师德和业
务考核办法、福利待遇、培训和继续教育等事项作出约定。

　　公办学校教师未经所在学校同意不得在民办学校兼职。

　　民办学校聘任外籍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教师培训制度，为受聘教师接受相应的思想政治培训和业务培训提供
条件。

　　第三十六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按照学校登记的法人类型，按时足额支付工资，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国家鼓励民办学校按照有关规定为教职工建立职业年金或者企业年金等补
充养老保险。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从学费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专项资金或者基金，由学校

管理，用于教职工职业激励或者增加待遇保障。

　　第三十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幼儿园、中小学专任教师劳动、聘用合同备案
制度，建立统一档案，记录教师的教龄、工龄，在培训、考核、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表彰奖励、权利保护等方面，
统筹规划、统一管理，与公办幼儿园、中小学聘任的教师平等对待。

　　民办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完善管理制度，保证教师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的合理流动；指
导和监督民办学校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第三十八条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依法建立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并报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九条　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申请政府设立的有关科研项目、课题等，享有与同级
同类公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相关项目管理部门应当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科研项目
、课题资金。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社会优待、参加先进评选，以及获得助学贷
款、奖助学金等国家资助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学生资助、奖励制度，并按照不低于当地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标准，
从学费收入中提取相应资金用于资助、奖励学生。

　　第四十条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组织有关的评奖评优、文艺体
育活动和课题、项目招标，应当为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提供同等的机会。

第五章　民办学校的资产与财务管理

　　第四十一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
财务会计报告。

　　第四十二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办学成本核算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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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办学校参与举办、使用国有资
产或者接受政府生均经费补助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其收费制定最高限
价。

　　第四十三条　民办学校资产中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民办学校依法接受的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执行。

　　第四十四条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取费用、开展活动的资金往来，应当使用在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的账
户。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对该账户实施监督。

　　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入应当全部纳入学校开设的银行结算账户，办学结余分配应当在年度财务结算后进
行。

　　第四十五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与利益关联方进行交易。其他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进行
交易的，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允的原则，合理定价、规范决策，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学校利益和师生权益。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利益关联方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以及财政等有关部门应
当加强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签订协议的监管，并按年度对关联交易进行审查。

　　前款所称利益关联方是指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实际控制人、校长、理事、董事、监事、财务负责人等以及
与上述组织或者个人之间存在互相控制和影响关系、可能导致民办学校利益被转移的组织或者个人。

　　第四十六条　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民办学校应当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非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中，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净收
益中，按不低于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或者净收益的��%的比例提取发展基金，用于学校的发展。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民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根据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制度，健全日常
监管机制。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民办学校信用档案和举办者、校长执
业信用制度，对民办学校进行执法监督的情况和处罚、处理结果应当予以记录，由执法、监督人员签字后归
档，并依法依规公开执法监督结果。相关信用档案和信用记录依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

　　第四十八条　审批机关应当及时公开民办学校举办者情况、办学条件等审批信息。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分工，定期组织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民办
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四十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制定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民办学校的信息公示清单，
监督民办学校定期向社会公开办学条件、教育质量等有关信息。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相关信息。

　　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和鼓励民办学校依法建立行业组织，研究制定相应的质量标准，建立认证体系，制定
推广反映行业规律和特色要求的合同示范文本。

　　第五十条　民办学校终止的，应当交回办学许可证，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向社会公告。

　　民办学校自己要求终止的，应当提前�个月发布拟终止公告，依法依章程制定终止方案。

　　民办学校无实际招生、办学行为的，办学许可证到期后自然废止，由审批机关予以公告。民办学校自行
组织清算后，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对于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而被终止的民办学校，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第五十一条　国务院教育督导机构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应当对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法定职责的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依法对民办学校进行督导并公布督导结果，建立民办中小学、
幼儿园责任督学制度。

第七章　支持与奖励

　　第五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健全对民办学校的支持政策，优先扶持办学质量高、
特色明显、社会效益显著的民办学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生均经费等相关经费标准和支持政策，对非营利性
民办学校给予适当补助。

　　地方人民政府出租、转让闲置的国有资产应当优先扶持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五十三条　民办学校可以依法以捐赠者的姓名、名称命名学校的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
设施。捐赠者对民办学校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按照
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其他民办学校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可以以捐赠者的姓名或者名称作为学校校名。

　　第五十四条　民办学校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
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五十五条　地方人民政府在制定闲置校园综合利用方案时，应当考虑当地民办教育发展需求。

　　新建、扩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与公办学校同等原则，以划拨等方式给予用地优
惠。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使用土地，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依法以协议、招标、拍卖等方式供应
土地，也可以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方式供应土地，土地出让价款和租金可以在规定期限内
按合同约定分期缴纳。

　　第五十六条　在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举办的民办学校申请贷款用于学校自身发展的，
享受国家相关的信贷优惠政策。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用于支持民办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奖励举办者等。

　　国家鼓励社会力量依法设立民办教育发展方面的基金会或者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民办教育发展。

　　第五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服务的需要，
可以与民办学校签订协议，以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其承担相应教育任务。

　　委托民办学校承担普惠性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任务的，应当根据当地相关教育阶段
的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采取政府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支持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保障教师待遇。

　　第六十条　国家鼓励、支持保险机构设立适合民办学校的保险产品，探索建立行业互助保险等机制，为
民办学校重大事故处理、终止善后、教职工权益保障等事项提供风险保障。

　　金融机构可以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开发适合民办学校特点的金融产品。民办学校可以以未来经营收入、
知识产权等进行融资。

　　第六十一条　除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还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支持与奖励措施。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对现有民办学校实施分类管理改革时，应当充分考虑有关历史和现实情况
，保障受教育者、教职工和举办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及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
正，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办者或实
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
办者或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办学非法集资，或者收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的；

　　(二)未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挪用办学经费的；

　　(三)侵占学校法人财产或者非法从学校获取利益的；

　　(四)与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或者与其他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损害国家利益、学校
利益和师生权益的；

　　(五)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

　　(六)干扰学校办学秩序或者非法干预学校决策、管理的；

　　(七)擅自变更学校名称、层次、类型和举办者的；

　　(八)有其他危害学校稳定和安全、侵犯学校法人权利或者损害教职工、受教育者权益的行为的。

　　第六十三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给予处罚：

　　(一)违背国家教育方针，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或者未保障学校党组织履行职责的；

　　(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

　　(三)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未依法履行职责的；

　　(四)教学条件明显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教育教学质量低下，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五)校舍、其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六)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七)违反国家规定聘任、解聘教师，或者未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的；

　　(八)违反规定招生，或者在招生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九)超出办学许可范围，擅自改变办学地址或者设立分校的；

　　(十)未依法履行公示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有关材料、财务状况等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公示的材料不真实
的；

　　(十一)未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资产管理混乱，或者违反法
律、法规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的；

　　(十二)有其他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的行为的。

　　法律、行政法规对前款规定情形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四条　民办学校有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或者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违法情形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学校决策机
构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
长；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所举办或者实际控
制的民办学校疏于管理，造成恶劣影响的，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整顿；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发生同类问题的，�至�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
办学校，情节严重的，��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举办、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或者在民办学校筹设期内招生的，依照民办教
育促进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给予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现有民办学校，是指����年��月�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公布前设立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适用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自����年�月�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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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公办学校依法享有举办者权益，依法履行国有资产管理义务。

　　第八条　地方人民政府不得利用国有企业、公办教育资源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

　　以国有资产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应当根据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定，聘请具有评估资格的
中介机构依法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合理确定出资额，并报对该国有资产负有监管职责的机构备案。

　　第九条　国家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民办学校。

　　第十条　举办民办学校，应当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民办学校存续期间，举办者不得抽逃出资，不
得挪用办学经费。

　　举办者可以依法募集资金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所募集资金应当主要用于办学，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民办学校及其举办者不得以赞助费等名目向学生、学生家长收取或者变相收
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

　　第十一条　举办者依法制定学校章程，负责推选民办学校首届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
的组成人员。

　　举办者可以依据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或者委派代表参加理事会、董事会或者
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并依据学校章程规定的权限行使相应的决策权、管理权。

　　第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变更的，应当签订变更协议，但不得涉及学校的法人财产，也不得影响学
校发展，不得损害师生权益；现有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变更的，可以根据其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与继任举办
者协议约定变更收益。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再具备法定条件的，应当在�个月内向审批机关提出变更；逾期不变更的，由审批
机关责令变更。

　　举办者为法人的，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举办民办学校的条件，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应当报主管部门备案并公示。

　　举办者变更，符合法定条件的，审批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办理。

　　第十三条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应当具备与其所开展办
学活动相适应的资金、人员、组织机构等条件与能力，并对所举办民办学校承担管理和监督职责。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向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提
供教材、课程、技术支持等服务以及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准和保
障机制。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应当保障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依法独立开展办学
活动，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不得改变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性
质，直接或者间接取得办学收益；也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

　　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实施学前教
育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十四条　实施国家认可的教育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职业技能等级考试等考试的机构，举办或者参
与举办与其所实施的考试相关的民办学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设立民办学校的审批权限，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实施义务教育的职责。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
符合当地义务教育发展规划。

　　第十六条　国家鼓励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

　　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符合国家互联网管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利用互联网
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的民办学校应当取得相应的办学许可。

　　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依法建立并落实互联网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
术措施，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
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外籍人员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遵守教育和外国人在华工作管理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

　　第十七条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在获得筹设批准书之日起�年内完成筹设的，可以提出正式设立申请。

　　民办学校在筹设期内不得招生。

　　第十八条　申请正式设立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的，审批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组织专家委员会评
议，由专家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

　　第十九条　民办学校的章程应当规定下列主要事项：

　　(一)学校的名称、住所、办学地址、法人属性；

　　(二)举办者的权利义务，举办者变更、权益转让的办法；

　　(三)办学宗旨、发展定位、层次、类型、规模、形式等；

　　(四)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资产的来源、性质等；

　　(五)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产生方法、人员构成、任期、议事规则等；

　　(六)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或者代表进入学校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程序；

　　(七)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八)学校自行终止的事由，剩余资产处置的办法与程序；

　　(九)章程修改程序。

　　民办学校应当将章程向社会公示，修订章程应当事先公告，征求利益相关方意见。完成修订后，报主管
部门备案或者核准。

　　第二十条　民办学校只能使用一个名称。

　　民办学校的名称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含有可能引发歧义
的文字或者含有可能误导公众的其他法人名称。营利性民办学校可以在学校牌匾、成绩单、毕业证书、结业
证书、学位证书及相关证明、招生广告和简章上使用经审批机关批准的法人简称。

　　第二十一条　民办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与学校类型、层次、办学规模相适应。民办学校正式设
立时，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缴足。

　　第二十二条　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审批机关应当颁发办学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

　　办学许可的期限应当与民办学校的办学层次和类型相适应。民办学校在许可期限内无违法违规行为的
，有效期届满可以自动延续、换领新证。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分
别制定。

　　第二十三条　民办学校增设校区应当向审批机关申请地址变更；设立分校应当向分校所在地审批机关
单独申请办学许可，并报原审批机关备案。

　　第二十四条　民办学校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法人登记，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办理。

第三章　民办学校的组织与活动

　　第二十五条　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中国境内定居，品行良好，无故意犯罪记录或者教育领域不良从业
记录。

　　民办学校法定代表人应当由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担任。

　　第二十六条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应当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校长、党组
织负责人、教职工代表等共同组成。鼓励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吸收社会公众代表
，根据需要设独立理事或者独立董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
人员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应当有审批机关委派的代表。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每年至少召开�次会议。经�/�以上组成人员提议，可
以召开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临时会议。讨论下列重大事项，应当经�/�以上组成人员同意
方可通过：

　　(一)变更举办者；

　　(二)聘任、解聘校长；

　　(三)修改学校章程；

　　(四)制定发展规划；

　　(五)审核预算、决算；

　　(六)决定学校的分立、合并、终止；

　　(七)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二十七条　民办学校应当设立监督机构。监督机构应当有党的基层组织代表，且教职工代表不少于
�/�。教职工人数少于��人的民办学校可以只设�至�名监事。

　　监督机构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学校章程对学校办学行为进行监督。监督机构负责人或者监事应当列席
学校决策机构会议。

　　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得兼任、担任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或者监
事。

　　第二十八条　民办学校校长依法独立行使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职权。

　　民办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由校长提出，报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批准。

　　第二十九条　民办学校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使用境外教材的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实施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自主设置专业、开
设课程、选用教材。

　　实施普通高中教育、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基于国家课程标准自主开设有特色的课程，实施教育教
学创新，自主设置的课程应当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实施学前教育的民办学校开展保育和教育活动，应当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设置、开发以游戏、活动
为主要形式的课程。

　　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与培训专业(职业、工种)相对
应的国家职业标准及相关职业培训要求开展培训活动，不得教唆、组织学员规避监管，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职
业资格证书、成绩证明等。

　　第三十条　民办学校应当按照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的承诺，开设相应课程，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
教育教学质量。

　　民办学校应当提供符合标准的校舍和教育教学设施设备。

　　第三十一条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可以在审
批机关核定的办学规模内，自主确定招生的标准和方式，与公办学校同期招生。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在审批机关管辖的区域内招生，纳入审批机关所在地统一管理。实施普
通高中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主要在学校所在设区的市范围内招生，符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
政部门有关规定的可以跨区域招生。招收接受高等学历教育学生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为外地的民办学校在本地招生
提供平等待遇，不得设置跨区域招生障碍实行地区封锁。

　　民办学校招收学生应当遵守招生规则，维护招生秩序，公开公平公正录取学生。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学科知识类入学考试，不得提前招生。

　　民办学校招收境外学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
审批同意后，可以获得相应的学位授予资格。

第四章　教师与受教育者

　　第三十三条　民办学校聘任的教师或者教学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或者其他相应的专业资格、
资质。

　　民办学校应当有一定数量的专任教师；其中，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配备专任教师。

　　鼓励民办学校创新教师聘任方式，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提高教学效率和水平。

　　第三十四条　民办学校自主招聘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并应当与所招聘人员依法签订劳动或者聘用合
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等。

　　民办学校聘任专任教师，在合同中除依法约定必备条款外，还应当对教师岗位及其职责要求、师德和业
务考核办法、福利待遇、培训和继续教育等事项作出约定。

　　公办学校教师未经所在学校同意不得在民办学校兼职。

　　民办学校聘任外籍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教师培训制度，为受聘教师接受相应的思想政治培训和业务培训提供
条件。

　　第三十六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按照学校登记的法人类型，按时足额支付工资，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国家鼓励民办学校按照有关规定为教职工建立职业年金或者企业年金等补
充养老保险。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从学费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专项资金或者基金，由学校

管理，用于教职工职业激励或者增加待遇保障。

　　第三十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幼儿园、中小学专任教师劳动、聘用合同备案
制度，建立统一档案，记录教师的教龄、工龄，在培训、考核、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表彰奖励、权利保护等方面，
统筹规划、统一管理，与公办幼儿园、中小学聘任的教师平等对待。

