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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运气好，王刚藏在皮带里的手机没有被查出，而且所坐的靠窗位置信号也没有被完全屏蔽，这让他觉得老天爷
都在帮他。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他还是为自己的作弊行为付出了代价。

考研作弊，三个年轻人自毁前程
"

本报通讯员 文 韬

!

月
"

日!是
#$!"

年全国研究

生入学考试开考的日子" 而对

于刚刑满释放的王刚来说 !这

一天的意义非比寻常"

原来! 大学毕业不久的王

刚和朋友李彬泄露
%$!&

年的考

研试题并买卖答案! 后分别被

法院以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依

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 王

刚的女友悦悦 #化名$ 也因此

受到牵连! 被判处有期徒刑八

个月%

近日!面对检察官!王刚由

衷地说&'服刑这几个月我想通

了!不管做什么都要凭真本事!

旁门左道来不得的"(

为博女友父母欢心考研

王刚出生于
'())

年!从武汉

某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培训机

构从事招生工作% 一次偶然机

会! 他认识了还在读高中的江

西姑娘悦悦! 并在悦悦考上大

学后与她确立了恋爱关系%

尽管二人感情一直很好 !

但悦悦的父母却一直看不上王

刚!认为他没有正式工作%为了

能让悦悦的父母刮目相看!

%$*%

年
*+

月! 王刚报考了母校的研

究生%悦悦十分支持王刚考研!

为能与他长期在一起! 她也报

考了华中师范大学法律专业的

研究生%

买 卖 试 题 答 案 妄 图

%一举两得&

其实! 王刚对考上研究生

没有什么把握!但他并不担心%

原来!工作之余!他还兼做各种

省级和国家级考试的试题 )答

案买卖生意"这次考研之前!王

刚就通过
,,

以每科答案
*-$$

元的价格谈成两笔! 这样既能

提高自己考研的成功率! 又能

赚钱!可谓一举两得"

%$*&

年
*

月
-

日是全国研究

生入学考试的时间"因为复习不

够充分!悦悦放弃了考试"王刚

临考前交代她!如果有人将试题

答案发到
,,

上!就把答案转发

给自己和两名买家"

当天上午! 王刚参加了政

治科目的考试" 他将手机藏在

皮带后面" 由于皮带头是金属

制成!加之又在敏感部位!他侥

幸躲过了探测仪的探测" 王刚

所坐位置正好靠窗! 手机信号

没有被完全屏蔽! 这让他感觉

老天爷都在帮他"开考后不久!

他便偷偷用手机给试卷拍照 !

并传到了
,,

上"

收到王刚发来的试题照片

后!悦悦把照片转发到了一些专

门从事考题买卖的
,,

群里!发

动网友查找答案"没过多久!

,,

群里有人发布了答案!于是悦悦

按照王刚交代把答案转发给了

王刚和两名买家" 当天下午!王

刚和悦悦又如法炮制! 通过
,,

获取了英语科目的试题答案"

追踪
%&

地址三人全部被抓

李彬是王刚在武汉上大学

时认识的朋友!毕业后在上海成

为一名现场工程师!每月工资四

五千元"业余时间!他也干些买

卖试题和答案的*兼职工作(%

%$*&

年
*

月
-

日上午!李彬向

单位请假后来到网吧% 研究生

考试开考后不久! 李彬便收到

悦悦发来的试题照片% 待群里

的网友发布答案后! 李彬便把

这些答案发给之前与自己联系

的一名买家%

就在李彬为生意成交而得

意时!上海网警侦测到!有人在

网上散布研究生考试试题和答

案%通过追踪
./

地址!警方在网

吧将正在交易的李彬抓了个正

着 %接着 !警方顺藤摸瓜 !在武

汉将王刚和悦悦抓获%

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获取

国家秘密罪将该案移送闵行区

检察院审查起诉后! 该院经审

查认为! 王刚是以正常考生的

身份获得考研试题! 其行为应

涉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公

安机关采纳了该意见! 撤回对

该案的起诉%

闵行区检察院反渎局依法

对此案立案侦查后! 办案人员

分赴武汉) 天门和广西柳州等

地! 找到了分别与王刚和李彬

联系的买家% 他们均承认自己

从王刚和李彬处获取了考研答

案并支付报酬的事实%同时!根

据教育部考试中心的有关规

定! 研究生考试结束前
&+

分钟

的试卷内容属于绝密级国家秘

密%据此!闵行区检察院以涉嫌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对王刚 )

