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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解非首都功能 京批發市場進入撤市倒計時

失蹤華女父：盡快找到她是父親節最好禮物

381所虛假大學曝光 京佔三成
不法團夥採電騙等手段 千元售3萬考生信息

斑馬線人車爭路嚴重 三年釀逾萬事故近4000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內地高考填報志願在

即，381所「虛假大學」被媒體曝光，其中北京有115所，堪稱

「重災區」。值得關注的是，虛假大學犯罪團夥如今還採用電信

詐騙、網絡詐騙等新興犯罪手段，肆意買賣考生個人信息。調查

發現，在以「高考名單」、「招生資源」等為名的QQ群中，有群

主稱千元（人民幣，下同）就可買到3萬多名考生的信息。

內地民間教育服務類網站——上大
學網從2013年到2016年共曝光6

批虛假大學名單，共381所，其中北京
有115所，數量最多；其次是上海，有
29所。上大學網創始人夏雪表示，經
長期的觀察、研究、分析和對比，該網
發佈的虛假大學主要存在以下六方面問
題：一、無民辦高校辦學資質，不具備
招生資格；二、和正規高校名稱極為相
似，混淆視聽，如把「大學」改成「學
院」，把「北京」改成「中國」等，如
中國郵電大學，中國國際工商管理學
院，中國師範大學等；四、招生和廣告
不備案，評估和年檢不參加；五、都建
有虛假網站，多有被曝光不良前科；
六、批量抄襲正規高校往年簡介、盜用
圖片、文字等，涉嫌團夥作案。

製假成本低 屢禁不止
從2013年至今，不少被上大學網列

為虛假大學的學校已經難覓行跡，電話
不通或換號，官網打不開或者很久未更
新。夏雪表示，虛假大學製假成本低，
而且屢禁不止，「雖然我們每年發佈一
批就死掉一批，但可能第二年會捲土重
來，重新註冊一個網站，改一個高大上
的名字，通過地下產業鏈復活」。
有教育專家指出，上述曝光的虛假
大學和「野雞大學」有所不同。按國外
情況，「野雞大學」是確實存在的大
學，只是學歷不被承認；而網上公佈的
虛假大學沒有實體，只通過網站進行招
生詐騙，其行為與電信詐騙性質相似。
據《羊城晚報》記者暗訪發現，虛假大
學犯罪團夥如今還採用電信詐騙、網絡

詐騙等新興犯罪手段，肆意買賣考生信
息，形成了一個利潤巨大的利益鏈條。
在多個以「高考名單」、「高考數據」
及「招生資源」等為名的QQ群中，充
斥着「求2017廣東高三名單」、「求
山西17屆高三名單」之類的消息；賣
方信息也不勝枚舉，例如某群主稱擁有
廣東汕尾3萬多名考生信息，售價一千
元，包括考生姓名、學校、住址、電
話、性別等信息。

切斷產業鏈 加大排查
值得注意的是，每年高考前後大批

虛假大學的違法違規行為近乎公開，然
而卻愈演愈烈，嚴重影響考生填報志
願。北京101中學2017屆畢業生吳青
林表示，每年填報志願前，學校有專門
的指導和預警，強調按正規渠道填報志
願，要求學生查詢教育部、市教委、市
招辦等政府權威部門網站信息，最後還
會有老師對學生的每一份志願表進行審
核。
有教育專家指出，若要徹底消滅虛
假大學，就必須對其違法性進行認定並
釐清各相關部門的責任，通過綜合執法
與治理，消除虛假大學的生存土壤，切
斷其違法產業鏈。教育部門首先應從監
管上發力，對各類虛假教育類網站進行
大排查；其次對考生、家長和社會加大
宣傳力度，及時公佈具有高招資格的高
校名單，並曝光虛假大學「黑名單」，
提高考生及家長的防範意識；最後是提
高犯罪的違法成本。對虛假大學要「零
容忍」，提高製假、售假犯罪團夥的違
法成本。

中國偵破網賭案
幕後老闆係緬軍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海外網及美國《世
界日報》報道，在美國伊利諾伊州大學
香檳分校做訪學交流的中國女留學生章
瑩穎於當地時間9日中午離開學校後就
失聯，截至目前，失聯已超過8天。章
瑩穎的父親章榮高及家人已抵達美國芝
加哥。他表示，「盡快找到女兒就是最
好的父親節禮物」，因為擔心女兒在美
國不安全，找到她後要帶她回中國。據
悉，著名華裔「神探」、刑偵專家李昌

