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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学历证是真的”至少花
费95元 动辄数百元

“学历认证报告”是由教育部授权全
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
心、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为申请人出具的
学历证明。据了解，进行学历认证主要是
为了打击学历造假。统计数据显示，2002
年教育部刚开始进行学历认证时，认证出
的虚假学历达28％。

为证明学历证是真的，需花费一笔不
少的钱。根据国家发改委 2011年发布的
通知，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对经认证的
学历出具统一印制、统一编号的学历认
证报告时，可向申请人收取学历认证费
每份 95 元；国外高校毕业生，可在教育
部授权的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及其分支
机构进行国际学历认证，有关机构可收
取学历认证费每份360元。

记者调查发现，天津、河南、重庆、江
西、湖南、广西等地的大学生就业指导中
心收费大体相同：国内高校毕业生中文认
证报告95元一份，英文认证报告150元一
份，中英文成绩单认证各150元一份。

计算发现，国内高校毕业的研究生如

开具一整套认证，即本科、研究生的中英
文学历认证报告、中英文成绩单各一份，
花费超过1000元。

●100元可加急认证 翻译最好
到指定公司“否则会非常麻烦”

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对于学历认证
这项有明确标准的收费，也滋生出各种乱
象，有的收费高于国家标准，有的巧立名
目增加收费。记者在天津市大中专就业
指导中心办事大厅发现，申请人现场领取
的“学历认证申请表”上写着：加100元进
行“加急认证”，可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中
文学历认证。当记者向工作人员询问“加
急费”情况时，工作人员表示：“以前可以
加急，最近已经停了。”

翻译费定价随意，甚至指定翻译机
构。按照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规定，
进行国外学历学位认证申请，需提供国
外学位证书和成绩单的中文翻译件，且
翻译必须通过正规翻译机构进行。

一些服务中心还指定翻译公司，否
则不予认可。在哈尔滨留服中心，工作
人员暗示记者最好到指定的翻译公司去
翻译，“否则会非常麻烦”。

新华社哈尔滨5月14日电 哈
尔滨铁路公安局 14 日表示，5 月 2
日黑龙江省庆安火车站派出所民
警击毙一名暴力袭警犯罪嫌疑
人。事发后，哈尔滨铁路公安局组
成调查组对相关情况开展全面调
查。截至目前，调查工作已基本结
束，事实已查清。调查认为，民警
李乐斌开枪是正当履行职务行为，
符合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
例及公安部相关规定。

广东省公安厅 14 日披露，4 月 25 日
发生的香港特大绑架案已侦破，在内地
抓获 8 名犯罪嫌疑人，缴获涉案赎金 280
余万港元。

据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郭少波介绍，
4 月 30 日，香港警方向广东警方通报了

“4·25”特大绑架案情况，犯罪嫌疑人入
室抢走价值 200 万港元的财物并绑架一
名 女 人 质 ，在 取 得 受 害 人 家 属 交付的
2800万港元赎金后潜逃。

接到香港警方通报后，广东警方成立
了专案组。5 月 3 日至 9 日期间，广东警
方在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和贵州省瓮
安县等地将犯罪嫌疑人毛某兵、张某江、
蒋某华、梁某顺、王某波、熊某辉、犹某
魁、王某锟 8 人抓获，缴获涉案手表、珠宝
和首饰一批、涉案赎金 280 余万港元。此

外，香港警方于 5 月 3 日在香港口岸抓获
企图潜回内地的犯罪嫌疑人郑某旺。

郭少波说，经审讯初步查明，今年 4月
初，犹某魁等 7 人在广东深圳密谋到香港
进行绑架等犯罪活动。随后，郑某旺持往
来港澳通行证从深圳入境香港，其余 6 人
在数日后从深圳偷渡到香港与郑某旺会
合。在随后的半个多月里，犹某魁等人
多次对香港飞鹅山附近的豪宅进行踩
点，并最终选定受害人罗某某所居住的
别墅作为目标。

据警方调查，4 月 25 日凌晨，犹某魁
等人进入住宅发现并控制受害人后，威
迫受害人打开保险柜，劫走价值 200 万港
元的手表、首饰等物品，同时绑架罗某某
向其家属索要赎金。通过讨价还价，最终
确定赎金为 2800 万港元。4 月 28 日，受

害人家属按照犯罪嫌疑人的要求，将赎
金放在指定地点，犯罪嫌疑人取得赎金
后将人质释放。

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局长林伟雄说，
截至目前，广东和香港警方共抓获了 9名
犯罪嫌疑人，其中 7人到港作案，犹某魁是
组织者，另外两人中，一人是协助偷渡的，
一人是负责接赃销赃的。暂时还不能确定
是否还有其他涉案人员，粤港警方还将进
一步排查。