　　民办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完善管理制度，保证教师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的合理流动；指
导和监督民办学校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第三十八条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依法建立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并报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九条　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申请政府设立的有关科研项目、课题等，享有与同级
同类公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相关项目管理部门应当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科研项目
、课题资金。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社会优待、参加先进评选，以及获得助学贷
款、奖助学金等国家资助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学生资助、奖励制度，并按照不低于当地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标准，
从学费收入中提取相应资金用于资助、奖励学生。

　　第四十条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组织有关的评奖评优、文艺体
育活动和课题、项目招标，应当为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提供同等的机会。

第五章　民办学校的资产与财务管理

　　第四十一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
财务会计报告。

　　第四十二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办学成本核算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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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办学校参与举办、使用国有资
产或者接受政府生均经费补助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其收费制定最高限
价。

　　第四十三条　民办学校资产中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民办学校依法接受的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执行。

　　第四十四条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取费用、开展活动的资金往来，应当使用在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的账
户。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对该账户实施监督。

　　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入应当全部纳入学校开设的银行结算账户，办学结余分配应当在年度财务结算后进
行。

　　第四十五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与利益关联方进行交易。其他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进行
交易的，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允的原则，合理定价、规范决策，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学校利益和师生权益。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利益关联方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以及财政等有关部门应
当加强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签订协议的监管，并按年度对关联交易进行审查。

　　前款所称利益关联方是指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实际控制人、校长、理事、董事、监事、财务负责人等以及
与上述组织或者个人之间存在互相控制和影响关系、可能导致民办学校利益被转移的组织或者个人。

　　第四十六条　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民办学校应当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非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中，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净收
益中，按不低于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或者净收益的��%的比例提取发展基金，用于学校的发展。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民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根据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制度，健全日常
监管机制。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民办学校信用档案和举办者、校长执
业信用制度，对民办学校进行执法监督的情况和处罚、处理结果应当予以记录，由执法、监督人员签字后归
档，并依法依规公开执法监督结果。相关信用档案和信用记录依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

　　第四十八条　审批机关应当及时公开民办学校举办者情况、办学条件等审批信息。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分工，定期组织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民办
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四十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制定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民办学校的信息公示清单，
监督民办学校定期向社会公开办学条件、教育质量等有关信息。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相关信息。

　　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和鼓励民办学校依法建立行业组织，研究制定相应的质量标准，建立认证体系，制定
推广反映行业规律和特色要求的合同示范文本。

　　第五十条　民办学校终止的，应当交回办学许可证，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向社会公告。

　　民办学校自己要求终止的，应当提前�个月发布拟终止公告，依法依章程制定终止方案。

　　民办学校无实际招生、办学行为的，办学许可证到期后自然废止，由审批机关予以公告。民办学校自行
组织清算后，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对于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而被终止的民办学校，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第五十一条　国务院教育督导机构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应当对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法定职责的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依法对民办学校进行督导并公布督导结果，建立民办中小学、
幼儿园责任督学制度。

第七章　支持与奖励

　　第五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健全对民办学校的支持政策，优先扶持办学质量高、
特色明显、社会效益显著的民办学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生均经费等相关经费标准和支持政策，对非营利性
民办学校给予适当补助。

　　地方人民政府出租、转让闲置的国有资产应当优先扶持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五十三条　民办学校可以依法以捐赠者的姓名、名称命名学校的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
设施。捐赠者对民办学校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按照
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其他民办学校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可以以捐赠者的姓名或者名称作为学校校名。

　　第五十四条　民办学校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
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五十五条　地方人民政府在制定闲置校园综合利用方案时，应当考虑当地民办教育发展需求。

　　新建、扩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与公办学校同等原则，以划拨等方式给予用地优
惠。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使用土地，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依法以协议、招标、拍卖等方式供应
土地，也可以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方式供应土地，土地出让价款和租金可以在规定期限内
按合同约定分期缴纳。

　　第五十六条　在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举办的民办学校申请贷款用于学校自身发展的，
享受国家相关的信贷优惠政策。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用于支持民办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奖励举办者等。

　　国家鼓励社会力量依法设立民办教育发展方面的基金会或者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民办教育发展。

　　第五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服务的需要，
可以与民办学校签订协议，以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其承担相应教育任务。

　　委托民办学校承担普惠性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任务的，应当根据当地相关教育阶段
的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采取政府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支持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保障教师待遇。

　　第六十条　国家鼓励、支持保险机构设立适合民办学校的保险产品，探索建立行业互助保险等机制，为
民办学校重大事故处理、终止善后、教职工权益保障等事项提供风险保障。

　　金融机构可以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开发适合民办学校特点的金融产品。民办学校可以以未来经营收入、
知识产权等进行融资。

　　第六十一条　除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还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支持与奖励措施。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对现有民办学校实施分类管理改革时，应当充分考虑有关历史和现实情况
，保障受教育者、教职工和举办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及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
正，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办者或实
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
办者或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办学非法集资，或者收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的；

　　(二)未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挪用办学经费的；

　　(三)侵占学校法人财产或者非法从学校获取利益的；

　　(四)与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或者与其他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损害国家利益、学校
利益和师生权益的；

　　(五)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

　　(六)干扰学校办学秩序或者非法干预学校决策、管理的；

　　(七)擅自变更学校名称、层次、类型和举办者的；

　　(八)有其他危害学校稳定和安全、侵犯学校法人权利或者损害教职工、受教育者权益的行为的。

　　第六十三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给予处罚：

　　(一)违背国家教育方针，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或者未保障学校党组织履行职责的；

　　(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

　　(三)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未依法履行职责的；

　　(四)教学条件明显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教育教学质量低下，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五)校舍、其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六)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七)违反国家规定聘任、解聘教师，或者未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的；

　　(八)违反规定招生，或者在招生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九)超出办学许可范围，擅自改变办学地址或者设立分校的；

　　(十)未依法履行公示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有关材料、财务状况等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公示的材料不真实
的；

　　(十一)未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资产管理混乱，或者违反法
律、法规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的；

　　(十二)有其他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的行为的。

　　法律、行政法规对前款规定情形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四条　民办学校有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或者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违法情形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学校决策机
构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
长；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所举办或者实际控
制的民办学校疏于管理，造成恶劣影响的，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整顿；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发生同类问题的，�至�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
办学校，情节严重的，��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举办、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或者在民办学校筹设期内招生的，依照民办教
育促进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给予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现有民办学校，是指����年��月�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公布前设立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适用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自����年�月�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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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公办学校依法享有举办者权益，依法履行国有资产管理义务。

　　第八条　地方人民政府不得利用国有企业、公办教育资源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

　　以国有资产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应当根据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定，聘请具有评估资格的
中介机构依法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合理确定出资额，并报对该国有资产负有监管职责的机构备案。

　　第九条　国家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民办学校。

　　第十条　举办民办学校，应当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民办学校存续期间，举办者不得抽逃出资，不
得挪用办学经费。

　　举办者可以依法募集资金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所募集资金应当主要用于办学，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民办学校及其举办者不得以赞助费等名目向学生、学生家长收取或者变相收
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

　　第十一条　举办者依法制定学校章程，负责推选民办学校首届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
的组成人员。

　　举办者可以依据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或者委派代表参加理事会、董事会或者
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并依据学校章程规定的权限行使相应的决策权、管理权。

　　第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变更的，应当签订变更协议，但不得涉及学校的法人财产，也不得影响学
校发展，不得损害师生权益；现有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变更的，可以根据其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与继任举办
者协议约定变更收益。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再具备法定条件的，应当在�个月内向审批机关提出变更；逾期不变更的，由审批
机关责令变更。

　　举办者为法人的，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举办民办学校的条件，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应当报主管部门备案并公示。

　　举办者变更，符合法定条件的，审批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办理。

　　第十三条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应当具备与其所开展办
学活动相适应的资金、人员、组织机构等条件与能力，并对所举办民办学校承担管理和监督职责。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向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提
供教材、课程、技术支持等服务以及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准和保
障机制。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应当保障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依法独立开展办学
活动，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不得改变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性
质，直接或者间接取得办学收益；也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

　　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实施学前教
育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十四条　实施国家认可的教育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职业技能等级考试等考试的机构，举办或者参
与举办与其所实施的考试相关的民办学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设立民办学校的审批权限，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实施义务教育的职责。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
符合当地义务教育发展规划。

　　第十六条　国家鼓励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

　　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符合国家互联网管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利用互联网
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的民办学校应当取得相应的办学许可。

　　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依法建立并落实互联网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
术措施，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
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外籍人员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遵守教育和外国人在华工作管理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

　　第十七条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在获得筹设批准书之日起�年内完成筹设的，可以提出正式设立申请。

　　民办学校在筹设期内不得招生。

　　第十八条　申请正式设立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的，审批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组织专家委员会评
议，由专家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

　　第十九条　民办学校的章程应当规定下列主要事项：

　　(一)学校的名称、住所、办学地址、法人属性；

　　(二)举办者的权利义务，举办者变更、权益转让的办法；

　　(三)办学宗旨、发展定位、层次、类型、规模、形式等；

　　(四)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资产的来源、性质等；

　　(五)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产生方法、人员构成、任期、议事规则等；

　　(六)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或者代表进入学校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程序；

　　(七)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八)学校自行终止的事由，剩余资产处置的办法与程序；

　　(九)章程修改程序。

　　民办学校应当将章程向社会公示，修订章程应当事先公告，征求利益相关方意见。完成修订后，报主管
部门备案或者核准。

　　第二十条　民办学校只能使用一个名称。

　　民办学校的名称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含有可能引发歧义
的文字或者含有可能误导公众的其他法人名称。营利性民办学校可以在学校牌匾、成绩单、毕业证书、结业
证书、学位证书及相关证明、招生广告和简章上使用经审批机关批准的法人简称。

　　第二十一条　民办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与学校类型、层次、办学规模相适应。民办学校正式设
立时，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缴足。

　　第二十二条　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审批机关应当颁发办学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

　　办学许可的期限应当与民办学校的办学层次和类型相适应。民办学校在许可期限内无违法违规行为的
，有效期届满可以自动延续、换领新证。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分
别制定。

　　第二十三条　民办学校增设校区应当向审批机关申请地址变更；设立分校应当向分校所在地审批机关
单独申请办学许可，并报原审批机关备案。

　　第二十四条　民办学校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法人登记，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办理。

第三章　民办学校的组织与活动

　　第二十五条　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中国境内定居，品行良好，无故意犯罪记录或者教育领域不良从业
记录。

　　民办学校法定代表人应当由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担任。

　　第二十六条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应当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校长、党组
织负责人、教职工代表等共同组成。鼓励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吸收社会公众代表
，根据需要设独立理事或者独立董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
人员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应当有审批机关委派的代表。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每年至少召开�次会议。经�/�以上组成人员提议，可
以召开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临时会议。讨论下列重大事项，应当经�/�以上组成人员同意
方可通过：

　　(一)变更举办者；

　　(二)聘任、解聘校长；

　　(三)修改学校章程；

　　(四)制定发展规划；

　　(五)审核预算、决算；

　　(六)决定学校的分立、合并、终止；

　　(七)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二十七条　民办学校应当设立监督机构。监督机构应当有党的基层组织代表，且教职工代表不少于
�/�。教职工人数少于��人的民办学校可以只设�至�名监事。

　　监督机构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学校章程对学校办学行为进行监督。监督机构负责人或者监事应当列席
学校决策机构会议。

　　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得兼任、担任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或者监
事。

　　第二十八条　民办学校校长依法独立行使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职权。

　　民办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由校长提出，报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批准。

　　第二十九条　民办学校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使用境外教材的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实施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自主设置专业、开
设课程、选用教材。

　　实施普通高中教育、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基于国家课程标准自主开设有特色的课程，实施教育教
学创新，自主设置的课程应当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实施学前教育的民办学校开展保育和教育活动，应当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设置、开发以游戏、活动
为主要形式的课程。

　　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与培训专业(职业、工种)相对
应的国家职业标准及相关职业培训要求开展培训活动，不得教唆、组织学员规避监管，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职
业资格证书、成绩证明等。

　　第三十条　民办学校应当按照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的承诺，开设相应课程，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
教育教学质量。

　　民办学校应当提供符合标准的校舍和教育教学设施设备。

　　第三十一条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可以在审
批机关核定的办学规模内，自主确定招生的标准和方式，与公办学校同期招生。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在审批机关管辖的区域内招生，纳入审批机关所在地统一管理。实施普
通高中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主要在学校所在设区的市范围内招生，符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
政部门有关规定的可以跨区域招生。招收接受高等学历教育学生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为外地的民办学校在本地招生
提供平等待遇，不得设置跨区域招生障碍实行地区封锁。

　　民办学校招收学生应当遵守招生规则，维护招生秩序，公开公平公正录取学生。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学科知识类入学考试，不得提前招生。

　　民办学校招收境外学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
审批同意后，可以获得相应的学位授予资格。

第四章　教师与受教育者

　　第三十三条　民办学校聘任的教师或者教学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或者其他相应的专业资格、
资质。

　　民办学校应当有一定数量的专任教师；其中，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配备专任教师。

　　鼓励民办学校创新教师聘任方式，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提高教学效率和水平。

　　第三十四条　民办学校自主招聘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并应当与所招聘人员依法签订劳动或者聘用合
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等。

　　民办学校聘任专任教师，在合同中除依法约定必备条款外，还应当对教师岗位及其职责要求、师德和业
务考核办法、福利待遇、培训和继续教育等事项作出约定。

　　公办学校教师未经所在学校同意不得在民办学校兼职。

　　民办学校聘任外籍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教师培训制度，为受聘教师接受相应的思想政治培训和业务培训提供
条件。

　　第三十六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按照学校登记的法人类型，按时足额支付工资，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国家鼓励民办学校按照有关规定为教职工建立职业年金或者企业年金等补
充养老保险。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从学费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专项资金或者基金，由学校

管理，用于教职工职业激励或者增加待遇保障。

　　第三十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幼儿园、中小学专任教师劳动、聘用合同备案
制度，建立统一档案，记录教师的教龄、工龄，在培训、考核、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表彰奖励、权利保护等方面，
统筹规划、统一管理，与公办幼儿园、中小学聘任的教师平等对待。

　　民办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完善管理制度，保证教师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的合理流动；指
导和监督民办学校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第三十八条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依法建立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并报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九条　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申请政府设立的有关科研项目、课题等，享有与同级
同类公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相关项目管理部门应当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科研项目
、课题资金。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社会优待、参加先进评选，以及获得助学贷
款、奖助学金等国家资助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学生资助、奖励制度，并按照不低于当地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标准，
从学费收入中提取相应资金用于资助、奖励学生。

　　第四十条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组织有关的评奖评优、文艺体
育活动和课题、项目招标，应当为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提供同等的机会。

第五章　民办学校的资产与财务管理

　　第四十一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
财务会计报告。

　　第四十二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办学成本核算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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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办学校参与举办、使用国有资
产或者接受政府生均经费补助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其收费制定最高限
价。

　　第四十三条　民办学校资产中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民办学校依法接受的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执行。

　　第四十四条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取费用、开展活动的资金往来，应当使用在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的账
户。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对该账户实施监督。

