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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临近，一家网站近日发布了“中国虚假大学警示榜”，曝光了国内210所不具招
生资格、没有办学资质、涉嫌非法招生和网络诈骗的虚假大学，引起考生和家长的警
惕。榜单中，标注办学地点为北京的虚假大学最多，超过95所。这些虚假高校大多打着

“中国”、“北京”字号，通过注册多个网站骗取生源、出售假文凭等方式获利。北京市教
委20日回应称，经核实，这份名单上的北京地区的学校均未经市教委批准，绝大多数设
立网站进行虚假宣传，从事非法办学活动。

教育部21日正式发布2015年全国高等学校名单，名单显示，截至2015年5月21
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2845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553所（含独立设置民办普通
高校447所，独立学院275所，中外合作办学7所），成人高等学校292所。
随着教育部名单的发布，广大考生和公众可以登录教育部网站查询目
前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院校名单，不在名单之列的
各类办学机构均不具备招生资格。 ——编者

每年高考前后，总会曝出虚假大
学欺诈事件，甚至同一个校名年年存
在，年年被举报，但年年死灰复燃。“野
鸡大学”为何屡禁不绝？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
晖告诉记者，“野鸡大学”招摇撞骗的
手法其实很拙劣，骗术等级也并不高
明。他们大多只是创建网站行骗，成
本低廉，即使某个虚假校名被曝光，也
可以换个校名再继续。而且多为“打
一枪换一个地方”，当受害者察觉报警
已逃之夭夭。致使监管、查处难度较
高。

一位教育界人士透露称，目前许
多虚假大学网站的服务器都在中国香
港、美国等，域名注册方便，这也使得
教育部门和网监部门难以监管。

同时，部分地方教育部门对研修
或专修学院监管有限，审批不严，有个
场地就可办学；有的非学历民办机构
通过在地方人力资源、工商和民政等
部门备案，以培训学校、非营利性企

业、社会组织等各种名目申请营业许
可，再巧借名目去行骗，教育部门根本
无从得知。

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造成虚假
大学泛滥的主要原因还是有关部门监
管不力，大学维权意识差，考生和家长
又相信“潜规则”存在。监管部门应加
大对虚假大学查处力度，还要从根本
上消除招生录取中的潜规则。

谌江平表示，要想彻底消除虚假
大学，并非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一
家之事，需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及各
级网监部门、各大网站域名注册供应
商、相关高校、各级用人单位人事主管
部门、公检法等社会各界联合出手，从
各个环节重点防范和打击，才能挤压

“野鸡大学”市场运作的空间。
此外，还应对考生、家长和社会人

士加大宣传，使其提高防范意识，择校
时以当年教育部公布的具有高招资格
的高校名单为准，避免上当受骗。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5月20日，在歙
县中学内，高三年级
的学生在教室内上
课。

高考即将来临，
“野鸡大学”遍布，对
于考生和家长，一些
高考落榜生、低分考
生、低学历人群应当
提高警惕，填报志愿
时以当年教育部公布
的具有高招资格的高
校名单（含最新更名
大学）为准，避免上当
受骗。
新华社记者 张端 摄

全国
所

“野鸡大学”
曝光受关注
围剿之下何以屡禁不绝？

随着高考临近，一份囊括全国210所“高校”的“中国虚假大学警示榜”引发考生和
家长广泛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这些“野鸡大学”大多打着“中国”“北京”字号，通过注册多个网站
骗取生源，以出售假文凭等方式获利。尽管曝光之后有关部门加大整治查处力度，但仍有部分躲过风头

“重出江湖”。“野鸡大学”何以屡禁不止？

“北京科技师范学院创建于1980
年，建校30多年来，学院实现了超常
规、跨越式发展，取得了学校建设的
巨大成就……现有教育教学用房总
建筑面积70余万平方米，专兼职教师
1026人……”这是名为“北京科技师
范学院”校园官网上的大学简介。

在其校园网上，“学院概况”“教
育教学”“招生信息”“学生天地”等内
容图文并茂，一应俱全。然而，当记
者按其网上校址“北京大兴区黄村镇
北程庄东路2号院”到当地寻访时，却
并不见网上所说的美丽校园。当地
居民告诉记者，“从来没有听过这个
学校。”记者拨打其学院电话，却总为
忙音或暂停服务。

