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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就能买到全国中字头证书奖状?

交 40元就可参与精准扶贫、民族资产解冻
网络诈骗案波及 19 万人 涉案 700万元

无需考试、培训，花上千元
即可买到各类“中”字头的“全
国大赛”奖状、职业技能证书。

“新华视点”记者近日发现，有
人在网络大量销售证书 、奖
状，且多涉及一家单位。 针对
这一现象，一些地方公安部门已
经介入调查。

“全国”“中”字头证书和奖
状网上大量售卖

“欢迎各位老师选购，证书
网上可查，价格亲民。 ”微信名为
“博文科技王老师”的朋友圈里，
频频出现大量奖状、 证书的照
片。“优质课件一等奖” 荣誉证
书、“国家科技成果证书”等看起
来都颇有分量。

记者以中学教师的身份向
“王老师”咨询，被推荐购买了两
个“全国大赛”奖项证书：全国教
育发展研究成果大赛获奖证书
和全国中小学创新作品大赛获
奖证书。

记者调查发现， 网上有不
少机构或个人在售卖这类貌似
权威的证书和奖状。 深圳一家
名为圳莲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的企业就在开展这类业务。
记者通过微信联系， 对方发来
一段视频， 展示了几十本蓝色
封皮、封面印有国徽的“专业人
才技能证书”。

记者在该公司的宣传网页
上发现，这些专业人才技能证书
多达 466 个品类，包括母婴护理
师、小儿推拿师、亲子早教师、针
灸师、正骨整脊师、汽车检测与
维修师、美容保健师、行政总厨、
自闭症疗愈师、质检师等专业类
技能证书。

记者查看这些机构发来的
证书照片， 发现都与一家名为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的机构
有关。

“王老师”提供的证书照片，
盖有“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育
科学研究所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和“大赛组委会”公章。 圳莲教育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发
来的样证上盖有两个公章，分别
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
员会”和“专业人才技能培训中
心”，工作人员称是“今天刚刚收
到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专业
人才技能证书”。

这些证书是真的吗？“王老
师”表示，证书上的章确实是中
管院教科所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的，自己所在的四川博文网络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只做中心下发
的证， 还发来查询证书编号的
“大赛组委会”网站链接。

圳莲公司给记者发来了中
管院学术委员会于今年 4 月出
具的一份“合作证明”，上边盖着
中管院学术委员会的公章，称中
管院学术委员会专业人才技能
培训中心与该公司合作开展专
业人才岗位技能项目，统一颁发
“专业人才技能证书”。

对方还发来用以查询证书
真伪的二维码、证书编号、证书
查询网站，以及国家事业单位登
记号等信息。 记者打开证书查询
网址，输入样证上的姓名、身份
证号及证书编号，显示能够查到
该证书。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目
前，全国多地出现以中管院下属
机构名义卖证书、 奖状现象，涉
案人员众多。

不用培训、参赛，交钱就能
拿证

获得如此“权威”的证书只

需交钱。“不用考试”“不需要提
供什么材料”“我们是直接下证
的”……证书卖家均如此表示。

记者表示想要“全国教育发
展研究成果大赛获奖证书”，“王
老师”说，费用 1200 元，提供题
目、获奖类型、教师姓名、申报单
位、获奖时间和等级就可以了。

深圳圳莲公司工作人员也
告诉记者：不用考试，只需提供
身份证正反面和照片， 交 1380
元就能拿到培训证书。 先付 380
元定金，出证后再付尾款即可。

记者问为什么比其他网络
卖证的要价高， 该工作人员称：
“有很多证书只是挂网的， 给你
挂一段时间， 短则两三个月，长
则一年半载，后面就不行了。 我
们是正规授权机构。 ”

记者调查发现，购买证书的
除了个人，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培
训机构。 四川一家卖证公司的负
责人称与一些培训机构合作，他
们负责办证，培训机构负责组织
培训和颁发证书。

该负责人表示，培训机构可
以开展培训， 也可以直接卖证。
证书价格由人数来决定，市面价
一般要 1980 元，但机构购买 800
元就可以，30 人以上的话还可以
便宜一些，只要 600 元。

中管院回应：有个别内部单
位靠卖牌子、卖证书敛财，也有
机构冒充其名义行骗

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相关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买卖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
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
件、证明文件、印章的属于违法
行为。

“国家事业单位”“证书含金
量很高”是这些证书、奖状的卖
点。 那么，所涉及的中国管理科
学研究院到底是一家什么单位？

记者查询国家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局网站发现，中管院登记
为国家事业单位，其举办单位是
中国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促进会，
登记住所为北京西城区月坛南
街新华大厦 1226 室。

记者来到新华大厦发现，
12 楼是一家房地产公司。 大厦
前台人员告诉记者：“这里从来
没有一家叫作中管院的单位。 ”
记者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中管院
办公处。

中管院常务副院长卢继传
说，中管院是自收自支的国家事
业单位，下属多个研究所（中心）
收入主要靠咨询培训。 他表示，
近年来，有个别内部研究所（中
心）搞歪门邪道，靠卖牌子、卖证
书敛财，但也有机构冒充中管院
名义行骗，目前收到群众举报的
有 10 家左右。