　　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入应当全部纳入学校开设的银行结算账户，办学结余分配应当在年度财务结算后进
行。

　　第四十五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与利益关联方进行交易。其他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进行
交易的，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允的原则，合理定价、规范决策，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学校利益和师生权益。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利益关联方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以及财政等有关部门应
当加强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签订协议的监管，并按年度对关联交易进行审查。

　　前款所称利益关联方是指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实际控制人、校长、理事、董事、监事、财务负责人等以及
与上述组织或者个人之间存在互相控制和影响关系、可能导致民办学校利益被转移的组织或者个人。

　　第四十六条　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民办学校应当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非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中，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净收
益中，按不低于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或者净收益的��%的比例提取发展基金，用于学校的发展。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民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根据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制度，健全日常
监管机制。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民办学校信用档案和举办者、校长执
业信用制度，对民办学校进行执法监督的情况和处罚、处理结果应当予以记录，由执法、监督人员签字后归
档，并依法依规公开执法监督结果。相关信用档案和信用记录依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

　　第四十八条　审批机关应当及时公开民办学校举办者情况、办学条件等审批信息。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分工，定期组织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民办
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四十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制定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民办学校的信息公示清单，
监督民办学校定期向社会公开办学条件、教育质量等有关信息。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相关信息。

　　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和鼓励民办学校依法建立行业组织，研究制定相应的质量标准，建立认证体系，制定
推广反映行业规律和特色要求的合同示范文本。

　　第五十条　民办学校终止的，应当交回办学许可证，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向社会公告。

　　民办学校自己要求终止的，应当提前�个月发布拟终止公告，依法依章程制定终止方案。

　　民办学校无实际招生、办学行为的，办学许可证到期后自然废止，由审批机关予以公告。民办学校自行
组织清算后，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对于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而被终止的民办学校，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第五十一条　国务院教育督导机构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应当对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法定职责的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依法对民办学校进行督导并公布督导结果，建立民办中小学、
幼儿园责任督学制度。

第七章　支持与奖励

　　第五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健全对民办学校的支持政策，优先扶持办学质量高、
特色明显、社会效益显著的民办学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生均经费等相关经费标准和支持政策，对非营利性
民办学校给予适当补助。

　　地方人民政府出租、转让闲置的国有资产应当优先扶持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五十三条　民办学校可以依法以捐赠者的姓名、名称命名学校的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
设施。捐赠者对民办学校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按照
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其他民办学校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可以以捐赠者的姓名或者名称作为学校校名。

　　第五十四条　民办学校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
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五十五条　地方人民政府在制定闲置校园综合利用方案时，应当考虑当地民办教育发展需求。

　　新建、扩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与公办学校同等原则，以划拨等方式给予用地优
惠。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使用土地，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依法以协议、招标、拍卖等方式供应
土地，也可以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方式供应土地，土地出让价款和租金可以在规定期限内
按合同约定分期缴纳。

　　第五十六条　在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举办的民办学校申请贷款用于学校自身发展的，
享受国家相关的信贷优惠政策。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用于支持民办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奖励举办者等。

　　国家鼓励社会力量依法设立民办教育发展方面的基金会或者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民办教育发展。

　　第五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服务的需要，
可以与民办学校签订协议，以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其承担相应教育任务。

　　委托民办学校承担普惠性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任务的，应当根据当地相关教育阶段
的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采取政府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支持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保障教师待遇。

　　第六十条　国家鼓励、支持保险机构设立适合民办学校的保险产品，探索建立行业互助保险等机制，为
民办学校重大事故处理、终止善后、教职工权益保障等事项提供风险保障。

　　金融机构可以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开发适合民办学校特点的金融产品。民办学校可以以未来经营收入、
知识产权等进行融资。

　　第六十一条　除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还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支持与奖励措施。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对现有民办学校实施分类管理改革时，应当充分考虑有关历史和现实情况
，保障受教育者、教职工和举办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及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
正，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办者或实
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
办者或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办学非法集资，或者收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的；

　　(二)未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挪用办学经费的；

　　(三)侵占学校法人财产或者非法从学校获取利益的；

　　(四)与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或者与其他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损害国家利益、学校
利益和师生权益的；

　　(五)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

　　(六)干扰学校办学秩序或者非法干预学校决策、管理的；

　　(七)擅自变更学校名称、层次、类型和举办者的；

　　(八)有其他危害学校稳定和安全、侵犯学校法人权利或者损害教职工、受教育者权益的行为的。

　　第六十三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给予处罚：

　　(一)违背国家教育方针，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或者未保障学校党组织履行职责的；

　　(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

　　(三)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未依法履行职责的；

　　(四)教学条件明显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教育教学质量低下，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五)校舍、其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六)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七)违反国家规定聘任、解聘教师，或者未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的；

　　(八)违反规定招生，或者在招生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九)超出办学许可范围，擅自改变办学地址或者设立分校的；

　　(十)未依法履行公示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有关材料、财务状况等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公示的材料不真实
的；

　　(十一)未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资产管理混乱，或者违反法
律、法规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的；

　　(十二)有其他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的行为的。

　　法律、行政法规对前款规定情形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四条　民办学校有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或者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违法情形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学校决策机
构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
长；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所举办或者实际控
制的民办学校疏于管理，造成恶劣影响的，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整顿；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发生同类问题的，�至�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
办学校，情节严重的，��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举办、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或者在民办学校筹设期内招生的，依照民办教
育促进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给予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现有民办学校，是指����年��月�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公布前设立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适用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自����年�月�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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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公办学校依法享有举办者权益，依法履行国有资产管理义务。

　　第八条　地方人民政府不得利用国有企业、公办教育资源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

　　以国有资产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应当根据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定，聘请具有评估资格的
中介机构依法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合理确定出资额，并报对该国有资产负有监管职责的机构备案。

　　第九条　国家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民办学校。

　　第十条　举办民办学校，应当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民办学校存续期间，举办者不得抽逃出资，不
得挪用办学经费。

　　举办者可以依法募集资金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所募集资金应当主要用于办学，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民办学校及其举办者不得以赞助费等名目向学生、学生家长收取或者变相收
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

　　第十一条　举办者依法制定学校章程，负责推选民办学校首届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
的组成人员。

　　举办者可以依据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或者委派代表参加理事会、董事会或者
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并依据学校章程规定的权限行使相应的决策权、管理权。

　　第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变更的，应当签订变更协议，但不得涉及学校的法人财产，也不得影响学
校发展，不得损害师生权益；现有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变更的，可以根据其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与继任举办
者协议约定变更收益。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再具备法定条件的，应当在�个月内向审批机关提出变更；逾期不变更的，由审批
机关责令变更。

　　举办者为法人的，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举办民办学校的条件，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应当报主管部门备案并公示。

　　举办者变更，符合法定条件的，审批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办理。

　　第十三条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应当具备与其所开展办
学活动相适应的资金、人员、组织机构等条件与能力，并对所举办民办学校承担管理和监督职责。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向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提
供教材、课程、技术支持等服务以及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准和保
障机制。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应当保障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依法独立开展办学
活动，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不得改变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性
质，直接或者间接取得办学收益；也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

　　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实施学前教
育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十四条　实施国家认可的教育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职业技能等级考试等考试的机构，举办或者参
与举办与其所实施的考试相关的民办学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设立民办学校的审批权限，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实施义务教育的职责。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
符合当地义务教育发展规划。

　　第十六条　国家鼓励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

　　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符合国家互联网管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利用互联网
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的民办学校应当取得相应的办学许可。

　　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依法建立并落实互联网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
术措施，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
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外籍人员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遵守教育和外国人在华工作管理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

　　第十七条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在获得筹设批准书之日起�年内完成筹设的，可以提出正式设立申请。

　　民办学校在筹设期内不得招生。

　　第十八条　申请正式设立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的，审批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组织专家委员会评
议，由专家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

　　第十九条　民办学校的章程应当规定下列主要事项：

　　(一)学校的名称、住所、办学地址、法人属性；

　　(二)举办者的权利义务，举办者变更、权益转让的办法；

　　(三)办学宗旨、发展定位、层次、类型、规模、形式等；

　　(四)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资产的来源、性质等；

　　(五)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产生方法、人员构成、任期、议事规则等；

　　(六)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或者代表进入学校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程序；

　　(七)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八)学校自行终止的事由，剩余资产处置的办法与程序；

　　(九)章程修改程序。

　　民办学校应当将章程向社会公示，修订章程应当事先公告，征求利益相关方意见。完成修订后，报主管
部门备案或者核准。

　　第二十条　民办学校只能使用一个名称。

　　民办学校的名称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含有可能引发歧义
的文字或者含有可能误导公众的其他法人名称。营利性民办学校可以在学校牌匾、成绩单、毕业证书、结业
证书、学位证书及相关证明、招生广告和简章上使用经审批机关批准的法人简称。

　　第二十一条　民办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与学校类型、层次、办学规模相适应。民办学校正式设
立时，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缴足。

　　第二十二条　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审批机关应当颁发办学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

　　办学许可的期限应当与民办学校的办学层次和类型相适应。民办学校在许可期限内无违法违规行为的
，有效期届满可以自动延续、换领新证。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分
别制定。

　　第二十三条　民办学校增设校区应当向审批机关申请地址变更；设立分校应当向分校所在地审批机关
单独申请办学许可，并报原审批机关备案。

　　第二十四条　民办学校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法人登记，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办理。

第三章　民办学校的组织与活动

　　第二十五条　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中国境内定居，品行良好，无故意犯罪记录或者教育领域不良从业
记录。

　　民办学校法定代表人应当由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担任。

　　第二十六条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应当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校长、党组
织负责人、教职工代表等共同组成。鼓励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吸收社会公众代表
，根据需要设独立理事或者独立董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
人员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应当有审批机关委派的代表。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每年至少召开�次会议。经�/�以上组成人员提议，可
以召开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临时会议。讨论下列重大事项，应当经�/�以上组成人员同意
方可通过：

　　(一)变更举办者；

　　(二)聘任、解聘校长；

　　(三)修改学校章程；

　　(四)制定发展规划；

　　(五)审核预算、决算；

　　(六)决定学校的分立、合并、终止；

　　(七)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二十七条　民办学校应当设立监督机构。监督机构应当有党的基层组织代表，且教职工代表不少于
�/�。教职工人数少于��人的民办学校可以只设�至�名监事。

　　监督机构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学校章程对学校办学行为进行监督。监督机构负责人或者监事应当列席
学校决策机构会议。

　　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得兼任、担任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或者监
事。

　　第二十八条　民办学校校长依法独立行使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职权。

　　民办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由校长提出，报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批准。

　　第二十九条　民办学校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使用境外教材的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实施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自主设置专业、开
设课程、选用教材。

　　实施普通高中教育、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基于国家课程标准自主开设有特色的课程，实施教育教
学创新，自主设置的课程应当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实施学前教育的民办学校开展保育和教育活动，应当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设置、开发以游戏、活动
为主要形式的课程。

　　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与培训专业(职业、工种)相对
应的国家职业标准及相关职业培训要求开展培训活动，不得教唆、组织学员规避监管，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职
业资格证书、成绩证明等。

　　第三十条　民办学校应当按照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的承诺，开设相应课程，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
教育教学质量。

　　民办学校应当提供符合标准的校舍和教育教学设施设备。

　　第三十一条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可以在审
批机关核定的办学规模内，自主确定招生的标准和方式，与公办学校同期招生。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在审批机关管辖的区域内招生，纳入审批机关所在地统一管理。实施普
通高中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主要在学校所在设区的市范围内招生，符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
政部门有关规定的可以跨区域招生。招收接受高等学历教育学生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为外地的民办学校在本地招生
提供平等待遇，不得设置跨区域招生障碍实行地区封锁。

　　民办学校招收学生应当遵守招生规则，维护招生秩序，公开公平公正录取学生。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学科知识类入学考试，不得提前招生。

　　民办学校招收境外学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
审批同意后，可以获得相应的学位授予资格。

第四章　教师与受教育者

　　第三十三条　民办学校聘任的教师或者教学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或者其他相应的专业资格、
资质。

　　民办学校应当有一定数量的专任教师；其中，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配备专任教师。

　　鼓励民办学校创新教师聘任方式，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提高教学效率和水平。

　　第三十四条　民办学校自主招聘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并应当与所招聘人员依法签订劳动或者聘用合
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等。

　　民办学校聘任专任教师，在合同中除依法约定必备条款外，还应当对教师岗位及其职责要求、师德和业
务考核办法、福利待遇、培训和继续教育等事项作出约定。

　　公办学校教师未经所在学校同意不得在民办学校兼职。

　　民办学校聘任外籍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教师培训制度，为受聘教师接受相应的思想政治培训和业务培训提供
条件。

　　第三十六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按照学校登记的法人类型，按时足额支付工资，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国家鼓励民办学校按照有关规定为教职工建立职业年金或者企业年金等补
充养老保险。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从学费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专项资金或者基金，由学校

管理，用于教职工职业激励或者增加待遇保障。

　　第三十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幼儿园、中小学专任教师劳动、聘用合同备案
制度，建立统一档案，记录教师的教龄、工龄，在培训、考核、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表彰奖励、权利保护等方面，
统筹规划、统一管理，与公办幼儿园、中小学聘任的教师平等对待。

　　民办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完善管理制度，保证教师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的合理流动；指
导和监督民办学校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第三十八条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依法建立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并报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九条　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申请政府设立的有关科研项目、课题等，享有与同级
同类公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相关项目管理部门应当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科研项目
、课题资金。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社会优待、参加先进评选，以及获得助学贷
款、奖助学金等国家资助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学生资助、奖励制度，并按照不低于当地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标准，
从学费收入中提取相应资金用于资助、奖励学生。

　　第四十条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组织有关的评奖评优、文艺体
育活动和课题、项目招标，应当为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提供同等的机会。

第五章　民办学校的资产与财务管理

　　第四十一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
财务会计报告。

　　第四十二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办学成本核算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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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办学校参与举办、使用国有资
产或者接受政府生均经费补助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其收费制定最高限
价。

　　第四十三条　民办学校资产中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民办学校依法接受的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执行。

　　第四十四条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取费用、开展活动的资金往来，应当使用在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的账
户。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对该账户实施监督。

　　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入应当全部纳入学校开设的银行结算账户，办学结余分配应当在年度财务结算后进
行。

　　第四十五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与利益关联方进行交易。其他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进行
交易的，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允的原则，合理定价、规范决策，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学校利益和师生权益。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利益关联方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以及财政等有关部门应
当加强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签订协议的监管，并按年度对关联交易进行审查。

　　前款所称利益关联方是指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实际控制人、校长、理事、董事、监事、财务负责人等以及
与上述组织或者个人之间存在互相控制和影响关系、可能导致民办学校利益被转移的组织或者个人。

　　第四十六条　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民办学校应当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非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中，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净收
益中，按不低于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或者净收益的��%的比例提取发展基金，用于学校的发展。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民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根据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制度，健全日常
监管机制。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民办学校信用档案和举办者、校长执
业信用制度，对民办学校进行执法监督的情况和处罚、处理结果应当予以记录，由执法、监督人员签字后归
档，并依法依规公开执法监督结果。相关信用档案和信用记录依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