悦悦) 李彬
&

人依法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如上判决%

考试舞弊呈产业化趋势

据统计!报名参加
%+*"

年全

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人数达到

*01

万!较上年增长了
12&3

%日益

膨胀的考研队伍让不法分子看

到了商机%

办理此案过程中! 检察官

发现! 考试舞弊目前已趋于产

业化& 相关人员通过张贴小广

告或在
,,

群中发布信息招揽

考生! 出售作弊工具% 考试期

间! 安排专人进考场拍摄试题

传出!并组织人员答题!再经考

场附近架设的发射器将答案传

给购买试题的考生% 整个过程

组织严密)分工明确%

检察官还发现!由于组织者

和发起者通常都是使用临时申

请的
,,

或
,,

群进行联络!事成

之后便*销声匿迹(!因此除非即

时查获!否则很难发现和查处%

结合此案!检察官建议!要

预防考试作弊! 首先要加强网

络监管! 加强对各类即时通讯

工具) 网站贴吧) 小广告的监

督+其次!应加强对考场安检设

备)屏蔽设备的检测!加强对监

考人员的培训! 向监考人员告

知常见的作弊手段% 此外! 各

大院校也要加强对学生的法制

教育!提高学生的诚信意识!打

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岁末年关，
警惕“丢包分钱”骗局
检察官提醒市民及时报警莫贪便宜

本报讯"记者汤维骏 通讯员谭才兴$ *丢包分钱( 已是诈骗

老套路! 但一些贪图小便宜者却屡屡中招% 年关将近! 这一骗局又

开始死灰复燃%

#$*&

年
*#

月
&$

日!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检察院

以涉嫌诈骗罪对黄果) 艾亮依法批准逮捕%

黄果) 艾亮均系湖南省中方县的无业人员% 为搞一笔 *过年

钱(!

#$*&

年
*#

月
#*

日! 两人来到怀化火车站广场附近寻找作案

目标% 当他们看到刚从银行出来的雷某 ,

1)

岁$ 正将银行卡往衣

服兜里塞时! 两人决定就对雷某下手%

两人尾随雷某走到一偏僻处! 黄果将事先叠好的
)$$

元钱丢在

路边! 然后赶上前假装向雷某问路% 随后! 黄果假装发现财物! 当

着雷某的面将钱捡起! 并以分钱为诺! 示意雷某不要声张! 雷某欣

然应允%

不久! 艾亮假装骑车赶到! 以 *怀疑( 两人捡走自己财物为由

要求对两人搜身% 黄果 *主动( 接受搜身! 艾亮当然是一无所获%

当艾亮从雷某身上搜出银行卡后! 坚持说雷某已将捡来的钱存到卡

里了! 并当即拨打由其同伙杨某 ,在逃! 另案处理$ 冒充的 *银行

工作人员( 的电话% 电话拨通后! 艾亮将手机交给雷某% 雷某一听

电话里是银行领导! 信以为真! 便按要求讲出了密码% 与此同时!

艾亮趁雷某接电话之机! 用作废的银行卡偷偷作了调换% 折腾了一

番后! 艾亮称自己 *搞错了(! 便离开了现场% 黄果在给雷某分了

"$$

元钱后! 也匆匆离开了现场%

雷某没有想到! 就在当天! 他银行卡上
#2#

万元存款全部被黄

果等
&

人取出分赃%

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 岁末年关! *丢包分钱( 的伎俩又有抬

头迹象% 不少诈骗分子长期聚集在车站) 码头) 机场等交通站点!