记者向卢继传求证网络买
卖的“专业人才技能证书”的问
题，他表示，中管院学术委员会

以自己名义合作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这个确实存在，证书上的
章也是中管院学术委员会的章。
不过，深圳这家公司把证书拿到
市场流通，这是不对的。 中管院
学术委员会与其有协议，但他们
没有严格按照协议来办。 中管院
学术委员会在程序把关上有问
题，具体的培训范围和收费标准
都没有到中管院进行备案。 目
前，项目已经全部叫停，正在进
行检查。

针对公然出售“全国中小学
生创新作品大赛”和“全国教育
发展研究成果大赛” 获奖证书，
中管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曾
爱平表示，这两个大赛的确由该
所主办，且“打过报告，是合法合
规的”。 他表示，中管院与四川博
文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没有
合作关系，但“该公司和我们下
面的合作机构有没有关系，我们
还没办法证实”。

（据新华社“新华视点”）

通过伪造政府公文、 证件
等， 编造“精准扶贫”“爱国富
民”等虚假公益慈善项目，利用
微信群等方式发展人员， 实施
诈骗。 日前， 这起涉及全国 19
万余人、 涉案金额 700 万元的

“中华圆梦新时代慈善基金会”
网络诈骗案的 17 名犯罪嫌疑
人被山东省招远市检察院批准
逮捕 ，9 名犯罪嫌疑人被取保
候审。

临时租房成立 “中华圆梦
新时代慈善基金会”

2018 年 7 月，褚某（女，黑龙
江省桦南县人）在山东省潍坊市
一临时租住的房屋内成立了“中
华圆梦新时代慈善基金会”，担
任总会长，并任命刘某、诸某为
副总会长，任命葛某、冯某等人
为财务部、督察部等各部长或副

部长，总部以下设省、市、县区级
分会，基金会各层级领导按照职
务、分工，组织发展会员，对该基
金会的项目进行宣传、 收费、日
常管理，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
组织架构。

为了策划好这场骗局，褚某
精心为该基金会包装了一个个
华丽的“外衣 ” 。 她对外称该
基金会是由发改委 、 财政部
等 8 个国务院部委联合支持
成立的民间组织 ， 主要功能
是精准扶贫 、 带领人民奔小
康 。 并称国家正在追回海外
历史遗留的民族资产 ， 需要
民间力量来解冻 。 同时建立

“总部领导会议室 ” 微信群 ，
下层设省级、地级及县级微信
群合计 100 多个， 并在微信中
不断发布虚假的国家有关部门
的任命书和授权书， 为基金会

“正名”。

交 40 元钱、填一张表就可
坐等几十万回报

“褚某说基金会是国家领导
人提名的，无偿为人民服务的一
个组织。 让我发展下面的会员，
帮扶下面的人，等跟国家对接好
发下扶贫款后，按职务给我们开
工资。 ”该组织的一名成员赵某
说，“我加入后就开始在微信上
发展会员， 跟他们说只要交 40
元会费就能入会，加入这个平台
可以享受几十万不等的‘福报’，
脱贫奔小康。 ”40 元钱、填一张表
就可以坐等工资和几十万的回
报，简单的形式、低廉的成本，加
上国家政策的包装，赵某一下子
便发展了 10 多名会员， 并很快
升为基金会的“山东省会长”。

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中
华圆梦新时代慈善基金会”就以

入会、投入项目能得到国家巨额
扶贫资金回报为诱饵，先后推行
了“20+2 入会费”“29 元扶贫手
册项目”“14 元国务院精准扶贫
项目”等多个项目，通过微信和
口口相传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
招募大量会员，骗取每个会员几
十至上百元不等的会费、 项目
费。 会员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把
会费交给当地组织的财务人员，
通过县、市、省三级财务，逐级收
款后统一转给褚某账户。

网上露马脚，悉数被抓获

今年 2月， 公安部公布了 43
个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虚假
项目和组织，描述了此类犯罪的组
织特点和诈骗手段。“山东财务部
长”姬某的丈夫从网上查到了相关
普法信息后，多次劝说妻子不要参
与，“可她却一直痴迷在里面不肯

悔改。 ”姬某的丈夫回忆道。
今年 2 月 2 日，烟台市公安

局网安支队在工作中发现褚某
等人涉嫌诈骗一案并将该案移
交至招远市公安局，招远市公安
局于 2 月 3 日对该案进行立案
侦查。 招远市检察院及时派员引
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并进行证
据固定。 2 月 22 日，褚某等 26 名
涉案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归
案。 日前，其中 17 人已被检察机
关批准逮捕，9 人被取保候审。

截至案发，已查明“中华圆
梦新时代慈善基金会”发展的全
国会员约 19 万人， 其中山东会
员 1.7 万余人， 包括烟台会员
1000 余人、 招远会员 100 余人；
犯罪嫌疑人褚某共计骗取约 700
万元，除少量用于购买虚假证明
文书以及发放奖金外，大部分由
其掌控。 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
侦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