对于公众高度关注的巨额涉案赎金
下落，林伟雄说，除已缴获的283万港元，尚
有约 2500万港元的赎金需要追缴，广东省
公安机关将通过审讯在押嫌疑人和技术手
段进行排查，有新情况时将会向社会公布。

郭少波说，这次能够快速侦破案件是
广东香港警方协同合作的结果。

5 月 14 日上午，云南省昆明市
一辆 82 路双层公交车行驶中突然
发生人质劫持事件。目前，被劫持
人质已被解救。

5月 14日上午 11时许，一辆 82
路双层公交车行驶至昆明市南屏
街终点站时，二层的车厢内突然发
生人质劫持事件。据现场市民称，
被劫持的是一名女子。

事件发生后，昆明市公安局五
华分局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大批全
副武装的武警、PTU特警立即赶赴
现场处置，120急救车也到场待命。

交警部门在南屏步行街双向
区域设置了临时交通管制，疏导车
辆从附近绕行。派出所在处置现
场外围设置了警戒线，无关人员一
律不得入内。

据现场图片显示，事发的公交
车被大批警力团团围住，车窗内还
伸出一些条幅，上书“为河南村民
讨法”（昆明市西山区有一村庄叫
河南村）。

11时58分，有五六名持枪特警
冲入车内突击处置，传来了一声爆
炸声响，疑似震爆弹。随后有两人
从二层楼梯下来，一名留着披肩发
的女子被带上警车。

到12时10分，现场的警戒封锁
已撤除，南屏街又恢复了平静。

目前，警方正在对该起事件作
进一步调查。

（据《云南信息报》）

广东香港警方协作

侦破香港特大绑架案

广东省公安厅发布消息称，抢劫嫌犯
在得到赎金后驾车疯狂逃窜，并趁夜色摆
脱了警方的跟踪。香港警方在全港隧道口
和主要道路都设置了路障，追缉嫌犯乘坐
的白色本田私家车。

根据港媒报道，警方设置路障搜捕绑匪
的行动规模之大，近年罕见。路障旁警灯闪
烁，给夜色中的香港增添几分紧张气息。

在耳熟能详的香港警匪片中，绑匪大
多会在交换赎金时被警察拿下。这次为何

却在获取赎金后成功逃掉了呢？
据悉，在处理绑架案时，警方的第一原

则是保证人质安全，除非绑匪有其他危害
公共安全的行为。“如果人质被撕票，即便
抓获了绑匪，对警方来说也是失败的。”

第二是沟通，包括与家属甚至是绑匪
之间的沟通，随时掌握人质的状况。

第三，要准备多种预案，不论是谈判、
布控还是抓捕，都要随时调整。另外，部分
家属可能还会提出保护隐私的要求。

庆安站民警开枪
属正当履行职务

哈尔滨铁路公安局：

昆明公交车内发生劫持案

特警冲入车内
传出爆炸声

证明“学历证是真的”

费用过亿 钱去哪儿了

嫌犯拿到赎金后
为何能逃脱？

■警方缴获283万港元，2500万港元赎金待追缴
■抓获的9名嫌疑人全部是内地籍。其中7人到
港作案，一人协助偷渡，一人在内地接赃

●认证收费过亿元“学信网”2元可
查认证信息

公开数据显示，仅 2012 年一年，全国就有
5.6万余人通过全国高校就业指导中心进行了
学历认证；近3年间，有近35万名归国留学生通
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进行了海外学历认证。
即使按最低标准计算，近年来全社会用于学历
认证的收费也已超过亿元。对于这笔庞大的收
费，相关机构从未公布过明确的资金去向。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人力资源专
家李永壮说，目前教育部已经建立了自 1991
年至今的全国高等教育学历信息数据库，在

“学信网”上，花 2元就能查到相关的学历认证
信息。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
为，从全世界范围看，学历认证机构都是非营
利的。我国构建学历认证体系应确保非营利
的公益属性，可由财政出资建立、维护基本的
学历数据库，在对个体服务时应以收取一定的
工本费为宜。

记者采访了解到，进行学历认证的全国高校
就业指导中心和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以及各地
认证机构都是教育部门的下属事业单位。天津
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说，在建设
服务型政府的今天，学历认证不能成为教育部门
和相关机构赚钱的生意。对于总体收入过亿的
学历认证费，相关部门有必要披露明确的成本核
算依据和资金用途。 （据新华社）

毕业季临近，不少毕业生在找工作时遇
到一件奇怪的事：有些单位除了需要学校发的
学历证，还需要一份相关部门盖章认证的“学历
认证报告”，以证明自己的学历证是真的。

除了求职应聘，人们在职称评定、干部提
拔、积分入户时，都有可能需要提供“学历认证
报告”。

记者调查发现，

保守估算，近年来学历认证的收费已超过亿
元。虽然国家对学历认证有明确的收费标准，
但许多基层认证机构存在高收费、乱收费
现象，收费去向也从未向社
会公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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