利用旅客急于返乡的心理! 通过搭讪认老乡) 结交顺路人的方式!

骗取被害人的信任! 寻机实施盗窃) 诈骗) 抢夺等犯罪% 对此类犯

罪
4

市民应高度警惕! 首先记得财不外露! 不在公共场合显露财物+

其次人在他乡! 遇到异常热情的陌生人时多留个心眼% 最重要的

是! 要牢记不贪便宜! 让犯罪分子没有空子可钻% 一旦遇到纠缠

时! 要果断报警或大声向路人求救%

缓刑考验期伤人，收监服刑
本报讯

'

记者卢金增 通讯

员高忠祥 陈先鹏
(

山东省宁

津县的张志军在缓刑期间不好

好表现 ! 因一点琐事动手将人

打伤 % 因违反了社区矫正管理

规定! 在该县检察院的监督下!

#+'&

年
'#

月
&'

日 ! 张志军被

依法收监执行原判刑罚%

&&

岁的宁津农民张志军 !

#+'#

年
"

月被该县法院以盗窃

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 缓刑二

年 % 离开看守所的他本该痛改

前非 ! 但其在缓刑考验期间恶

习难改 %

#+'&

年
'#

月
'#

日午

夜 ! 张志军因琐事与王某发生

争执% 张志军对王某大打出手!

致王某右眼挫伤 ) 左侧腓骨骨

折 ) 左胫骨后缘撕脱骨折 ) 左

踝关节半脱位 % 事后 ! 张志军

拒不赔偿王某损失%

该事件在社区内造成极其

恶劣的影响 ! 但因张志军的行

为尚不构成犯罪 ! 宁津县公安

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其

作出行政拘留
'-

日) 罚款
'+++

元的处理决定%

宁津县检察院监所检察干

警在走访中得知这一情况后 !

当即展开调查 % 承办检察官经

调查认为 ! 张志军在缓刑考验

期间 ! 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和

有关部门关于缓刑的监督管理

规定! 应当根据我国刑法第
00

条第
#

款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

第
#-

条的规定 ! 对其撤销缓

刑 ! 收监执行 ! 遂向该县司法

局发出检察建议 % 宁津县司法

局采纳了检察建议 ! 裁定对张

志军撤销缓刑 ! 执行原判有期

徒刑一年%

郭山泽
!

漫画

深圳龙岗“村官”周伟思被起诉

身份复杂被控三宗罪
本报讯"记者吴伟东 通讯员

汪林丰$ 备受社会关注的广东省

深圳市龙岗区南联 *村官 (周伟思

一案"本报
#+'&

年
#

月
##

日四版

曾作报道 #有了新进展 %深圳市检

察院近日以周伟思涉嫌受贿罪)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单位行贿

罪!向深圳市中级法院依法提起公诉%

起诉书指控!周伟思在担任南联社区居委会主任)南联社区工作

站副站长)常务副站长期间!接受南联小学片区旧城改造项目开发商

天基房地产开发,深圳$有限公司"下称$天基公司%#董事长叶某&被

移送审查起诉#的请托!利用职务便利!为该项目的开发及拆迁工作

提供帮助!伙同泰德建公司实际控制人范某&已被起诉#收受叶某给

予的好处费
"-++

万元 &周伟思分得
#+++

万元! 范某分得
#-++

万

元#!并单独收受叶某好处费
"++

万元%

同时!起诉书指控周伟思还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其中!

其在担任南联社区居委会主任期间! 为天基公司旧城改造项目争取

开发权提供帮助!收受叶某好处费
-++

万元%在担任南联股份合作公

司副董事长期间!在建设南联股份合作公司统建楼项目中!收受合作

方范某给予的好处费
#++

万元%

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 周伟思的身份认定和法律界定有一定复

杂性&

#++"

年深圳全市城市化后!村委会改为社区居委会!原任村委

会主任的周伟思也随即担任居委会主任%作为居委会主任)兼任股份

公司副董事长的周伟思!