　　第四十八条　审批机关应当及时公开民办学校举办者情况、办学条件等审批信息。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分工，定期组织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民办
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四十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制定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民办学校的信息公示清单，
监督民办学校定期向社会公开办学条件、教育质量等有关信息。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相关信息。

　　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和鼓励民办学校依法建立行业组织，研究制定相应的质量标准，建立认证体系，制定
推广反映行业规律和特色要求的合同示范文本。

　　第五十条　民办学校终止的，应当交回办学许可证，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向社会公告。

　　民办学校自己要求终止的，应当提前�个月发布拟终止公告，依法依章程制定终止方案。

　　民办学校无实际招生、办学行为的，办学许可证到期后自然废止，由审批机关予以公告。民办学校自行
组织清算后，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对于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而被终止的民办学校，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第五十一条　国务院教育督导机构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应当对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法定职责的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依法对民办学校进行督导并公布督导结果，建立民办中小学、
幼儿园责任督学制度。

第七章　支持与奖励

　　第五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健全对民办学校的支持政策，优先扶持办学质量高、
特色明显、社会效益显著的民办学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生均经费等相关经费标准和支持政策，对非营利性
民办学校给予适当补助。

　　地方人民政府出租、转让闲置的国有资产应当优先扶持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五十三条　民办学校可以依法以捐赠者的姓名、名称命名学校的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
设施。捐赠者对民办学校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按照
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其他民办学校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可以以捐赠者的姓名或者名称作为学校校名。

　　第五十四条　民办学校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
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五十五条　地方人民政府在制定闲置校园综合利用方案时，应当考虑当地民办教育发展需求。

　　新建、扩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与公办学校同等原则，以划拨等方式给予用地优
惠。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使用土地，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依法以协议、招标、拍卖等方式供应
土地，也可以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方式供应土地，土地出让价款和租金可以在规定期限内
按合同约定分期缴纳。

　　第五十六条　在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举办的民办学校申请贷款用于学校自身发展的，
享受国家相关的信贷优惠政策。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用于支持民办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奖励举办者等。

　　国家鼓励社会力量依法设立民办教育发展方面的基金会或者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民办教育发展。

　　第五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服务的需要，
可以与民办学校签订协议，以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其承担相应教育任务。

　　委托民办学校承担普惠性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任务的，应当根据当地相关教育阶段
的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采取政府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支持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保障教师待遇。

　　第六十条　国家鼓励、支持保险机构设立适合民办学校的保险产品，探索建立行业互助保险等机制，为
民办学校重大事故处理、终止善后、教职工权益保障等事项提供风险保障。

　　金融机构可以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开发适合民办学校特点的金融产品。民办学校可以以未来经营收入、
知识产权等进行融资。

　　第六十一条　除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还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支持与奖励措施。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对现有民办学校实施分类管理改革时，应当充分考虑有关历史和现实情况
，保障受教育者、教职工和举办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及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
正，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办者或实
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
办者或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办学非法集资，或者收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的；

　　(二)未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挪用办学经费的；

　　(三)侵占学校法人财产或者非法从学校获取利益的；

　　(四)与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或者与其他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损害国家利益、学校
利益和师生权益的；

　　(五)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

　　(六)干扰学校办学秩序或者非法干预学校决策、管理的；

　　(七)擅自变更学校名称、层次、类型和举办者的；

　　(八)有其他危害学校稳定和安全、侵犯学校法人权利或者损害教职工、受教育者权益的行为的。

　　第六十三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给予处罚：

　　(一)违背国家教育方针，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或者未保障学校党组织履行职责的；

　　(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

　　(三)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未依法履行职责的；

　　(四)教学条件明显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教育教学质量低下，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五)校舍、其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六)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七)违反国家规定聘任、解聘教师，或者未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的；

　　(八)违反规定招生，或者在招生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九)超出办学许可范围，擅自改变办学地址或者设立分校的；

　　(十)未依法履行公示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有关材料、财务状况等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公示的材料不真实
的；

　　(十一)未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资产管理混乱，或者违反法
律、法规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的；

　　(十二)有其他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的行为的。

　　法律、行政法规对前款规定情形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四条　民办学校有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或者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违法情形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学校决策机
构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
长；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所举办或者实际控
制的民办学校疏于管理，造成恶劣影响的，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整顿；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发生同类问题的，�至�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
办学校，情节严重的，��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举办、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或者在民办学校筹设期内招生的，依照民办教
育促进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给予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现有民办学校，是指����年��月�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公布前设立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适用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自����年�月�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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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公办学校依法享有举办者权益，依法履行国有资产管理义务。

　　第八条　地方人民政府不得利用国有企业、公办教育资源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

　　以国有资产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应当根据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定，聘请具有评估资格的
中介机构依法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合理确定出资额，并报对该国有资产负有监管职责的机构备案。

　　第九条　国家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民办学校。

　　第十条　举办民办学校，应当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民办学校存续期间，举办者不得抽逃出资，不
得挪用办学经费。

　　举办者可以依法募集资金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所募集资金应当主要用于办学，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民办学校及其举办者不得以赞助费等名目向学生、学生家长收取或者变相收
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

　　第十一条　举办者依法制定学校章程，负责推选民办学校首届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
的组成人员。

　　举办者可以依据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或者委派代表参加理事会、董事会或者
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并依据学校章程规定的权限行使相应的决策权、管理权。

　　第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变更的，应当签订变更协议，但不得涉及学校的法人财产，也不得影响学
校发展，不得损害师生权益；现有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变更的，可以根据其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与继任举办
者协议约定变更收益。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再具备法定条件的，应当在�个月内向审批机关提出变更；逾期不变更的，由审批
机关责令变更。

　　举办者为法人的，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举办民办学校的条件，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应当报主管部门备案并公示。

　　举办者变更，符合法定条件的，审批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办理。

　　第十三条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应当具备与其所开展办
学活动相适应的资金、人员、组织机构等条件与能力，并对所举办民办学校承担管理和监督职责。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向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提
供教材、课程、技术支持等服务以及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准和保
障机制。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应当保障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依法独立开展办学
活动，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不得改变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性
质，直接或者间接取得办学收益；也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

　　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实施学前教
育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十四条　实施国家认可的教育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职业技能等级考试等考试的机构，举办或者参
与举办与其所实施的考试相关的民办学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设立民办学校的审批权限，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实施义务教育的职责。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
符合当地义务教育发展规划。

　　第十六条　国家鼓励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

　　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符合国家互联网管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利用互联网
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的民办学校应当取得相应的办学许可。

　　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依法建立并落实互联网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
术措施，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
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外籍人员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遵守教育和外国人在华工作管理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

　　第十七条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在获得筹设批准书之日起�年内完成筹设的，可以提出正式设立申请。

　　民办学校在筹设期内不得招生。

　　第十八条　申请正式设立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的，审批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组织专家委员会评
议，由专家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

　　第十九条　民办学校的章程应当规定下列主要事项：

　　(一)学校的名称、住所、办学地址、法人属性；

　　(二)举办者的权利义务，举办者变更、权益转让的办法；

　　(三)办学宗旨、发展定位、层次、类型、规模、形式等；

　　(四)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资产的来源、性质等；

　　(五)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产生方法、人员构成、任期、议事规则等；

　　(六)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或者代表进入学校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程序；

　　(七)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八)学校自行终止的事由，剩余资产处置的办法与程序；

　　(九)章程修改程序。

　　民办学校应当将章程向社会公示，修订章程应当事先公告，征求利益相关方意见。完成修订后，报主管
部门备案或者核准。

　　第二十条　民办学校只能使用一个名称。

　　民办学校的名称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含有可能引发歧义
的文字或者含有可能误导公众的其他法人名称。营利性民办学校可以在学校牌匾、成绩单、毕业证书、结业
证书、学位证书及相关证明、招生广告和简章上使用经审批机关批准的法人简称。

　　第二十一条　民办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与学校类型、层次、办学规模相适应。民办学校正式设
立时，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缴足。

　　第二十二条　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审批机关应当颁发办学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

　　办学许可的期限应当与民办学校的办学层次和类型相适应。民办学校在许可期限内无违法违规行为的
，有效期届满可以自动延续、换领新证。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分
别制定。

　　第二十三条　民办学校增设校区应当向审批机关申请地址变更；设立分校应当向分校所在地审批机关
单独申请办学许可，并报原审批机关备案。

　　第二十四条　民办学校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法人登记，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办理。

第三章　民办学校的组织与活动

　　第二十五条　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中国境内定居，品行良好，无故意犯罪记录或者教育领域不良从业
记录。

　　民办学校法定代表人应当由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担任。

　　第二十六条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应当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校长、党组
织负责人、教职工代表等共同组成。鼓励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吸收社会公众代表
，根据需要设独立理事或者独立董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
人员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应当有审批机关委派的代表。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每年至少召开�次会议。经�/�以上组成人员提议，可
以召开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临时会议。讨论下列重大事项，应当经�/�以上组成人员同意
方可通过：

　　(一)变更举办者；

　　(二)聘任、解聘校长；

　　(三)修改学校章程；

　　(四)制定发展规划；

　　(五)审核预算、决算；

　　(六)决定学校的分立、合并、终止；

　　(七)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二十七条　民办学校应当设立监督机构。监督机构应当有党的基层组织代表，且教职工代表不少于
�/�。教职工人数少于��人的民办学校可以只设�至�名监事。

　　监督机构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学校章程对学校办学行为进行监督。监督机构负责人或者监事应当列席
学校决策机构会议。

　　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得兼任、担任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或者监
事。

　　第二十八条　民办学校校长依法独立行使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职权。

　　民办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由校长提出，报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批准。

　　第二十九条　民办学校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使用境外教材的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实施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自主设置专业、开
设课程、选用教材。

　　实施普通高中教育、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基于国家课程标准自主开设有特色的课程，实施教育教
学创新，自主设置的课程应当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实施学前教育的民办学校开展保育和教育活动，应当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设置、开发以游戏、活动
为主要形式的课程。

　　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与培训专业(职业、工种)相对
应的国家职业标准及相关职业培训要求开展培训活动，不得教唆、组织学员规避监管，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职
业资格证书、成绩证明等。

　　第三十条　民办学校应当按照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的承诺，开设相应课程，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
教育教学质量。

　　民办学校应当提供符合标准的校舍和教育教学设施设备。

　　第三十一条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可以在审
批机关核定的办学规模内，自主确定招生的标准和方式，与公办学校同期招生。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在审批机关管辖的区域内招生，纳入审批机关所在地统一管理。实施普
通高中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主要在学校所在设区的市范围内招生，符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
政部门有关规定的可以跨区域招生。招收接受高等学历教育学生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为外地的民办学校在本地招生
提供平等待遇，不得设置跨区域招生障碍实行地区封锁。

　　民办学校招收学生应当遵守招生规则，维护招生秩序，公开公平公正录取学生。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学科知识类入学考试，不得提前招生。

　　民办学校招收境外学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
审批同意后，可以获得相应的学位授予资格。

第四章　教师与受教育者

　　第三十三条　民办学校聘任的教师或者教学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或者其他相应的专业资格、
资质。

　　民办学校应当有一定数量的专任教师；其中，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配备专任教师。

　　鼓励民办学校创新教师聘任方式，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提高教学效率和水平。

　　第三十四条　民办学校自主招聘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并应当与所招聘人员依法签订劳动或者聘用合
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等。

　　民办学校聘任专任教师，在合同中除依法约定必备条款外，还应当对教师岗位及其职责要求、师德和业
务考核办法、福利待遇、培训和继续教育等事项作出约定。

　　公办学校教师未经所在学校同意不得在民办学校兼职。

　　民办学校聘任外籍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教师培训制度，为受聘教师接受相应的思想政治培训和业务培训提供
条件。

　　第三十六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按照学校登记的法人类型，按时足额支付工资，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国家鼓励民办学校按照有关规定为教职工建立职业年金或者企业年金等补
充养老保险。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从学费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专项资金或者基金，由学校

管理，用于教职工职业激励或者增加待遇保障。

　　第三十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幼儿园、中小学专任教师劳动、聘用合同备案
制度，建立统一档案，记录教师的教龄、工龄，在培训、考核、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表彰奖励、权利保护等方面，
统筹规划、统一管理，与公办幼儿园、中小学聘任的教师平等对待。

　　民办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完善管理制度，保证教师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的合理流动；指
导和监督民办学校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第三十八条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依法建立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并报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九条　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申请政府设立的有关科研项目、课题等，享有与同级
同类公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相关项目管理部门应当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科研项目
、课题资金。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社会优待、参加先进评选，以及获得助学贷
款、奖助学金等国家资助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学生资助、奖励制度，并按照不低于当地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标准，
从学费收入中提取相应资金用于资助、奖励学生。

　　第四十条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组织有关的评奖评优、文艺体
育活动和课题、项目招标，应当为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提供同等的机会。

第五章　民办学校的资产与财务管理

　　第四十一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
财务会计报告。

　　第四十二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办学成本核算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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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办学校参与举办、使用国有资
产或者接受政府生均经费补助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其收费制定最高限
价。

　　第四十三条　民办学校资产中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民办学校依法接受的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执行。

　　第四十四条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取费用、开展活动的资金往来，应当使用在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的账
户。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对该账户实施监督。

　　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入应当全部纳入学校开设的银行结算账户，办学结余分配应当在年度财务结算后进
行。

　　第四十五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与利益关联方进行交易。其他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进行
交易的，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允的原则，合理定价、规范决策，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学校利益和师生权益。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利益关联方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以及财政等有关部门应
当加强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签订协议的监管，并按年度对关联交易进行审查。

　　前款所称利益关联方是指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实际控制人、校长、理事、董事、监事、财务负责人等以及
与上述组织或者个人之间存在互相控制和影响关系、可能导致民办学校利益被转移的组织或者个人。

　　第四十六条　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民办学校应当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非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中，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净收
益中，按不低于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或者净收益的��%的比例提取发展基金，用于学校的发展。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民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根据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制度，健全日常
监管机制。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民办学校信用档案和举办者、校长执
业信用制度，对民办学校进行执法监督的情况和处罚、处理结果应当予以记录，由执法、监督人员签字后归
档，并依法依规公开执法监督结果。相关信用档案和信用记录依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

　　第四十八条　审批机关应当及时公开民办学校举办者情况、办学条件等审批信息。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分工，定期组织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民办
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四十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制定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民办学校的信息公示清单，
监督民办学校定期向社会公开办学条件、教育质量等有关信息。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相关信息。

　　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和鼓励民办学校依法建立行业组织，研究制定相应的质量标准，建立认证体系，制定
推广反映行业规律和特色要求的合同示范文本。

　　第五十条　民办学校终止的，应当交回办学许可证，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向社会公告。

　　民办学校自己要求终止的，应当提前�个月发布拟终止公告，依法依章程制定终止方案。

　　民办学校无实际招生、办学行为的，办学许可证到期后自然废止，由审批机关予以公告。民办学校自行
组织清算后，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对于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而被终止的民办学校，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第五十一条　国务院教育督导机构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应当对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法定职责的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依法对民办学校进行督导并公布督导结果，建立民办中小学、
幼儿园责任督学制度。

