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记者杰文津 沈
洋 谷训）2017年底，一起考研数学疑似“漏
题”事件，将考研培训机构“神押题”推上舆
论风口浪尖。

培训机构推出的天价押题班，是“忽
悠”还是另有内幕？“神押题”靠的是教师
的多年经验还是特殊身份？记者进行了
调查。

““天价天价””考研培训高达考研培训高达2020万元万元，“，“不过退不过退
费费”“”“保障协议保障协议””均是均是““套路套路””

记者调查发现，以“神押题”为噱头的各
类考研“天价班”在多地火爆。

在重庆，某考研辅导机构承诺与考生
签署“保障协议”的培训产品中，最便宜的

“会计硕士全科钻石彩虹卡”18800元，最贵
的“学硕、经济专硕、临床医学综合全科至
尊彩虹卡”128000 元起；在江西，中公教育
涵盖初试到复试的全程协议班，收费 3.98
万元；在北京，配备有辅导员的VIP一对一
服务“天价班”，费用通常在10万元至20万
元之间。

记者发现，这些声称“效果极佳”，愿意
签“保障协议”，保证“不通过退款”的“天价
班”，实际上多是“忽悠”。

以 押 题“ 高 命 中 率 ”作 噱 头 、博 眼
球。“很多培训机构通过晒押题成绩单来
吸引生源，其实有很多猫腻。”一位江西
考研公共课辅导教师孟教授说，不少押
题其实只是内容挨到了一点边，就单方
面宣告成功。甚至，还有些机构还根据
后来发布的考试题，偷偷修改之前留在
网上的押题材料。

在命题信息保密工作日趋严格的当下，
“除了一些师资实力极强的大机构，很多押
题班其实只有宣传意义了。”多年经营法学
类考研专业课培训机构的高某说。

不少向学员承诺“必过”的天价班，通常
都会签订所谓“保障协议”。重庆一培训机构
经营者杜某告诉记者，“保障协议”其实并无
保障，往往只是对于考不过的学生退还部分
学费。如，江西某教育机构收费3.98万元的
培训班，学员未通过考试仅能得到退款1万
元。

业内人士透露，以 20 个学生的高价培
训班为例，只要有一两个人考试通过培训班
就能赚回成本，其后每过一个人都是净挣，
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押题班押题班””真的有真的有““内部渠道内部渠道””吗吗？？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考研培训机构声
称，“我们的老师有内部资料”，“我们的老师
多年参与考研出题”，“我们有内部渠道了解
信息”等。培训机构真的有所谓的“内部渠
道”吗？

据了解，教育部明文规定：高校内部
任何部门和工作人员不得举办或参与举
办考研辅导活动。考试大纲编写人员、命
题人员不得公开其参与命题、考试工作的
身份或以考试及命题参与者的身份从事
教学、学术及各种社会活动，不参加任何
形式的有关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补习和辅
导活动，不以任何形式透露试题的内容、
命题工作情况和从事有关考试内容方面
的任何咨询。

目前，活跃在考研培训一线的“押题老
师”，多是供职于培训机构的教学经验丰富
的专职培训老师，或是一些并无命题经验、
供职于高校的兼职教师。“理论上说，参与出
题的老师现在是不敢也不会到押题班去讲
题的。都是签了保密协议的，违规要坐牢
的。”一位前些年曾参与高校考研出题的青
年高校教师告诉记者。

据了解，考研出题人需签署极为严格
的保密协议。刑法修正案（九）规定，在法
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为实施考试作弊行
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规定
的考试的试题、答案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
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

“高校老师不太可能为赚几个钱冒这么
大的风险。而且，目前的考研出题方式有根
本性变化，即便是出题人想漏题也非常困
难。”孟教授说。

据介绍，在以前“开会命题”的时代，研
究生考试是各校老师齐聚一处共同出题。

虽然也有保密措施，但难免信息泄露。“不一
定是原题，但有人了收钱，把命题的方向或
者相关材料漏出去，得到的人研究一下就能
猜得八九不离十，押题当然准。”