鈺博士將參與搜索工作。
在芝加哥福建同鄉會鄭金光醫師的安

排下，章榮高與章瑩穎的小姨等於當地
時間16日啟程前往美國芝加哥，並由中
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副總領事余鵬等人
接機。章榮高表示，「我來美國的主要
目的是與調查人員面對面了解情況，並
請求警方加大力度搜尋我的女兒。」
「我一定要找到女兒才回家！」當地

時間17日，急着趕往伊利諾伊大學香檳

分校與負責尋找章瑩穎案件的警探會面
的章榮高坦言，越靠近女兒出事的地
點，他越感到焦慮不安。女兒不僅優
秀，還很孝順，個性陽光向上，18日就
是父親節了，「希望盡快找到女兒，這
就是最好的父親節禮物」。
據了解，美國白宮網站上尋找章瑩穎
的請願，截至目前已經獲得44,988人簽
名。而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正懸賞1
萬美元，尋找章瑩穎的下落。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公安部交
通管理局相關人員指出，據統計，近三年
來，全國在斑馬線上發生機動車與行人的
交通事故達1.4萬宗，共造成3,898人死
亡。此外，從統計情況看，機動車未按規
定讓行導致的事故佔全國交通事故的
90%。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相關人員續指，造
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交通參與者的交通
安全意識淡薄，違反法律法規通行。具

體而言，一方面是因為機動車行經斑馬
線未按規定讓行，另一方面是因為行人
闖紅燈。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機動

車行經斑馬線時應當減速行駛，遇行人
通行時應當停車讓行，然而，目前機動
車未按規定讓行的現象比較普遍，在斑
馬線前爭道搶行的問題比較突出，嚴重
影響了行人過街的安全。斑馬線上發生
機動車撞行人事故，反映出一些城市特

別是城郊結合部信號燈、交通監控等道
路配套設施不夠完善，例如部分道路比
較寬，信號周期太短、道路中間未設置
二次過街設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行人
過街。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相關人員進一步指

出，為減少斑馬線上機動車撞行人事故
的發生，相關部門要加強宣傳引導，讓
廣大駕駛人熟知禮讓規則，曝光典型違
法事故案例，提高守法意識；要按照規

定規範設置人行橫道，完善標誌、標
線，增設交通信號燈並優化信號配時；
增設二次過街設施、抓拍設施，有條件
的地區要增設過街天橋、地下通道，最
大限度保障行人過街安全。
此外，要嚴格執法，通過加強巡邏、
監控抓拍等措施，嚴查嚴處不禮讓斑馬
線違法；要加強嚴管行人闖紅燈違法行
為，形成「車讓人、人讓車」的文明交
通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北京動
物園天皓成服裝批發市場、麗澤橋天蘭
天尾貨等市場相繼疏散後，位於阜外大
街的天意小商品批發市場近日也進入撤
市倒計時，這意味着非首都功能疏解
「計劃清單」中的又一項工作將完成。

商戶清倉甩貨 或轉線上銷售
誕生於1992年的天意小商品批發市場

有北京「小義烏」之稱，是北京規模最
大的小商品批發兼零售市場。該市場包
括位於阜成門外大街的總店和位於地安
門外大街的分店，分別被稱為「大天
意」和「小天意」。隨着非首都功能疏
解工作的開展，2015年年底，「小天
意」正式撤市，而「大天意」也擬於今

年9月16日停止營業。
「我們已經開始甩貨了，能處理的就處

理。」一位在「大天意」經營了23年生意
的廣東籍商戶表示，這幾天正忙着清貨、
減庫存。不少市民已經聽說了撤市的消
息，便趁此機會來「淘貨」。對於撤市，
不少商戶表示雖有不捨，但也能理解。
伴隨着大批批發市場的疏解，商戶們的

未來出路又在何方？「目前我在北京的沙
子口還有一間店，我還會繼續經營批發零
售生意，現在也開始走線上銷售的路子
了。」一位「大天意」甘肅籍女商戶表
示，近幾年來，電商對批發生意產生了很
大的衝擊。如今，她的名片上印上了微信
二維碼，只要有顧客來她的攤位購物，她
就會把名片遞上，囑咐客人「可以加微信

訂貨」，她會給客人發快遞，朋友圈也會
更新商品圖片。
隨着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的推進，

不少大型批發市場近期加快了撤市步伐。
6月12日，豐台大紅門地區最大規模鞋
城——北方世貿國際鞋城正式關停。該市
場的關停將疏解650家商戶、直接從業人
員2,000多人。北京動物園萬容天地服裝
市場也於6月15日下午張貼出市場疏解預
公告，擬於6月24日正式啟動疏解工作。
北京市商務委數據顯示，2015年至2016