记者仔细比对发现，另外两所学

院“北京信息科技学院”“北京财贸科
技学院”官网上的校址和大学简介竟
然和这所“北京科技师范学院”完全
相同。而这3所“大学”的简介全部抄
自一所正规的民办普通高职院
校——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2013年到2014年，民间高考资
讯服务平台“上大学网”连续3次公布
了虚假大学警示榜，共涉及210所“大
学”。经查验，这些所谓“大学”无办
学资质、涉嫌非法招生和网络诈骗。

记者注意到，这些虚假大学中，
以“北京”“中国”打头的占到近一半，
而将办学地址标为“北京市房山区良
乡大学城”的学校达10多所，其余显
示在上海、山东、天津、河北、河南、湖
北、湖南等10多个省份。

“中国邮电大学”“中国经济贸易
大学”“北京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国
际金融学院”……这些“高大上”的

“野鸡大学”，名称上与正规大学高度
相似，网站上批量抄袭正规高校往年
简介、盗用图片文字，粘贴各种教育
类新闻，同时还借助贴吧、论坛、淘宝
及某些注册公司等发布信息和广告，
极具欺骗性。

“诸如此类的仿冒名称，五花八
门，以假乱真，一些对高校和专业不
了解的考生和家长，尤其是二三线城
市高考分数较低的学生，极易信以为
真。”上大学网内容总监谌江平告诉
记者，这些“大学”校址多标明在北上
广等高校密集的一线城市，且倾向于
异地招生，外地家长难以求证识别。

记者了解到，这些“野鸡大学”往
往串通部分教育公司，通过电话、邮
件、qq群等方式，专挑低分学生，号称

“低分录取”“内部指标”，并以“录取
时间紧急”为由，骗取“心急”家长打
消疑虑，尽快交钱办理录取手续。一
些学校准备充分，不仅有招生简章、
宣传画册，有的甚至连录取通知书都
提前设计好了。

上大学网提供的一份“学位价目
表”上显示，北京信息科技学院、北京
科技师范学院、北京信息管理学院等
学校专科本科学历均为160元，北京
电力科技学院180元、青岛黄海学院
为800元。

谌江平透露说，这些假大学一般
会要求考生以网络支付方式先打一
半订金到指定账户，等考生拿到证

书，从虚假学校官网上验证证书信息
后，再将余款缴完。“大部分根本不用
上课，直接打印制作证书，快的话一
个礼拜就能出证。”

记者发现，许多虚假大学网站上
都有“学历查询”功能。据介绍，其作
用就是为了证明毕业证是由学校发出
的，让“用户”可以登录查询。但是这
些证书信息在学信网上根本不存在。

“北京”“中国”打头的占到近一半

学历“明码标价”虚假官网骗取考生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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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看似“高大上”，模仿正规高校名称

网站域名多为
用于企业的“.com”等其他后缀

网站首页主背景图、校徽、主校名
和栏目字体，一般模糊不清

入学要求会比其他大学低得多
成立的年份较短

学校介绍批量抄袭正规高校
往年简介、盗用图片文字等

校址和联系电话
一般不存在或拨打不通

网站域名和备案号信息在工信部查询不到

从《围城》里方鸿渐拿的“克莱登大学”文凭，到数年前
让一批名人陷入诚信漩涡的“西太平洋大学”文凭，“野鸡大
学”已经成为一种投机把戏，也被称为“学历流水线”，背后
的利益链条更是花样翻新。梳理眼下国内的一些“野鸡大
学”，不仅校名高大上、专业很热门，还克隆名校网站虚假宣
传，甚至在海外注册然后回国诈骗。

巨大的学历需求是喂养“野鸡大学”的苞谷，信息不对称
则让学生容易误入陷阱。一些“野鸡大学”投学生家长所好，
承诺包发文凭，在高等教育普及和文凭泛滥的当下很有市
场。“野鸡大学”天花乱坠的自夸，包拿学历的承诺，让学生和
家长难以抗拒。

清理“野鸡大学”，需要铲除“唯学历论”的观念，更要监管
部门主动作为。教育部门公布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
格的院校名单已经制度化，这一名单的甄别功能，考生要充分
利用。此外，教育部门还应主动利用互联网等渠道，让每一位
考生知晓一名单，压缩“野鸡大学”鱼目混珠的空间。还应在
探索建立公民诚信体系的过程中，将文凭造假等问题列入黑
名单，让使用“野鸡大学”文凭的人付出诚信代价。