“但是现在行不通了。研究生考试出题
不再‘开会命题’，出题人不见面，各出一部
分，信息互相不通，有关部门最终找极少数
的人拼题，责任明确，出口很小。”孟教授说。

还有哪些环节有可能漏题还有哪些环节有可能漏题？？

据记者调查了解到，近几年，虽然命
题方式在变化，保密制度在强化，但研究
生考试中的一些环节依然存在泄题漏
洞。

2012 年和 2016 年，都曾有社会影响较
大的漏题泄题案件发生，并进入司法程
序。从公开信息看，泄漏题源头并非是命
题人。“试卷的印刷环节、运输环节，特别是
在向基层地方运输保管时，泄漏题可能性
最大。”孟教授告诉记者，曾有试卷地方运
输保管人收受培训机构贿赂，私拆试卷因
而获罪的先例。

不过，记者发现，与公共课相比，由各个
高校自主命题的专业考试，是目前考研泄题

风险较高的环节。
高某向记者透露，英语、政治、数学等考

研公共课的命题信息与人员保密制度，通常
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定，保密工作也
由其统一监督实施。而各招生单位的专业
课，由于科目众多，命题信息和命题人的保
密工作由各高校、科研机构等招生单位自己
落实把握，因此保密措施力度比起公共课明
显偏弱。一些考研专业课培训机构，通常会
针对性地选择某些高校的特定专业，不遗余
力地编织人脉网、情报网，使考研专业课漏
题风险大大增加。

记者询问北京名牌高校考研专业课漏
题“行情”时，高某告诉记者，漏一次题拿到
的钱，一般至少相当于在商业培训机构上一
整年课的收入。

多名专家建议，对于一些考研机构承诺
无法兑现、进行虚假宣传等触及法律红线的
问题，应当按照广告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查
处。同时，对于考研专业课漏题风险，应该
进一步强化各招生单位的保密措施实施力
度与责任倒查机制。此外，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应尽快建立考研培训机构“黑名单”制度，
引导学生理性报班。

考研培训班神押题内幕真相

1月2日，在贵州凯里火车站，工作人员为2018年铁路春运做宣传准备工作。
据悉，2018年铁路春运将从2月1日开始，春运首日火车票将于1月3日开售。

新华社发（吴吉斌 摄）

新华社西安1月2日电（记者毛海峰）近日
两位因见义勇为遇难的英雄李国武、黄忠文感
动了整座西安城，西安市政府日前决定授予李
国武、黄忠文为西安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分
别奖励30万元。

李国武生前是西安一家商场的保安，2017
年12月10日，他用双手去接坠楼女子时，被砸
身亡。黄忠文生前是秦岭救援队的队长，2017
年12月5日，他接到求助前往秦岭救援一被困
群众时，踩上暗冰坠崖身亡。

日前召开的西安市政府第四十次常务会
议，决定授予李国武、黄忠文同志为西安市见
义勇为先进个人，分别奖励30万元。同时，会
议明确要进一步完善关爱见义勇为人员的保
护机制，建立健全表彰奖励、医疗救助、抚恤安
置和基金保障等工作机制，努力维护好见义勇
为人员的切身利益，特别是要解决好其子女家
属的实际困难，让他们享受到充分的、可持续
的关爱。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记者许晟）蚂蚁金
服旗下的支付宝 2 日发布 2017 年全民账单，
2017年全国5.2亿支付宝用户在支付宝平台使
用移动支付占比达82%，人们越来越多选择用
手机完成支付。

支付宝移动支付占比快速上升的原因之
一是支付宝收钱码的普及。蚂蚁金服数据显
示，过去一年，全国4000多万户小商家靠二维
码贴纸实现收银数字化。

移动支付的应用还方便了人们办理各种
公共服务。数据显示，2017年2亿多市民在支
付宝的城市服务中办理过包括社保、交通、民
政等12大类的100多种服务。

此外，因移动支付而积累的信用产生了更
多用途。比如，信用免押金，截至2017年底芝
麻信用已累计为 4150 万用户免押金超过 400
亿元。

与此相对应的是，国人对钱包的需求越来
越少。“阿里数据”显示，过去3年，电商平台上
箱包类的搜索量稳步上升，但“钱包”的搜索量
在2017年首次出现下降。

新华社天津1月2日电（记者周润健）2017
年是勒索软件全球蔓延的一年。360互联网安
全中心最新发布的《2017年度勒索软件威胁形
势分析报告》显示，每天1.4万台电脑遭勒索病
毒攻击，超四成受害者不知自己如何感染勒索
软件。