第七章　支持与奖励

　　第五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健全对民办学校的支持政策，优先扶持办学质量高、
特色明显、社会效益显著的民办学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生均经费等相关经费标准和支持政策，对非营利性
民办学校给予适当补助。

　　地方人民政府出租、转让闲置的国有资产应当优先扶持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五十三条　民办学校可以依法以捐赠者的姓名、名称命名学校的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
设施。捐赠者对民办学校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按照
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其他民办学校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可以以捐赠者的姓名或者名称作为学校校名。

　　第五十四条　民办学校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
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五十五条　地方人民政府在制定闲置校园综合利用方案时，应当考虑当地民办教育发展需求。

　　新建、扩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与公办学校同等原则，以划拨等方式给予用地优
惠。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使用土地，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依法以协议、招标、拍卖等方式供应
土地，也可以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方式供应土地，土地出让价款和租金可以在规定期限内
按合同约定分期缴纳。

　　第五十六条　在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举办的民办学校申请贷款用于学校自身发展的，
享受国家相关的信贷优惠政策。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用于支持民办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奖励举办者等。

　　国家鼓励社会力量依法设立民办教育发展方面的基金会或者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民办教育发展。

　　第五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服务的需要，
可以与民办学校签订协议，以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其承担相应教育任务。

　　委托民办学校承担普惠性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任务的，应当根据当地相关教育阶段
的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采取政府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支持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保障教师待遇。

　　第六十条　国家鼓励、支持保险机构设立适合民办学校的保险产品，探索建立行业互助保险等机制，为
民办学校重大事故处理、终止善后、教职工权益保障等事项提供风险保障。

　　金融机构可以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开发适合民办学校特点的金融产品。民办学校可以以未来经营收入、
知识产权等进行融资。

　　第六十一条　除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还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支持与奖励措施。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对现有民办学校实施分类管理改革时，应当充分考虑有关历史和现实情况
，保障受教育者、教职工和举办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及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
正，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办者或实
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
办者或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办学非法集资，或者收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的；

　　(二)未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挪用办学经费的；

　　(三)侵占学校法人财产或者非法从学校获取利益的；

　　(四)与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或者与其他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损害国家利益、学校
利益和师生权益的；

　　(五)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

　　(六)干扰学校办学秩序或者非法干预学校决策、管理的；

　　(七)擅自变更学校名称、层次、类型和举办者的；

　　(八)有其他危害学校稳定和安全、侵犯学校法人权利或者损害教职工、受教育者权益的行为的。

　　第六十三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给予处罚：

　　(一)违背国家教育方针，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或者未保障学校党组织履行职责的；

　　(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

　　(三)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未依法履行职责的；

　　(四)教学条件明显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教育教学质量低下，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五)校舍、其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六)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七)违反国家规定聘任、解聘教师，或者未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的；

　　(八)违反规定招生，或者在招生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九)超出办学许可范围，擅自改变办学地址或者设立分校的；

　　(十)未依法履行公示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有关材料、财务状况等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公示的材料不真实
的；

　　(十一)未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资产管理混乱，或者违反法
律、法规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的；

　　(十二)有其他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的行为的。

　　法律、行政法规对前款规定情形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四条　民办学校有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或者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违法情形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学校决策机
构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
长；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所举办或者实际控
制的民办学校疏于管理，造成恶劣影响的，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整顿；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发生同类问题的，�至�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
办学校，情节严重的，��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举办、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或者在民办学校筹设期内招生的，依照民办教
育促进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给予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现有民办学校，是指����年��月�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公布前设立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适用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自����年�月�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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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公办学校依法享有举办者权益，依法履行国有资产管理义务。

　　第八条　地方人民政府不得利用国有企业、公办教育资源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

　　以国有资产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应当根据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定，聘请具有评估资格的
中介机构依法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合理确定出资额，并报对该国有资产负有监管职责的机构备案。

　　第九条　国家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民办学校。

　　第十条　举办民办学校，应当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民办学校存续期间，举办者不得抽逃出资，不
得挪用办学经费。

　　举办者可以依法募集资金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所募集资金应当主要用于办学，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民办学校及其举办者不得以赞助费等名目向学生、学生家长收取或者变相收
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

　　第十一条　举办者依法制定学校章程，负责推选民办学校首届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
的组成人员。

　　举办者可以依据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或者委派代表参加理事会、董事会或者
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并依据学校章程规定的权限行使相应的决策权、管理权。

　　第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变更的，应当签订变更协议，但不得涉及学校的法人财产，也不得影响学
校发展，不得损害师生权益；现有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变更的，可以根据其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与继任举办
者协议约定变更收益。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再具备法定条件的，应当在�个月内向审批机关提出变更；逾期不变更的，由审批
机关责令变更。

　　举办者为法人的，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举办民办学校的条件，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应当报主管部门备案并公示。

　　举办者变更，符合法定条件的，审批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办理。

　　第十三条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应当具备与其所开展办
学活动相适应的资金、人员、组织机构等条件与能力，并对所举办民办学校承担管理和监督职责。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向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提
供教材、课程、技术支持等服务以及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准和保
障机制。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应当保障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依法独立开展办学
活动，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不得改变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性
质，直接或者间接取得办学收益；也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

　　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实施学前教
育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十四条　实施国家认可的教育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职业技能等级考试等考试的机构，举办或者参
与举办与其所实施的考试相关的民办学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设立民办学校的审批权限，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实施义务教育的职责。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
符合当地义务教育发展规划。

　　第十六条　国家鼓励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

　　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符合国家互联网管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利用互联网
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的民办学校应当取得相应的办学许可。

　　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依法建立并落实互联网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
术措施，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
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外籍人员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遵守教育和外国人在华工作管理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

　　第十七条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在获得筹设批准书之日起�年内完成筹设的，可以提出正式设立申请。

　　民办学校在筹设期内不得招生。

　　第十八条　申请正式设立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的，审批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组织专家委员会评
议，由专家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

　　第十九条　民办学校的章程应当规定下列主要事项：

　　(一)学校的名称、住所、办学地址、法人属性；

　　(二)举办者的权利义务，举办者变更、权益转让的办法；

　　(三)办学宗旨、发展定位、层次、类型、规模、形式等；

　　(四)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资产的来源、性质等；

　　(五)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产生方法、人员构成、任期、议事规则等；

　　(六)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或者代表进入学校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程序；

　　(七)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八)学校自行终止的事由，剩余资产处置的办法与程序；

　　(九)章程修改程序。

　　民办学校应当将章程向社会公示，修订章程应当事先公告，征求利益相关方意见。完成修订后，报主管
部门备案或者核准。

　　第二十条　民办学校只能使用一个名称。

　　民办学校的名称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含有可能引发歧义
的文字或者含有可能误导公众的其他法人名称。营利性民办学校可以在学校牌匾、成绩单、毕业证书、结业
证书、学位证书及相关证明、招生广告和简章上使用经审批机关批准的法人简称。

　　第二十一条　民办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与学校类型、层次、办学规模相适应。民办学校正式设
立时，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缴足。

　　第二十二条　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审批机关应当颁发办学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

　　办学许可的期限应当与民办学校的办学层次和类型相适应。民办学校在许可期限内无违法违规行为的
，有效期届满可以自动延续、换领新证。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分
别制定。

　　第二十三条　民办学校增设校区应当向审批机关申请地址变更；设立分校应当向分校所在地审批机关
单独申请办学许可，并报原审批机关备案。

　　第二十四条　民办学校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法人登记，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办理。

第三章　民办学校的组织与活动

　　第二十五条　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中国境内定居，品行良好，无故意犯罪记录或者教育领域不良从业
记录。

　　民办学校法定代表人应当由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担任。

　　第二十六条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应当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校长、党组
织负责人、教职工代表等共同组成。鼓励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吸收社会公众代表
，根据需要设独立理事或者独立董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
人员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应当有审批机关委派的代表。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每年至少召开�次会议。经�/�以上组成人员提议，可
以召开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临时会议。讨论下列重大事项，应当经�/�以上组成人员同意
方可通过：

　　(一)变更举办者；

　　(二)聘任、解聘校长；

　　(三)修改学校章程；

　　(四)制定发展规划；

　　(五)审核预算、决算；

　　(六)决定学校的分立、合并、终止；

　　(七)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二十七条　民办学校应当设立监督机构。监督机构应当有党的基层组织代表，且教职工代表不少于
�/�。教职工人数少于��人的民办学校可以只设�至�名监事。

　　监督机构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学校章程对学校办学行为进行监督。监督机构负责人或者监事应当列席
学校决策机构会议。

　　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得兼任、担任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或者监
事。

　　第二十八条　民办学校校长依法独立行使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职权。

　　民办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由校长提出，报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批准。

　　第二十九条　民办学校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使用境外教材的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实施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自主设置专业、开
设课程、选用教材。

　　实施普通高中教育、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基于国家课程标准自主开设有特色的课程，实施教育教
学创新，自主设置的课程应当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实施学前教育的民办学校开展保育和教育活动，应当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设置、开发以游戏、活动
为主要形式的课程。

　　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与培训专业(职业、工种)相对
应的国家职业标准及相关职业培训要求开展培训活动，不得教唆、组织学员规避监管，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职
业资格证书、成绩证明等。

　　第三十条　民办学校应当按照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的承诺，开设相应课程，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
教育教学质量。

　　民办学校应当提供符合标准的校舍和教育教学设施设备。

　　第三十一条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可以在审
批机关核定的办学规模内，自主确定招生的标准和方式，与公办学校同期招生。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在审批机关管辖的区域内招生，纳入审批机关所在地统一管理。实施普
通高中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主要在学校所在设区的市范围内招生，符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
政部门有关规定的可以跨区域招生。招收接受高等学历教育学生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为外地的民办学校在本地招生
提供平等待遇，不得设置跨区域招生障碍实行地区封锁。

　　民办学校招收学生应当遵守招生规则，维护招生秩序，公开公平公正录取学生。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学科知识类入学考试，不得提前招生。

　　民办学校招收境外学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
审批同意后，可以获得相应的学位授予资格。

第四章　教师与受教育者

　　第三十三条　民办学校聘任的教师或者教学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或者其他相应的专业资格、
资质。

　　民办学校应当有一定数量的专任教师；其中，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配备专任教师。

　　鼓励民办学校创新教师聘任方式，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提高教学效率和水平。

　　第三十四条　民办学校自主招聘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并应当与所招聘人员依法签订劳动或者聘用合
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等。

　　民办学校聘任专任教师，在合同中除依法约定必备条款外，还应当对教师岗位及其职责要求、师德和业
务考核办法、福利待遇、培训和继续教育等事项作出约定。

　　公办学校教师未经所在学校同意不得在民办学校兼职。

　　民办学校聘任外籍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教师培训制度，为受聘教师接受相应的思想政治培训和业务培训提供
条件。

　　第三十六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按照学校登记的法人类型，按时足额支付工资，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国家鼓励民办学校按照有关规定为教职工建立职业年金或者企业年金等补
充养老保险。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从学费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专项资金或者基金，由学校

管理，用于教职工职业激励或者增加待遇保障。

　　第三十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幼儿园、中小学专任教师劳动、聘用合同备案
制度，建立统一档案，记录教师的教龄、工龄，在培训、考核、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表彰奖励、权利保护等方面，
统筹规划、统一管理，与公办幼儿园、中小学聘任的教师平等对待。

　　民办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完善管理制度，保证教师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的合理流动；指
导和监督民办学校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第三十八条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依法建立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并报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九条　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申请政府设立的有关科研项目、课题等，享有与同级
同类公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相关项目管理部门应当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科研项目
、课题资金。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社会优待、参加先进评选，以及获得助学贷
款、奖助学金等国家资助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学生资助、奖励制度，并按照不低于当地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标准，
从学费收入中提取相应资金用于资助、奖励学生。

　　第四十条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组织有关的评奖评优、文艺体
育活动和课题、项目招标，应当为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提供同等的机会。

第五章　民办学校的资产与财务管理

　　第四十一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
财务会计报告。

　　第四十二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办学成本核算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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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办学校参与举办、使用国有资
产或者接受政府生均经费补助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其收费制定最高限
价。

　　第四十三条　民办学校资产中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民办学校依法接受的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执行。

　　第四十四条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取费用、开展活动的资金往来，应当使用在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的账
户。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对该账户实施监督。

　　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入应当全部纳入学校开设的银行结算账户，办学结余分配应当在年度财务结算后进
行。

　　第四十五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与利益关联方进行交易。其他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进行
交易的，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允的原则，合理定价、规范决策，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学校利益和师生权益。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利益关联方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以及财政等有关部门应
当加强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签订协议的监管，并按年度对关联交易进行审查。

　　前款所称利益关联方是指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实际控制人、校长、理事、董事、监事、财务负责人等以及
与上述组织或者个人之间存在互相控制和影响关系、可能导致民办学校利益被转移的组织或者个人。

　　第四十六条　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民办学校应当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非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中，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净收
益中，按不低于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或者净收益的��%的比例提取发展基金，用于学校的发展。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民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根据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制度，健全日常
监管机制。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民办学校信用档案和举办者、校长执
业信用制度，对民办学校进行执法监督的情况和处罚、处理结果应当予以记录，由执法、监督人员签字后归
档，并依法依规公开执法监督结果。相关信用档案和信用记录依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

　　第四十八条　审批机关应当及时公开民办学校举办者情况、办学条件等审批信息。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分工，定期组织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民办
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四十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制定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民办学校的信息公示清单，
监督民办学校定期向社会公开办学条件、教育质量等有关信息。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相关信息。

　　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和鼓励民办学校依法建立行业组织，研究制定相应的质量标准，建立认证体系，制定
推广反映行业规律和特色要求的合同示范文本。

　　第五十条　民办学校终止的，应当交回办学许可证，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向社会公告。

　　民办学校自己要求终止的，应当提前�个月发布拟终止公告，依法依章程制定终止方案。

　　民办学校无实际招生、办学行为的，办学许可证到期后自然废止，由审批机关予以公告。民办学校自行
组织清算后，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对于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而被终止的民办学校，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第五十一条　国务院教育督导机构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应当对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法定职责的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依法对民办学校进行督导并公布督导结果，建立民办中小学、
幼儿园责任督学制度。

第七章　支持与奖励

　　第五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健全对民办学校的支持政策，优先扶持办学质量高、
特色明显、社会效益显著的民办学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生均经费等相关经费标准和支持政策，对非营利性
民办学校给予适当补助。

　　地方人民政府出租、转让闲置的国有资产应当优先扶持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五十三条　民办学校可以依法以捐赠者的姓名、名称命名学校的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
设施。捐赠者对民办学校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按照
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其他民办学校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可以以捐赠者的姓名或者名称作为学校校名。

　　第五十四条　民办学校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
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五十五条　地方人民政府在制定闲置校园综合利用方案时，应当考虑当地民办教育发展需求。

　　新建、扩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与公办学校同等原则，以划拨等方式给予用地优
惠。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使用土地，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依法以协议、招标、拍卖等方式供应
土地，也可以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方式供应土地，土地出让价款和租金可以在规定期限内
按合同约定分期缴纳。