清理“野鸡大学”，更需全社会形成合力。教育、公安等
部门应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剪断“野鸡大学”背后长期存
在的利益链条，杜绝利用正规大学教学资源谋私利的权力
寻租行为，并充分利用群众监督，形成人人喊打的社会氛
围，让李鬼无处藏身。 （新华社北京５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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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鸡大学 指一些大学或学院随便向学

生发出证书、文凭等，而该些证书或文凭并不获部
分雇主或一般大学所承认。此类院校又被称为“文
凭工厂”，虽然是合法机构，但不被所在国社会、用
人企业认可的学校，主要指标是花钱买文凭，而买
来的文凭不被用人单位认可。

记者探访发现，虚假大学名单被
媒体披露后，210所榜上有名的虚假
大学链接均被屏蔽。有不少虚假大学

“改头换面”，通过更换域名、颠倒名称
顺序等方式，绕开屏蔽“重出江湖”。
如北京信息管理学院、北京科技师范
学院等上了“虚假榜”后更换了域名，
而“北方医科大学”被禁后，“北京医科
大学”又打着“擦边球”出现了。

实际上，原“北京医科大学”与北
京大学合并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后，
再没有这样一所大学。在这个听起
来很“正规”的学校官网首页，地址
为“北京市海淀区”，没有留下任何
联系方式，而网页上的在线报名框
也无法点开。

记者登录了多家虚假大学官网，

发现类似情况广泛存在，不少网站内
容的更新时间远在5、6年前。既不能
提供资讯，也不能网上招生，为什么虚
假大学想尽办法保留一个官网？

记者从北京两家教育公司获得一
份购买学历的学校名单，北京医科大
学、北京国际经贸学院、北京民族师范
学院等北京二十几所“虚假大学”的学
历被“明码标价”，价格从 950 元至
2200元不等。

像北京医科大学的本科学历只需
950元，北京经济科技管理学院、北京
国际贸易学院等涉及经济类院校的本
科1500元。客户选定学校之后，根据
学校网站的院系设置选择专业，然后
汇款即可办理。

“‘野鸡大学’3天就可以拿到文

凭”，北京某教育公司刘老师称，只要
交齐费用，学校会提供成绩单、学习档
案、毕业证、学位证等全套手续，成绩
单可根据自己的要求随便填。

为了证明毕业证是由学校发出
的，该教育公司会要求客户先交一半
定金到指定的支付宝账户，从学校官
网查到自己的毕业信息后，再将余款
打到账户。最后，由该教育公司与学
校分成，一般教育公司能分到3成，发
文凭的学校分到7成。

随后，记者再次打开多个虚假大
学的官网，发现大多数虚假大学网站
上都有“用户登录”和“学历查询”两个
功能。它们的作用就是让这些办理了
该校学历文凭的“学生”，可以登录查
询，为下一步付款做保障。

野鸡大学卖文凭 3天就能拿证

新华社上海5月21日电 记者21日从上海闸
北公安分局获悉，警方近日将潜逃海外21年之久、
并已“漂白”身份的嫌疑人赵某抓获归案。赵某于
1994年因合同诈骗罪而潜逃海外，不但嫁人生子还
取得了日本籍身份，上海闸北警方多年来一直锲而
不舍追寻她的下落，终于在近日将其抓获归案。

“有本事你们到日本来抓我，别老是去找我父母、
朋友的麻烦！”嫌疑人赵某的这句话让办案民警记忆犹
新。闸北经侦支队办案民警龚警官表示：“一个潜逃海
外的犯罪嫌疑人竟然这么嚣张，这是对法律的藐视，我
们哪怕花再多的时间、再多的精力，也要抓到她。”

1994年，赵某因骗取某公司货款36.5万元，涉
嫌合同诈骗罪被闸北公安网上追逃。多年来，办案
民警已经换了几拨，老的承办民警也已经退休，但闸
北经侦支队始终没有放弃对赵某的追逃：定期走访
赵某父母、朋友家，并向邻居了解情况。

2014年4月，办案民警了解到有个叫浅仓的男
孩曾在赵某父母家住过一段时间，这条信息引起了
民警的注意，从这个男孩着手调查，民警很快发现了
男孩的母亲——一个名叫浅仓某某的女子。是亲戚
朋友来访借住，还是另有玄机？