2017年1月至11月，360互联网安全中心
共截获电脑端新增勒索软件变种 183 种。全
国至少有472.5万多台电脑遭到了勒索软件攻
击，平均每天约有1.4万台国内电脑遭到勒索
软件攻击。

通过对2017年所监测到的勒索软件攻击
态势分析，这份报告归纳出了勒索软件的五大
传播方式：通过电子邮件、入侵服务器、攻击供
应链、挂马网页及系统漏洞传播。

2017年1月至11月，360互联网安全中心
共接到2325位勒索软件受害者求助进行病毒
清理及数据恢复，其中绝大多数受害者都没有
正常使用安全软件进行防护，甚至有不少受害
者电脑没有安装任何安全软件，导致勒索病毒
能够轻易入侵感染。

从求助的受害者感染勒索软件的途径看，
44.0%的受害者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感染的勒索
软件，可见该病毒在感染、发作过程中具有极
强的隐蔽性，让受害者难以察觉。

在勒索软件肆虐的形势下，安全专家建议
广大用户养成备份文件的习惯，避免浏览危险
网站，陌生邮件也需提防，并保持安全软件正
常开启。

全民账单：移动支付超八成

新华社北京 1月 2日电（记者杨
思琪 施钱贵）3 日，一年一度的春运

“抢票大赛”即将拉开帷幕。今年的
春运与以往相比，有哪些新变化？每
个新变化里又蕴含着哪些新福利？
快来看看吧！

【购票时间提前至 30天】2018 年
春运期间，网络、电话订票预售期为30
天，车站窗口、代售点和自动售票机预
售期为28天。

按照 30 天的预售期推算，今年除
夕（2月15日）当天的火车票，将于1月
17日起开售，正月初六（2月21日）的火
车票，将于1月23日起开售。

【积分兑换指定车票】自去年 12
月 20 日起，铁路部门推出“铁路畅行”
常旅客会员服务，即购票乘车累积积
分，可兑换铁路部门指定车次的列车
车票。

如 购 买 100 元 车 票 ，将 可 获 得
100×5＝500的积分。积分首次累积达
到 10000 分时，即可通过 12306 网站、

“铁路12306”手机APP或车站设立的会
员服务窗口进行兑换。100积分等价于
1元人民币。

【买车票可以微信支付】自去年11
月 23 日起，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12306网站微信支付服务功能上线试运
行。持有微信账户的旅客在 12306 网

站及手机客户端购买火车票时，可在支
付页面选择“微信支付”进入支付。

同时，关注并绑定“铁路12306”微
信公众号后，购票、退票及改签等通知
信息将通过“铁路12306”微信公众号发
送，列车运行调整和手机号码核验仍通
过短信发送。

【自主选座】旅客乘车时喜欢“靠
窗”还是“过道”？答案是：可以自主
选择。购票系统支持 C、D、G 字头的
动车组列车自主选座。如果剩余车
票不能满足需求，系统将自动分配席
位；如不选择座席关系，系统将自动
分配席位。

【连续换乘】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
的列车无票，或者没有直接到达的列车
时，该咋办？通过12306网站或手机客
户端购票，可以使用“接续换乘”功能，
查询途中换乘一次的部分列车余票情
况。如果选择购买，可以一次完成两段
行程车票的支付。

【网络订餐】除了泡面、火腿等老
牌“旅途伴侣”，去年 7 月起，铁路部门
在上海、天津、南京等全国27个高铁客
运站，推出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服
务。通过手机，不仅可以选订高铁上的
盒饭，还可以选择沿途的社会品牌餐
食，并享受送餐上车服务。这让“吃货”
待遇更升级啦！

春运抢票这些新变化你知道吗春运抢票这些新变化你知道吗

西安奖励

见义勇为遇难英雄30万元

每天1.4万台电脑

遭勒索病毒攻击

国内新闻
2018年1月3日 星期三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48965

06A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其龙 版面 / 素珍 校对/ 顺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