年，北京市共疏解提升市場302個、物流
中心51個。2017年計劃完成疏解提升市場
120個、疏解物流中心38個，目前已完成
疏解提升市場53個、疏解物流中心3個，
累計涉及建築面積約60萬平方米。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警方日前成功摧毀架設在雲南西雙版
納名為「永昌」、「龍源」的賭博網
站。破獲該案的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
警方昨日披露，這兩個賭博網站的幕
後老闆為緬甸老街地區四大軍閥頭目
之一。
據了解，該案是中國公安部督辦的特

大網絡賭博案，由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
警方具體負責，且與多地警方配合調
查。截至目前，通遼市警方已抓獲涉案
人員25人，凍結銀行卡5,000餘張，凍
結涉案資金3.6億元人民幣。25名疑犯
現已被刑事拘留 23人，取保 2人。目
前，案件正在進一步偵查中。

東航遇氣流顛簸
26乘客受傷送院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從法國

巴黎飛往中國昆明的東航MU774航班，
昨日凌晨在飛行途中突遇氣流顛簸，經初
步核實機上乘客有26人受傷。目前航班
已安全落地昆明，傷員已被送往醫院救
治，均無生命危險。
據乘客講述，該引發事故的氣流顛簸發

生在昨日凌晨3時左右，前後持續10多分
鐘。氣流顛簸導致不少乘客頭部、肩部撞
擊行李架等處，且有一些行李滾落，砸傷
部分乘客。
航班落地昆明機場後，部分受傷乘客

被緊急送到雲南省第一人民醫院和昆明
市延安醫院救治。雲南省第一人民醫院
相關負責人介紹，截至昨日12時，共有
28名乘客入院檢查，其中4人重傷、8人
輕微傷，16人經檢查無礙後自行離院。
昆明市延安醫院收治了14名受傷旅客，
目前所有傷員生命體徵平穩，傷勢較重
的分別為顱底骨折、頸椎損傷、肩胛骨
骨折、頭皮裂傷等，其他傷員多為軟組
織挫傷。

■■章瑩穎章瑩穎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在北京天意小商品批發市場內，商戶正忙着甩
貨。 網上圖片

四招識破虛假大學
1、抄襲正規高校信息
虛假大學的校名，通常與正規高校名稱
相似，其網站上的簡介、圖片也常盜自
正規高校。

2、網站域名不規範
經教育部批准的高等院校官方網站，域
名後綴一般為「edu.cn」，而虛假大學
多為用於工商金融企業的「.com」等後
綴。有些虛假大學會在「.com」前加入
「-edu」或「edu」，蒙騙考生、家
長。

3、網站內容錯漏百出、不更新
大部分虛假大學網站的設計錯漏百出，
網站上的「公告」、「新聞」等內容常
年不更新，且與學校無任何關係，或都
是垃圾信息。

4、聯繫方式不靠譜
網站上留下的校址、聯繫電話，一般不
存在或打不通。網站域名、備案號信息
在工信部系統查不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整理

不光是國內虛假大學
野火燒不盡，國外的虛
假大學也紛紛盯上了中

國人。據2013年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援引
美國大學統計的數據，美國虛假大學氾濫成
災，中國已成為其最大的受害國，美國的虛假
大學每年的學位證書95%給了中國人。
錢鍾書在《圍城》中講述道，方鴻漸在歐

洲留學，最終從愛爾蘭騙子手裡買來克萊登大
學的假文憑。而這麼多年來，克萊登這樣的虛
假大學，一直歷經風雨而不倒，有着非常強大
的生命力，而這生命力正源自旺盛的現實需求
和文化根源。
與其說一些考生和家長是因信息不對稱而

上當受騙，不如說大部分的情況是一場「願打

願挨」的遊戲。中國自古以來就是文憑社會，
直到今天，無論是求職、求偶，還是升遷，有
學歷就是比沒學歷吃香，海外大學就是比本土
院校走俏，「文憑崇拜」是一種普遍的社會風
氣，在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驅使下，一些家長
和考生雖然明知這些「大學」和文憑是假的，
但因利益驅使，甘心花錢買假。

虛假大學氾濫，敗壞了社會風氣，破壞了
社會誠信。相關責任部門一方面須通過綜合執
法與治理，消除虛假大學的生存土壤並切斷其
違法產業鏈；另一方面，社會輿論也要積極扭
轉「文憑崇拜」、「重學歷、輕能力」等認知
偏差，形成風清氣正的社會「大氣候」，這樣
各種旁門左道才會徹底失去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文憑崇拜」催火虛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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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虛假大學有115所，堪稱「重災
區」。 網上圖片

■內地高考填報志願在即，381所「虛假大學」被媒體曝光。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