#++0

年起又被任命为南联社区工作站副站

长)常务副站长!协助政府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作为南联社区居委会

主任!南联社区工作站副站长)常务副站长!依法从事公务期间!其身

份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而作为南联社区居委会主任)股份公司副董

事长!在从事基层自治管理工作中!则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因此!

周伟思的行为分别触犯了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两个罪名%

另外!周伟思在担任南联股份合作公司副董事长期间!为使违规

建设的统建楼顺利建成并通过检查! 多次送给龙岗区城管局原副局

长兼龙岗区土地监察大队大队长)龙岗区查违办原副主任何某&已被

起诉#共计港币
#+

万元!涉嫌单位行贿罪%

除上述各案外!由周伟思案牵出的范某一案!还带出深圳市规划

和国土资源委员会龙岗管理局原副局长陈某受贿案% 经检察机关提

起公诉!目前!陈某已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作为范某控制

的泰德建公司的委托律师!广东某律师事务所主任黄某!因介绍范某

向陈某行贿等!目前正在接受检察机关的审查%

三问外地车辆“进京证”
"

李曙明

'

月
#

日中央电台 '经济之

声 (报道 !唯一对外地车辆实行

通行证管理的城市北京! 从
'

日

开始停办有效期为半年的长期

进京证! 只保留有效期为
0

天的

临时通行证) 大批车主连夜排队

领证!更有律师提交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请公

开限制外埠车辆进京的法律*行

政法规依据)

人民网对这一举措作了民意

调查!参与调查的
'20

万网民中!近

八成反对停办长期进京证) 参与

调查者成分不同! 结果会有不小

差异)比如!为此承受不便的外地

车主!和一定程度$获益%!路顺畅

一些"空气质量好一点儿#的北京

人!对政策的评价或大相径庭)所

以!人民网的调查仅有参考意义!

但不可否认! 这确是部分民意的

真实反映)

对于这一政策!笔者有三点

疑问)

第一!为何$文件未出!措施

先上%+

'经济之声 ( 报道说 !

'

月
#

日!北京市交管局仍未公布相关

通知!但各执法站却已在按新政

策执行) 不知晓文件内容!却要

承受其不利后果!排长队办证的

车主未必服气!有关部门执法不

规范显而易见)

一项公共政策一经作出!应

第一时间告知公众)告知的内容!

既包括决策内容! 也包括为什么

要这样决策)严格来说!未曾公布

的文件!并不能作为执法依据)

第二!限制外地车合法吗+

路堵 *空气质量差 !这是北

京现实) 还有一个背景是!随着

摇号政策实行!越来越多在北京

摇不到号的人钻政策空子!在外

地买车在北京开)

基于上述现实! 对于加强对

外地车管理!我并不一概反对)但

可以加强管理! 不意味着怎么管

理都行) 办进京证的法律依据何

在!有关部门仍有责任说明)特别

需要强调的是! 据以制定政策的

法律依据! 不应等着有律师申请

才公开!而是应主动向公众释明)

第三!限制外地车合理吗+

比合法性更高层次的考量!

是政策的合理性何在 ) 我不知

道 !加大限制力度之后 !有多少

想进京的外地车!会因为办证麻

烦而放弃进京+ 如果事实是!想

来的还照来不误 !那么 !这一政

策的唯一结果!就是增大车主和

有关部门的办证成本,如果真有

车主因为办证麻烦而放弃进京!

这是他们该承受的吗+

北京周边的城市!空气质量

同样糟糕!堵车也在加剧) 如果

路堵*空气差可以成为限制外地

车进京的根据 !那么 !其他城市

限制北京车 $做客 %!有障碍吗 +

会有那一天吗+

这些年!围绕车辆进京证有

过不少争议!一些全国政协委员

多次呼吁取消它) 比如九三学社

副主委杨肇键委员就认为!进京

证造成人为的地域封锁和市场

分割! 不仅违背市场经济公平*

公正的原则!也有悖平等通行原

则) 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家之

言 !但既然有关部门 $反其道而

行之%! 向公众说明这种声音错

在哪里!就不无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