　　第五十六条　在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举办的民办学校申请贷款用于学校自身发展的，
享受国家相关的信贷优惠政策。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用于支持民办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奖励举办者等。

　　国家鼓励社会力量依法设立民办教育发展方面的基金会或者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民办教育发展。

　　第五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服务的需要，
可以与民办学校签订协议，以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其承担相应教育任务。

　　委托民办学校承担普惠性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任务的，应当根据当地相关教育阶段
的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采取政府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支持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保障教师待遇。

　　第六十条　国家鼓励、支持保险机构设立适合民办学校的保险产品，探索建立行业互助保险等机制，为
民办学校重大事故处理、终止善后、教职工权益保障等事项提供风险保障。

　　金融机构可以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开发适合民办学校特点的金融产品。民办学校可以以未来经营收入、
知识产权等进行融资。

　　第六十一条　除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还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支持与奖励措施。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对现有民办学校实施分类管理改革时，应当充分考虑有关历史和现实情况
，保障受教育者、教职工和举办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及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
正，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办者或实
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
办者或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办学非法集资，或者收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的；

　　(二)未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挪用办学经费的；

　　(三)侵占学校法人财产或者非法从学校获取利益的；

　　(四)与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或者与其他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损害国家利益、学校
利益和师生权益的；

　　(五)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

　　(六)干扰学校办学秩序或者非法干预学校决策、管理的；

　　(七)擅自变更学校名称、层次、类型和举办者的；

　　(八)有其他危害学校稳定和安全、侵犯学校法人权利或者损害教职工、受教育者权益的行为的。

　　第六十三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给予处罚：

　　(一)违背国家教育方针，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或者未保障学校党组织履行职责的；

　　(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

　　(三)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未依法履行职责的；

　　(四)教学条件明显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教育教学质量低下，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五)校舍、其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六)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七)违反国家规定聘任、解聘教师，或者未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的；

　　(八)违反规定招生，或者在招生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九)超出办学许可范围，擅自改变办学地址或者设立分校的；

　　(十)未依法履行公示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有关材料、财务状况等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公示的材料不真实
的；

　　(十一)未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资产管理混乱，或者违反法
律、法规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的；

　　(十二)有其他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的行为的。

　　法律、行政法规对前款规定情形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四条　民办学校有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或者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违法情形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学校决策机
构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
长；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所举办或者实际控
制的民办学校疏于管理，造成恶劣影响的，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整顿；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发生同类问题的，�至�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
办学校，情节严重的，��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举办、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或者在民办学校筹设期内招生的，依照民办教
育促进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给予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现有民办学校，是指����年��月�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公布前设立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适用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自����年�月�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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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公办学校依法享有举办者权益，依法履行国有资产管理义务。

　　第八条　地方人民政府不得利用国有企业、公办教育资源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

　　以国有资产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应当根据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定，聘请具有评估资格的
中介机构依法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合理确定出资额，并报对该国有资产负有监管职责的机构备案。

　　第九条　国家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民办学校。

　　第十条　举办民办学校，应当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民办学校存续期间，举办者不得抽逃出资，不
得挪用办学经费。

　　举办者可以依法募集资金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所募集资金应当主要用于办学，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民办学校及其举办者不得以赞助费等名目向学生、学生家长收取或者变相收
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

　　第十一条　举办者依法制定学校章程，负责推选民办学校首届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
的组成人员。

　　举办者可以依据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或者委派代表参加理事会、董事会或者
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并依据学校章程规定的权限行使相应的决策权、管理权。

　　第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变更的，应当签订变更协议，但不得涉及学校的法人财产，也不得影响学
校发展，不得损害师生权益；现有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变更的，可以根据其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与继任举办
者协议约定变更收益。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再具备法定条件的，应当在�个月内向审批机关提出变更；逾期不变更的，由审批
机关责令变更。

　　举办者为法人的，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举办民办学校的条件，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应当报主管部门备案并公示。

　　举办者变更，符合法定条件的，审批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办理。

　　第十三条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应当具备与其所开展办
学活动相适应的资金、人员、组织机构等条件与能力，并对所举办民办学校承担管理和监督职责。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向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提
供教材、课程、技术支持等服务以及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准和保
障机制。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应当保障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依法独立开展办学
活动，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不得改变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性
质，直接或者间接取得办学收益；也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

　　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实施学前教
育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十四条　实施国家认可的教育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职业技能等级考试等考试的机构，举办或者参
与举办与其所实施的考试相关的民办学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设立民办学校的审批权限，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实施义务教育的职责。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
符合当地义务教育发展规划。

　　第十六条　国家鼓励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

　　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符合国家互联网管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利用互联网
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的民办学校应当取得相应的办学许可。

　　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依法建立并落实互联网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
术措施，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
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外籍人员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遵守教育和外国人在华工作管理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

　　第十七条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在获得筹设批准书之日起�年内完成筹设的，可以提出正式设立申请。

　　民办学校在筹设期内不得招生。

　　第十八条　申请正式设立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的，审批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组织专家委员会评
议，由专家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

　　第十九条　民办学校的章程应当规定下列主要事项：

　　(一)学校的名称、住所、办学地址、法人属性；

　　(二)举办者的权利义务，举办者变更、权益转让的办法；

　　(三)办学宗旨、发展定位、层次、类型、规模、形式等；

　　(四)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资产的来源、性质等；

　　(五)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产生方法、人员构成、任期、议事规则等；

　　(六)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或者代表进入学校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程序；

　　(七)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八)学校自行终止的事由，剩余资产处置的办法与程序；

　　(九)章程修改程序。

　　民办学校应当将章程向社会公示，修订章程应当事先公告，征求利益相关方意见。完成修订后，报主管
部门备案或者核准。

　　第二十条　民办学校只能使用一个名称。

　　民办学校的名称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含有可能引发歧义
的文字或者含有可能误导公众的其他法人名称。营利性民办学校可以在学校牌匾、成绩单、毕业证书、结业
证书、学位证书及相关证明、招生广告和简章上使用经审批机关批准的法人简称。

　　第二十一条　民办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与学校类型、层次、办学规模相适应。民办学校正式设
立时，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缴足。

　　第二十二条　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审批机关应当颁发办学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

　　办学许可的期限应当与民办学校的办学层次和类型相适应。民办学校在许可期限内无违法违规行为的
，有效期届满可以自动延续、换领新证。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分
别制定。

　　第二十三条　民办学校增设校区应当向审批机关申请地址变更；设立分校应当向分校所在地审批机关
单独申请办学许可，并报原审批机关备案。

　　第二十四条　民办学校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法人登记，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办理。

第三章　民办学校的组织与活动

　　第二十五条　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中国境内定居，品行良好，无故意犯罪记录或者教育领域不良从业
记录。

　　民办学校法定代表人应当由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担任。

　　第二十六条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应当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校长、党组
织负责人、教职工代表等共同组成。鼓励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吸收社会公众代表
，根据需要设独立理事或者独立董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
人员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应当有审批机关委派的代表。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每年至少召开�次会议。经�/�以上组成人员提议，可
以召开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临时会议。讨论下列重大事项，应当经�/�以上组成人员同意
方可通过：

　　(一)变更举办者；

　　(二)聘任、解聘校长；

　　(三)修改学校章程；

　　(四)制定发展规划；

　　(五)审核预算、决算；

　　(六)决定学校的分立、合并、终止；

　　(七)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二十七条　民办学校应当设立监督机构。监督机构应当有党的基层组织代表，且教职工代表不少于
�/�。教职工人数少于��人的民办学校可以只设�至�名监事。

　　监督机构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学校章程对学校办学行为进行监督。监督机构负责人或者监事应当列席
学校决策机构会议。

　　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得兼任、担任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或者监
事。

　　第二十八条　民办学校校长依法独立行使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职权。

　　民办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由校长提出，报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批准。

　　第二十九条　民办学校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使用境外教材的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实施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自主设置专业、开
设课程、选用教材。

　　实施普通高中教育、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基于国家课程标准自主开设有特色的课程，实施教育教
学创新，自主设置的课程应当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实施学前教育的民办学校开展保育和教育活动，应当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设置、开发以游戏、活动
为主要形式的课程。

　　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与培训专业(职业、工种)相对
应的国家职业标准及相关职业培训要求开展培训活动，不得教唆、组织学员规避监管，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职
业资格证书、成绩证明等。

　　第三十条　民办学校应当按照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的承诺，开设相应课程，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
教育教学质量。

　　民办学校应当提供符合标准的校舍和教育教学设施设备。

　　第三十一条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可以在审
批机关核定的办学规模内，自主确定招生的标准和方式，与公办学校同期招生。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在审批机关管辖的区域内招生，纳入审批机关所在地统一管理。实施普
通高中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主要在学校所在设区的市范围内招生，符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
政部门有关规定的可以跨区域招生。招收接受高等学历教育学生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为外地的民办学校在本地招生
提供平等待遇，不得设置跨区域招生障碍实行地区封锁。

　　民办学校招收学生应当遵守招生规则，维护招生秩序，公开公平公正录取学生。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学科知识类入学考试，不得提前招生。

　　民办学校招收境外学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
审批同意后，可以获得相应的学位授予资格。

第四章　教师与受教育者

　　第三十三条　民办学校聘任的教师或者教学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或者其他相应的专业资格、
资质。

　　民办学校应当有一定数量的专任教师；其中，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配备专任教师。

　　鼓励民办学校创新教师聘任方式，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提高教学效率和水平。

　　第三十四条　民办学校自主招聘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并应当与所招聘人员依法签订劳动或者聘用合
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等。

　　民办学校聘任专任教师，在合同中除依法约定必备条款外，还应当对教师岗位及其职责要求、师德和业
务考核办法、福利待遇、培训和继续教育等事项作出约定。

　　公办学校教师未经所在学校同意不得在民办学校兼职。

　　民办学校聘任外籍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教师培训制度，为受聘教师接受相应的思想政治培训和业务培训提供
条件。

　　第三十六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按照学校登记的法人类型，按时足额支付工资，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国家鼓励民办学校按照有关规定为教职工建立职业年金或者企业年金等补
充养老保险。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从学费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专项资金或者基金，由学校

管理，用于教职工职业激励或者增加待遇保障。

　　第三十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幼儿园、中小学专任教师劳动、聘用合同备案
制度，建立统一档案，记录教师的教龄、工龄，在培训、考核、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表彰奖励、权利保护等方面，
统筹规划、统一管理，与公办幼儿园、中小学聘任的教师平等对待。

　　民办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完善管理制度，保证教师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的合理流动；指
导和监督民办学校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第三十八条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依法建立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并报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九条　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申请政府设立的有关科研项目、课题等，享有与同级
同类公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相关项目管理部门应当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科研项目
、课题资金。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社会优待、参加先进评选，以及获得助学贷
款、奖助学金等国家资助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学生资助、奖励制度，并按照不低于当地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标准，
从学费收入中提取相应资金用于资助、奖励学生。

　　第四十条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组织有关的评奖评优、文艺体
育活动和课题、项目招标，应当为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提供同等的机会。

第五章　民办学校的资产与财务管理

　　第四十一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
财务会计报告。

　　第四十二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办学成本核算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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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办学校参与举办、使用国有资
产或者接受政府生均经费补助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其收费制定最高限
价。

　　第四十三条　民办学校资产中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民办学校依法接受的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执行。

　　第四十四条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取费用、开展活动的资金往来，应当使用在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的账
户。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对该账户实施监督。

　　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入应当全部纳入学校开设的银行结算账户，办学结余分配应当在年度财务结算后进
行。

　　第四十五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与利益关联方进行交易。其他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进行
交易的，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允的原则，合理定价、规范决策，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学校利益和师生权益。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利益关联方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以及财政等有关部门应
当加强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签订协议的监管，并按年度对关联交易进行审查。

　　前款所称利益关联方是指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实际控制人、校长、理事、董事、监事、财务负责人等以及
与上述组织或者个人之间存在互相控制和影响关系、可能导致民办学校利益被转移的组织或者个人。

　　第四十六条　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民办学校应当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非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中，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净收
益中，按不低于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或者净收益的��%的比例提取发展基金，用于学校的发展。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民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根据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制度，健全日常
监管机制。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民办学校信用档案和举办者、校长执
业信用制度，对民办学校进行执法监督的情况和处罚、处理结果应当予以记录，由执法、监督人员签字后归
档，并依法依规公开执法监督结果。相关信用档案和信用记录依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

　　第四十八条　审批机关应当及时公开民办学校举办者情况、办学条件等审批信息。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分工，定期组织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民办
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四十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制定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民办学校的信息公示清单，
监督民办学校定期向社会公开办学条件、教育质量等有关信息。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相关信息。

　　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和鼓励民办学校依法建立行业组织，研究制定相应的质量标准，建立认证体系，制定
推广反映行业规律和特色要求的合同示范文本。

　　第五十条　民办学校终止的，应当交回办学许可证，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向社会公告。

　　民办学校自己要求终止的，应当提前�个月发布拟终止公告，依法依章程制定终止方案。

　　民办学校无实际招生、办学行为的，办学许可证到期后自然废止，由审批机关予以公告。民办学校自行
组织清算后，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对于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而被终止的民办学校，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第五十一条　国务院教育督导机构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应当对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法定职责的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依法对民办学校进行督导并公布督导结果，建立民办中小学、
幼儿园责任督学制度。

第七章　支持与奖励

　　第五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健全对民办学校的支持政策，优先扶持办学质量高、
特色明显、社会效益显著的民办学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生均经费等相关经费标准和支持政策，对非营利性
民办学校给予适当补助。

　　地方人民政府出租、转让闲置的国有资产应当优先扶持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五十三条　民办学校可以依法以捐赠者的姓名、名称命名学校的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
设施。捐赠者对民办学校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按照
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其他民办学校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可以以捐赠者的姓名或者名称作为学校校名。

　　第五十四条　民办学校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
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五十五条　地方人民政府在制定闲置校园综合利用方案时，应当考虑当地民办教育发展需求。

　　新建、扩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与公办学校同等原则，以划拨等方式给予用地优
惠。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使用土地，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依法以协议、招标、拍卖等方式供应
土地，也可以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方式供应土地，土地出让价款和租金可以在规定期限内
按合同约定分期缴纳。

　　第五十六条　在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举办的民办学校申请贷款用于学校自身发展的，
享受国家相关的信贷优惠政策。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用于支持民办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奖励举办者等。

　　国家鼓励社会力量依法设立民办教育发展方面的基金会或者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民办教育发展。

　　第五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服务的需要，
可以与民办学校签订协议，以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其承担相应教育任务。

　　委托民办学校承担普惠性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任务的，应当根据当地相关教育阶段
的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采取政府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支持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保障教师待遇。

　　第六十条　国家鼓励、支持保险机构设立适合民办学校的保险产品，探索建立行业互助保险等机制，为
民办学校重大事故处理、终止善后、教职工权益保障等事项提供风险保障。

　　金融机构可以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开发适合民办学校特点的金融产品。民办学校可以以未来经营收入、
知识产权等进行融资。