通过调取相关信息，民警发现浅仓某某的出生
年月竟然与嫌疑人赵某一致，再比对两人照片，民警
确认更名为浅仓某某的女子正是潜逃海外21年的
逃犯赵某。好消息是嫌疑人“漂白”后的身份终于水
落石出，坏消息是嫌疑人与民警们再次失之交臂。
因为几天前，她已经离开了上海飞往日本。

经过近一年的等待，当浅仓再次搭乘飞机从日
本回到上海，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时，被守候已久的
闸北经侦支队民警抓获归案。

“这次来上海，我一直有不好的预感，没想到竟
真的应验了。”浅仓归案后懊恼地说，“没想到你们追
了二十多年还是不放过我。”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也是上海闸北公安分局
经侦支队在公安部“猎狐2015”行动中抓获的第二
名犯罪嫌疑人。

“有本事你们来抓我，
别老去找我父母麻烦！”

嫌疑人赵某“漂白”身份潜逃日本
21年，上海警方锲而不舍抓其归案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记者熊琳）记者21日
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获悉，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
院对郭美美、赵晓来以涉嫌开设赌场罪，依法向北京
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郭美美、赵晓来多次组织他
人进行赌博活动，情节严重，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14年7月，北京警方经过缜密侦查，在掌握
大量证据后，查获一个在世界杯期间组织赌球的犯
罪团伙，抓获团伙成员8名。这个犯罪团伙在境外
赌博网站开户，通过电话、微信等形式下注进行赌球
违法犯罪活动，郭美美系参赌人员。

涉嫌开设赌场罪

郭美美等人被起诉

新华社杭州5月21日专电（记者屈凌燕）记者日前
从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获悉，一家宣称“网销第一”
的燕窝店涉嫌造假，管理部门跟进调查显示，这家燕窝
店存在违规乱贴溯源码冒充原包装进口误导消费者。

陈女士介绍，她从天猫商城“燕格格”的燕窝旗
舰店购买了20只燕窝，每只燕窝10克，每只单价
272元。陈女士从口感上对这批燕窝质量生疑后，
向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送检了燕窝。之后得出
的结论让陈女士大跌眼镜，送检产品与CAIQ溯源
标签上标示的产品不符。

记者在天猫商城燕格格旗舰店网页看到，介绍
显示，根据2013年12月到2015年4月数据魔方燕
窝类目统计，该店全网燕窝销售量第一。

获悉情况后，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近日对辖
区内6家进口燕窝备案经营企业的情况进行排查，
对进口燕窝产品流向进行确认，并及时将情况反馈
给杭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两部门联合进行调查。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天猫经销商（燕格格）违规
将原燕窝上的溯源码撕下来重新贴到经销商其他燕
窝产品的外包装上，冒充原包装进口误导消费者所
致。杭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滨江分局稽查大队也已对
燕格格旗舰店的产品进行取证抽样检查。据悉，目
前天猫燕格格旗舰店已经下架了相关燕窝产品。

“网销第一”燕窝店
“燕格格”涉嫌造假
乱贴溯源码冒充原包装进口误导消费者

新华社昆明5月21日专电（记者王研）昆明市
公安局盘龙分局龙头街派出所21日通报一起案件：
警方摧毁了一个卖淫团伙，对20人采取了刑事强制
措施。令人惊讶的是，该团伙竟然对成员进行“军事
化”管理，不但根据业绩划分等级，还购置书籍、统一
的电脑等建立了日常培训制度，以提升成员素质。

据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在一个小区里租住了
一套四室两厅的房子。团伙头目权某（男，28岁）曾
在 KTV 当过服务员，于 2010 年起陆续开始“招
人”。招来的女子主要在昆明的一些夜场里活动，负
责寻找“客户”。“这个团伙的收费从3000元至1万
元不等，拿到的钱团伙抽三成。”

不可思议的是，该团伙采用“军事化”管理方
式。据办案警察介绍，权某设立了总参、总政、总监、
总执、总后、总装等部门，又在女性团伙成员中设立
了组织部、财政部、监察部、资源部等“职权部门”对
女性成员进行专职管理。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昆明一卖淫团伙
竟实行“军事化”管理
设立总参、总政、总后、总装等部门

“猎狐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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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家长要避免上当受骗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