　　第六十一条　除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还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支持与奖励措施。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对现有民办学校实施分类管理改革时，应当充分考虑有关历史和现实情况
，保障受教育者、教职工和举办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及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
正，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办者或实
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
办者或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办学非法集资，或者收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的；

　　(二)未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挪用办学经费的；

　　(三)侵占学校法人财产或者非法从学校获取利益的；

　　(四)与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或者与其他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损害国家利益、学校
利益和师生权益的；

　　(五)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

　　(六)干扰学校办学秩序或者非法干预学校决策、管理的；

　　(七)擅自变更学校名称、层次、类型和举办者的；

　　(八)有其他危害学校稳定和安全、侵犯学校法人权利或者损害教职工、受教育者权益的行为的。

　　第六十三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给予处罚：

　　(一)违背国家教育方针，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或者未保障学校党组织履行职责的；

　　(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

　　(三)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未依法履行职责的；

　　(四)教学条件明显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教育教学质量低下，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五)校舍、其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六)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七)违反国家规定聘任、解聘教师，或者未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的；

　　(八)违反规定招生，或者在招生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九)超出办学许可范围，擅自改变办学地址或者设立分校的；

　　(十)未依法履行公示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有关材料、财务状况等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公示的材料不真实
的；

　　(十一)未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资产管理混乱，或者违反法
律、法规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的；

　　(十二)有其他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的行为的。

　　法律、行政法规对前款规定情形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四条　民办学校有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或者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违法情形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学校决策机
构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
长；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所举办或者实际控
制的民办学校疏于管理，造成恶劣影响的，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整顿；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发生同类问题的，�至�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
办学校，情节严重的，��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举办、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或者在民办学校筹设期内招生的，依照民办教
育促进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给予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现有民办学校，是指����年��月�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公布前设立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适用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自����年�月�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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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公办学校依法享有举办者权益，依法履行国有资产管理义务。

　　第八条　地方人民政府不得利用国有企业、公办教育资源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

　　以国有资产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应当根据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定，聘请具有评估资格的
中介机构依法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合理确定出资额，并报对该国有资产负有监管职责的机构备案。

　　第九条　国家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民办学校。

　　第十条　举办民办学校，应当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民办学校存续期间，举办者不得抽逃出资，不
得挪用办学经费。

　　举办者可以依法募集资金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所募集资金应当主要用于办学，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民办学校及其举办者不得以赞助费等名目向学生、学生家长收取或者变相收
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

　　第十一条　举办者依法制定学校章程，负责推选民办学校首届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
的组成人员。

　　举办者可以依据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或者委派代表参加理事会、董事会或者
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并依据学校章程规定的权限行使相应的决策权、管理权。

　　第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变更的，应当签订变更协议，但不得涉及学校的法人财产，也不得影响学
校发展，不得损害师生权益；现有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变更的，可以根据其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与继任举办
者协议约定变更收益。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再具备法定条件的，应当在�个月内向审批机关提出变更；逾期不变更的，由审批
机关责令变更。

　　举办者为法人的，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举办民办学校的条件，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应当报主管部门备案并公示。

　　举办者变更，符合法定条件的，审批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办理。

　　第十三条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应当具备与其所开展办
学活动相适应的资金、人员、组织机构等条件与能力，并对所举办民办学校承担管理和监督职责。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向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提
供教材、课程、技术支持等服务以及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准和保
障机制。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应当保障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依法独立开展办学
活动，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不得改变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性
质，直接或者间接取得办学收益；也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

　　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实施学前教
育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十四条　实施国家认可的教育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职业技能等级考试等考试的机构，举办或者参
与举办与其所实施的考试相关的民办学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设立民办学校的审批权限，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实施义务教育的职责。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
符合当地义务教育发展规划。

　　第十六条　国家鼓励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

　　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符合国家互联网管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利用互联网
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的民办学校应当取得相应的办学许可。

　　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依法建立并落实互联网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
术措施，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
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外籍人员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遵守教育和外国人在华工作管理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

　　第十七条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在获得筹设批准书之日起�年内完成筹设的，可以提出正式设立申请。

　　民办学校在筹设期内不得招生。

　　第十八条　申请正式设立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的，审批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组织专家委员会评
议，由专家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

　　第十九条　民办学校的章程应当规定下列主要事项：

　　(一)学校的名称、住所、办学地址、法人属性；

　　(二)举办者的权利义务，举办者变更、权益转让的办法；

　　(三)办学宗旨、发展定位、层次、类型、规模、形式等；

　　(四)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资产的来源、性质等；

　　(五)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产生方法、人员构成、任期、议事规则等；

　　(六)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或者代表进入学校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程序；

　　(七)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八)学校自行终止的事由，剩余资产处置的办法与程序；

　　(九)章程修改程序。

　　民办学校应当将章程向社会公示，修订章程应当事先公告，征求利益相关方意见。完成修订后，报主管
部门备案或者核准。

　　第二十条　民办学校只能使用一个名称。

　　民办学校的名称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含有可能引发歧义
的文字或者含有可能误导公众的其他法人名称。营利性民办学校可以在学校牌匾、成绩单、毕业证书、结业
证书、学位证书及相关证明、招生广告和简章上使用经审批机关批准的法人简称。

　　第二十一条　民办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与学校类型、层次、办学规模相适应。民办学校正式设
立时，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缴足。

　　第二十二条　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审批机关应当颁发办学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

　　办学许可的期限应当与民办学校的办学层次和类型相适应。民办学校在许可期限内无违法违规行为的
，有效期届满可以自动延续、换领新证。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分
别制定。

　　第二十三条　民办学校增设校区应当向审批机关申请地址变更；设立分校应当向分校所在地审批机关
单独申请办学许可，并报原审批机关备案。

　　第二十四条　民办学校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法人登记，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办理。

第三章　民办学校的组织与活动

　　第二十五条　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中国境内定居，品行良好，无故意犯罪记录或者教育领域不良从业
记录。

　　民办学校法定代表人应当由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担任。

　　第二十六条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应当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校长、党组
织负责人、教职工代表等共同组成。鼓励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吸收社会公众代表
，根据需要设独立理事或者独立董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
人员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应当有审批机关委派的代表。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每年至少召开�次会议。经�/�以上组成人员提议，可
以召开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临时会议。讨论下列重大事项，应当经�/�以上组成人员同意
方可通过：

　　(一)变更举办者；

　　(二)聘任、解聘校长；

　　(三)修改学校章程；

　　(四)制定发展规划；

　　(五)审核预算、决算；

　　(六)决定学校的分立、合并、终止；

　　(七)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二十七条　民办学校应当设立监督机构。监督机构应当有党的基层组织代表，且教职工代表不少于
�/�。教职工人数少于��人的民办学校可以只设�至�名监事。

　　监督机构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学校章程对学校办学行为进行监督。监督机构负责人或者监事应当列席
学校决策机构会议。

　　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得兼任、担任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或者监
事。

　　第二十八条　民办学校校长依法独立行使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职权。

　　民办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由校长提出，报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批准。

　　第二十九条　民办学校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使用境外教材的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实施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自主设置专业、开
设课程、选用教材。

　　实施普通高中教育、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基于国家课程标准自主开设有特色的课程，实施教育教
学创新，自主设置的课程应当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实施学前教育的民办学校开展保育和教育活动，应当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设置、开发以游戏、活动
为主要形式的课程。

　　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与培训专业(职业、工种)相对
应的国家职业标准及相关职业培训要求开展培训活动，不得教唆、组织学员规避监管，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职
业资格证书、成绩证明等。

　　第三十条　民办学校应当按照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的承诺，开设相应课程，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
教育教学质量。

　　民办学校应当提供符合标准的校舍和教育教学设施设备。

　　第三十一条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可以在审
批机关核定的办学规模内，自主确定招生的标准和方式，与公办学校同期招生。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在审批机关管辖的区域内招生，纳入审批机关所在地统一管理。实施普
通高中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主要在学校所在设区的市范围内招生，符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
政部门有关规定的可以跨区域招生。招收接受高等学历教育学生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为外地的民办学校在本地招生
提供平等待遇，不得设置跨区域招生障碍实行地区封锁。

　　民办学校招收学生应当遵守招生规则，维护招生秩序，公开公平公正录取学生。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学科知识类入学考试，不得提前招生。

　　民办学校招收境外学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
审批同意后，可以获得相应的学位授予资格。

第四章　教师与受教育者

　　第三十三条　民办学校聘任的教师或者教学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或者其他相应的专业资格、
资质。

　　民办学校应当有一定数量的专任教师；其中，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配备专任教师。

　　鼓励民办学校创新教师聘任方式，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提高教学效率和水平。

　　第三十四条　民办学校自主招聘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并应当与所招聘人员依法签订劳动或者聘用合
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等。

　　民办学校聘任专任教师，在合同中除依法约定必备条款外，还应当对教师岗位及其职责要求、师德和业
务考核办法、福利待遇、培训和继续教育等事项作出约定。

　　公办学校教师未经所在学校同意不得在民办学校兼职。

　　民办学校聘任外籍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教师培训制度，为受聘教师接受相应的思想政治培训和业务培训提供
条件。

　　第三十六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按照学校登记的法人类型，按时足额支付工资，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国家鼓励民办学校按照有关规定为教职工建立职业年金或者企业年金等补
充养老保险。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从学费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专项资金或者基金，由学校

管理，用于教职工职业激励或者增加待遇保障。

　　第三十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幼儿园、中小学专任教师劳动、聘用合同备案
制度，建立统一档案，记录教师的教龄、工龄，在培训、考核、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表彰奖励、权利保护等方面，
统筹规划、统一管理，与公办幼儿园、中小学聘任的教师平等对待。

　　民办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完善管理制度，保证教师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的合理流动；指
导和监督民办学校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第三十八条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依法建立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并报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九条　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申请政府设立的有关科研项目、课题等，享有与同级
同类公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相关项目管理部门应当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科研项目
、课题资金。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社会优待、参加先进评选，以及获得助学贷
款、奖助学金等国家资助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学生资助、奖励制度，并按照不低于当地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标准，
从学费收入中提取相应资金用于资助、奖励学生。

　　第四十条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组织有关的评奖评优、文艺体
育活动和课题、项目招标，应当为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提供同等的机会。

第五章　民办学校的资产与财务管理

　　第四十一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
财务会计报告。

　　第四十二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办学成本核算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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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办学校参与举办、使用国有资
产或者接受政府生均经费补助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其收费制定最高限
价。

　　第四十三条　民办学校资产中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民办学校依法接受的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执行。

　　第四十四条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取费用、开展活动的资金往来，应当使用在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的账
户。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对该账户实施监督。

　　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入应当全部纳入学校开设的银行结算账户，办学结余分配应当在年度财务结算后进
行。

　　第四十五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与利益关联方进行交易。其他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进行
交易的，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允的原则，合理定价、规范决策，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学校利益和师生权益。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利益关联方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以及财政等有关部门应
当加强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签订协议的监管，并按年度对关联交易进行审查。

　　前款所称利益关联方是指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实际控制人、校长、理事、董事、监事、财务负责人等以及
与上述组织或者个人之间存在互相控制和影响关系、可能导致民办学校利益被转移的组织或者个人。

　　第四十六条　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民办学校应当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非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中，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净收
益中，按不低于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或者净收益的��%的比例提取发展基金，用于学校的发展。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民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根据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制度，健全日常
监管机制。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民办学校信用档案和举办者、校长执
业信用制度，对民办学校进行执法监督的情况和处罚、处理结果应当予以记录，由执法、监督人员签字后归
档，并依法依规公开执法监督结果。相关信用档案和信用记录依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

　　第四十八条　审批机关应当及时公开民办学校举办者情况、办学条件等审批信息。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分工，定期组织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民办
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四十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制定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民办学校的信息公示清单，
监督民办学校定期向社会公开办学条件、教育质量等有关信息。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相关信息。

　　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和鼓励民办学校依法建立行业组织，研究制定相应的质量标准，建立认证体系，制定
推广反映行业规律和特色要求的合同示范文本。

　　第五十条　民办学校终止的，应当交回办学许可证，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向社会公告。

　　民办学校自己要求终止的，应当提前�个月发布拟终止公告，依法依章程制定终止方案。

　　民办学校无实际招生、办学行为的，办学许可证到期后自然废止，由审批机关予以公告。民办学校自行
组织清算后，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对于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而被终止的民办学校，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第五十一条　国务院教育督导机构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应当对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法定职责的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依法对民办学校进行督导并公布督导结果，建立民办中小学、
幼儿园责任督学制度。

第七章　支持与奖励

　　第五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健全对民办学校的支持政策，优先扶持办学质量高、
特色明显、社会效益显著的民办学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生均经费等相关经费标准和支持政策，对非营利性
民办学校给予适当补助。

　　地方人民政府出租、转让闲置的国有资产应当优先扶持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五十三条　民办学校可以依法以捐赠者的姓名、名称命名学校的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
设施。捐赠者对民办学校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按照
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其他民办学校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可以以捐赠者的姓名或者名称作为学校校名。

　　第五十四条　民办学校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
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五十五条　地方人民政府在制定闲置校园综合利用方案时，应当考虑当地民办教育发展需求。

　　新建、扩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与公办学校同等原则，以划拨等方式给予用地优
惠。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使用土地，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依法以协议、招标、拍卖等方式供应
土地，也可以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方式供应土地，土地出让价款和租金可以在规定期限内
按合同约定分期缴纳。

　　第五十六条　在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举办的民办学校申请贷款用于学校自身发展的，
享受国家相关的信贷优惠政策。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用于支持民办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奖励举办者等。

　　国家鼓励社会力量依法设立民办教育发展方面的基金会或者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民办教育发展。

　　第五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服务的需要，
可以与民办学校签订协议，以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其承担相应教育任务。

　　委托民办学校承担普惠性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任务的，应当根据当地相关教育阶段
的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采取政府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支持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保障教师待遇。

　　第六十条　国家鼓励、支持保险机构设立适合民办学校的保险产品，探索建立行业互助保险等机制，为
民办学校重大事故处理、终止善后、教职工权益保障等事项提供风险保障。

　　金融机构可以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开发适合民办学校特点的金融产品。民办学校可以以未来经营收入、
知识产权等进行融资。

　　第六十一条　除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还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支持与奖励措施。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对现有民办学校实施分类管理改革时，应当充分考虑有关历史和现实情况
，保障受教育者、教职工和举办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及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
正，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办者或实
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
办者或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办学非法集资，或者收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的；

　　(二)未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挪用办学经费的；

　　(三)侵占学校法人财产或者非法从学校获取利益的；

　　(四)与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或者与其他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损害国家利益、学校
利益和师生权益的；

　　(五)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

　　(六)干扰学校办学秩序或者非法干预学校决策、管理的；

　　(七)擅自变更学校名称、层次、类型和举办者的；

　　(八)有其他危害学校稳定和安全、侵犯学校法人权利或者损害教职工、受教育者权益的行为的。

　　第六十三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给予处罚：

　　(一)违背国家教育方针，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或者未保障学校党组织履行职责的；

　　(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

　　(三)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未依法履行职责的；

　　(四)教学条件明显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教育教学质量低下，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五)校舍、其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六)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七)违反国家规定聘任、解聘教师，或者未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的；

　　(八)违反规定招生，或者在招生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九)超出办学许可范围，擅自改变办学地址或者设立分校的；

　　(十)未依法履行公示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有关材料、财务状况等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公示的材料不真实
的；

　　(十一)未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资产管理混乱，或者违反法
律、法规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的；

　　(十二)有其他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的行为的。

　　法律、行政法规对前款规定情形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四条　民办学校有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或者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违法情形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学校决策机
构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
长；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所举办或者实际控
制的民办学校疏于管理，造成恶劣影响的，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整顿；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发生同类问题的，�至�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
办学校，情节严重的，��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举办、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或者在民办学校筹设期内招生的，依照民办教
育促进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给予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现有民办学校，是指����年��月�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公布前设立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适用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自����年�月�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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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公办学校依法享有举办者权益，依法履行国有资产管理义务。

　　第八条　地方人民政府不得利用国有企业、公办教育资源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

　　以国有资产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应当根据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定，聘请具有评估资格的
中介机构依法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合理确定出资额，并报对该国有资产负有监管职责的机构备案。

　　第九条　国家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民办学校。

　　第十条　举办民办学校，应当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民办学校存续期间，举办者不得抽逃出资，不
得挪用办学经费。

　　举办者可以依法募集资金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所募集资金应当主要用于办学，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民办学校及其举办者不得以赞助费等名目向学生、学生家长收取或者变相收
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

　　第十一条　举办者依法制定学校章程，负责推选民办学校首届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
的组成人员。

　　举办者可以依据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或者委派代表参加理事会、董事会或者
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并依据学校章程规定的权限行使相应的决策权、管理权。

　　第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变更的，应当签订变更协议，但不得涉及学校的法人财产，也不得影响学
校发展，不得损害师生权益；现有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变更的，可以根据其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与继任举办
者协议约定变更收益。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再具备法定条件的，应当在�个月内向审批机关提出变更；逾期不变更的，由审批
机关责令变更。

　　举办者为法人的，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举办民办学校的条件，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应当报主管部门备案并公示。

　　举办者变更，符合法定条件的，审批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办理。

　　第十三条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应当具备与其所开展办
学活动相适应的资金、人员、组织机构等条件与能力，并对所举办民办学校承担管理和监督职责。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向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提
供教材、课程、技术支持等服务以及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准和保
障机制。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应当保障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依法独立开展办学
活动，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不得改变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性
质，直接或者间接取得办学收益；也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

　　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实施学前教
育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十四条　实施国家认可的教育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职业技能等级考试等考试的机构，举办或者参
与举办与其所实施的考试相关的民办学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设立民办学校的审批权限，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实施义务教育的职责。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
符合当地义务教育发展规划。

　　第十六条　国家鼓励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

　　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符合国家互联网管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利用互联网
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的民办学校应当取得相应的办学许可。

　　民办学校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依法建立并落实互联网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
术措施，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
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外籍人员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应当遵守教育和外国人在华工作管理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

　　第十七条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在获得筹设批准书之日起�年内完成筹设的，可以提出正式设立申请。

　　民办学校在筹设期内不得招生。

　　第十八条　申请正式设立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的，审批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组织专家委员会评
议，由专家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

　　第十九条　民办学校的章程应当规定下列主要事项：

　　(一)学校的名称、住所、办学地址、法人属性；

　　(二)举办者的权利义务，举办者变更、权益转让的办法；

　　(三)办学宗旨、发展定位、层次、类型、规模、形式等；

　　(四)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资产的来源、性质等；

　　(五)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产生方法、人员构成、任期、议事规则等；

　　(六)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或者代表进入学校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程序；

　　(七)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八)学校自行终止的事由，剩余资产处置的办法与程序；

　　(九)章程修改程序。

　　民办学校应当将章程向社会公示，修订章程应当事先公告，征求利益相关方意见。完成修订后，报主管
部门备案或者核准。

　　第二十条　民办学校只能使用一个名称。

　　民办学校的名称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含有可能引发歧义
的文字或者含有可能误导公众的其他法人名称。营利性民办学校可以在学校牌匾、成绩单、毕业证书、结业
证书、学位证书及相关证明、招生广告和简章上使用经审批机关批准的法人简称。

　　第二十一条　民办学校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与学校类型、层次、办学规模相适应。民办学校正式设
立时，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当缴足。

　　第二十二条　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审批机关应当颁发办学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

　　办学许可的期限应当与民办学校的办学层次和类型相适应。民办学校在许可期限内无违法违规行为的
，有效期届满可以自动延续、换领新证。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分
别制定。

　　第二十三条　民办学校增设校区应当向审批机关申请地址变更；设立分校应当向分校所在地审批机关
单独申请办学许可，并报原审批机关备案。

　　第二十四条　民办学校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法人登记，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办理。

第三章　民办学校的组织与活动

　　第二十五条　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中国境内定居，品行良好，无故意犯罪记录或者教育领域不良从业
记录。

　　民办学校法定代表人应当由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担任。

　　第二十六条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应当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校长、党组
织负责人、教职工代表等共同组成。鼓励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吸收社会公众代表
，根据需要设独立理事或者独立董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
人员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应当有审批机关委派的代表。

　　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每年至少召开�次会议。经�/�以上组成人员提议，可
以召开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临时会议。讨论下列重大事项，应当经�/�以上组成人员同意
方可通过：

　　(一)变更举办者；

　　(二)聘任、解聘校长；

　　(三)修改学校章程；

　　(四)制定发展规划；

　　(五)审核预算、决算；

　　(六)决定学校的分立、合并、终止；

　　(七)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二十七条　民办学校应当设立监督机构。监督机构应当有党的基层组织代表，且教职工代表不少于
�/�。教职工人数少于��人的民办学校可以只设�至�名监事。

　　监督机构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学校章程对学校办学行为进行监督。监督机构负责人或者监事应当列席
学校决策机构会议。

　　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得兼任、担任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或者监
事。

　　第二十八条　民办学校校长依法独立行使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职权。

　　民办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由校长提出，报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批准。

　　第二十九条　民办学校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使用境外教材的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实施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自主设置专业、开
设课程、选用教材。

　　实施普通高中教育、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基于国家课程标准自主开设有特色的课程，实施教育教
学创新，自主设置的课程应当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实施学前教育的民办学校开展保育和教育活动，应当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设置、开发以游戏、活动
为主要形式的课程。

　　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可以按照与培训专业(职业、工种)相对
应的国家职业标准及相关职业培训要求开展培训活动，不得教唆、组织学员规避监管，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职
业资格证书、成绩证明等。

　　第三十条　民办学校应当按照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的承诺，开设相应课程，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
教育教学质量。

　　民办学校应当提供符合标准的校舍和教育教学设施设备。

　　第三十一条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可以在审
批机关核定的办学规模内，自主确定招生的标准和方式，与公办学校同期招生。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在审批机关管辖的区域内招生，纳入审批机关所在地统一管理。实施普
通高中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主要在学校所在设区的市范围内招生，符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
政部门有关规定的可以跨区域招生。招收接受高等学历教育学生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为外地的民办学校在本地招生
提供平等待遇，不得设置跨区域招生障碍实行地区封锁。

　　民办学校招收学生应当遵守招生规则，维护招生秩序，公开公平公正录取学生。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学科知识类入学考试，不得提前招生。

　　民办学校招收境外学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
审批同意后，可以获得相应的学位授予资格。

第四章　教师与受教育者

　　第三十三条　民办学校聘任的教师或者教学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或者其他相应的专业资格、
资质。

　　民办学校应当有一定数量的专任教师；其中，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配备专任教师。

　　鼓励民办学校创新教师聘任方式，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提高教学效率和水平。

　　第三十四条　民办学校自主招聘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并应当与所招聘人员依法签订劳动或者聘用合
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等。

　　民办学校聘任专任教师，在合同中除依法约定必备条款外，还应当对教师岗位及其职责要求、师德和业
务考核办法、福利待遇、培训和继续教育等事项作出约定。

　　公办学校教师未经所在学校同意不得在民办学校兼职。

　　民办学校聘任外籍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教师培训制度，为受聘教师接受相应的思想政治培训和业务培训提供
条件。

　　第三十六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按照学校登记的法人类型，按时足额支付工资，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国家鼓励民办学校按照有关规定为教职工建立职业年金或者企业年金等补
充养老保险。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从学费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专项资金或者基金，由学校

管理，用于教职工职业激励或者增加待遇保障。

　　第三十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幼儿园、中小学专任教师劳动、聘用合同备案
制度，建立统一档案，记录教师的教龄、工龄，在培训、考核、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表彰奖励、权利保护等方面，
统筹规划、统一管理，与公办幼儿园、中小学聘任的教师平等对待。

　　民办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完善管理制度，保证教师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的合理流动；指
导和监督民办学校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第三十八条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依法建立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并报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九条　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申请政府设立的有关科研项目、课题等，享有与同级
同类公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相关项目管理部门应当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科研项目
、课题资金。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社会优待、参加先进评选，以及获得助学贷
款、奖助学金等国家资助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学生资助、奖励制度，并按照不低于当地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标准，
从学费收入中提取相应资金用于资助、奖励学生。

　　第四十条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组织有关的评奖评优、文艺体
育活动和课题、项目招标，应当为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提供同等的机会。

第五章　民办学校的资产与财务管理

　　第四十一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
财务会计报告。

　　第四十二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办学成本核算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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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办学校参与举办、使用国有资
产或者接受政府生均经费补助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其收费制定最高限
价。

　　第四十三条　民办学校资产中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民办学校依法接受的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执行。

　　第四十四条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取费用、开展活动的资金往来，应当使用在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的账
户。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对该账户实施监督。

　　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入应当全部纳入学校开设的银行结算账户，办学结余分配应当在年度财务结算后进
行。

　　第四十五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与利益关联方进行交易。其他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进行
交易的，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允的原则，合理定价、规范决策，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学校利益和师生权益。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利益关联方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以及财政等有关部门应
当加强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签订协议的监管，并按年度对关联交易进行审查。

　　前款所称利益关联方是指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实际控制人、校长、理事、董事、监事、财务负责人等以及
与上述组织或者个人之间存在互相控制和影响关系、可能导致民办学校利益被转移的组织或者个人。

　　第四十六条　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民办学校应当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非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中，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净收
益中，按不低于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或者净收益的��%的比例提取发展基金，用于学校的发展。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民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根据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制度，健全日常
监管机制。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民办学校信用档案和举办者、校长执
业信用制度，对民办学校进行执法监督的情况和处罚、处理结果应当予以记录，由执法、监督人员签字后归
档，并依法依规公开执法监督结果。相关信用档案和信用记录依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

　　第四十八条　审批机关应当及时公开民办学校举办者情况、办学条件等审批信息。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分工，定期组织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民办
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四十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制定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民办学校的信息公示清单，
监督民办学校定期向社会公开办学条件、教育质量等有关信息。

　　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相关信息。

　　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和鼓励民办学校依法建立行业组织，研究制定相应的质量标准，建立认证体系，制定
推广反映行业规律和特色要求的合同示范文本。

　　第五十条　民办学校终止的，应当交回办学许可证，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向社会公告。

　　民办学校自己要求终止的，应当提前�个月发布拟终止公告，依法依章程制定终止方案。

　　民办学校无实际招生、办学行为的，办学许可证到期后自然废止，由审批机关予以公告。民办学校自行
组织清算后，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对于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而被终止的民办学校，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第五十一条　国务院教育督导机构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应当对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法定职责的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依法对民办学校进行督导并公布督导结果，建立民办中小学、
幼儿园责任督学制度。

第七章　支持与奖励

　　第五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健全对民办学校的支持政策，优先扶持办学质量高、
特色明显、社会效益显著的民办学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生均经费等相关经费标准和支持政策，对非营利性
民办学校给予适当补助。

　　地方人民政府出租、转让闲置的国有资产应当优先扶持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五十三条　民办学校可以依法以捐赠者的姓名、名称命名学校的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
设施。捐赠者对民办学校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按照
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其他民办学校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可以以捐赠者的姓名或者名称作为学校校名。

　　第五十四条　民办学校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
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五十五条　地方人民政府在制定闲置校园综合利用方案时，应当考虑当地民办教育发展需求。

　　新建、扩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与公办学校同等原则，以划拨等方式给予用地优
惠。

　　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使用土地，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依法以协议、招标、拍卖等方式供应
土地，也可以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方式供应土地，土地出让价款和租金可以在规定期限内
按合同约定分期缴纳。

　　第五十六条　在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举办的民办学校申请贷款用于学校自身发展的，
享受国家相关的信贷优惠政策。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用于支持民办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奖励举办者等。

　　国家鼓励社会力量依法设立民办教育发展方面的基金会或者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民办教育发展。

　　第五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服务的需要，
可以与民办学校签订协议，以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其承担相应教育任务。

　　委托民办学校承担普惠性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教育任务的，应当根据当地相关教育阶段
的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采取政府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支持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保障教师待遇。

　　第六十条　国家鼓励、支持保险机构设立适合民办学校的保险产品，探索建立行业互助保险等机制，为
民办学校重大事故处理、终止善后、教职工权益保障等事项提供风险保障。

　　金融机构可以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开发适合民办学校特点的金融产品。民办学校可以以未来经营收入、
知识产权等进行融资。

　　第六十一条　除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还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支持与奖励措施。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对现有民办学校实施分类管理改革时，应当充分考虑有关历史和现实情况
，保障受教育者、教职工和举办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及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
正，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办者或实
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举
办者或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办学非法集资，或者收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的；

　　(二)未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挪用办学经费的；

　　(三)侵占学校法人财产或者非法从学校获取利益的；

　　(四)与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或者与其他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损害国家利益、学校
利益和师生权益的；

　　(五)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

　　(六)干扰学校办学秩序或者非法干预学校决策、管理的；

　　(七)擅自变更学校名称、层次、类型和举办者的；

　　(八)有其他危害学校稳定和安全、侵犯学校法人权利或者损害教职工、受教育者权益的行为的。

　　第六十三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给予处罚：

　　(一)违背国家教育方针，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或者未保障学校党组织履行职责的；

　　(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

　　(三)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未依法履行职责的；

　　(四)教学条件明显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教育教学质量低下，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五)校舍、其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六)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七)违反国家规定聘任、解聘教师，或者未依法保障教职工待遇的；

　　(八)违反规定招生，或者在招生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九)超出办学许可范围，擅自改变办学地址或者设立分校的；

　　(十)未依法履行公示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有关材料、财务状况等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公示的材料不真实
的；

　　(十一)未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资产管理混乱，或者违反法
律、法规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的；

　　(十二)有其他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的行为的。

　　法律、行政法规对前款规定情形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四条　民办学校有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或者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违法情形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学校决策机
构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至�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
长；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所举办或者实际控
制的民办学校疏于管理，造成恶劣影响的，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整顿；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发生同类问题的，�至�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
办学校，情节严重的，��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举办、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或者在民办学校筹设期内招生的，依照民办教
育促进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给予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现有民办学校，是指����年��月�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公布前设立的民办学校。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规定的支持与奖励措施适用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自����年�月�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