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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12 日电(记者
许晟、桑彤)“他们说要退款只能退
60%，还要减去做小程序框架每个
6000 元的费用。”江苏丹阳市的王
先生说，“我才彻底明白这就是个圈
套。”

王先生所说的圈套，是指近期
频频曝出的小程序骗局。记者调查
发现，多地出现打着微信、支付宝官
方授权名义的公司，利用“专家讲
师”煽动群众高价购买“限量的”小
程序服务。而实际上授权是假、限量
也是假，几万块购买的小程序，市场
价可能也就百来块钱。

打着“官方授权”的幌

子，套路环环相扣

根据记者调查，这类假冒提供
小程序开发服务的骗局，一般都打
着“官方授权”的幌子，而且有着环
环相扣的套路。

“4 月 13 日，我接到自称支付
宝公司的电话，邀请我参加‘新电商
新生态支付宝商业应用研讨会’，一
开始我是拒绝的。”广西柳州的杨女
士说，就是担心他们是假的。

但接下来，为打消疑虑，对方一
般会发送带“微信”“支付宝”等注册
商标的“授权”截图，让人误以为是
腾讯或蚂蚁金服官方举办的活动。

“后来才发现，那不过是支付宝
面对面支付的授权，根本不是小程
序开发服务授权。”杨女士说，但当
时在客服的劝说下，我还是去了现
场。

到会场后，就是“专家讲师”煽
动情绪、虚假宣传这一套。

“反正是各种洗脑，让人听了觉
得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不仅难
得，而且没有风险。”王先生说。

活动高潮是现场报名注册。
“主持人说现场报名注册有优

惠！买二赠一，现场 VIP 只有一个
名额。”王先生说，当时会场就沸腾
了，办理注册的前台围满了人，抢注
一个喊出一个，就这样，我也注册了
6 个小程序，分 3 次付了 78000 元。

主办方声称，6 个小程序不仅
可以帮商户自己推销产品，还可以垄断本地区 6 个细分行业
在支付宝等平台上的搜索。比如，王先生注册了“气缸”小程
序，当地“气缸”公司要在支付宝等平台上被搜索到，就需要通
过王先生的小程序。

但过了不到 3 天，王先生打电话询问支付宝客服，才发现
正规的小程序接入是免费的，而小程序制作的市场价也不过
百来块钱一个。

由一二线向三四线城市扩散，取证维权难

王先生掌握了一份名单，40 多名受害者分布在浙江、江
苏、广东、上海、河南等多地，单人受骗金额从 1 万多元到十几
万元不等。“光我联系上的受害者被骗总额就有 130 多万元。”
他说。

蚂蚁金服数据显示，公司每月会收到“‘支付宝新应用’等
活动是否为官方举办”的咨询约 200 个，受骗的商家集中在一
二线城市线下传统行业，单个商户受骗金额在 2 万元至 6 万
元不等。

另据微信团队不完全统计，自去年 12 月至今，微信举报
邮箱共接到此类投诉百余起，活动区域呈现由一二线向三四
线城市扩散的趋势。

“这种会议的组织者，为了规避风险一般会和与会者签订
合同，一般是一方提供技术服务，一方交纳费用。合同本身是
具有法律效力的。”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
员赵占领说，但只要证据充分，证明确实存在欺诈，追回被骗
的资金是没有问题的。

可问题就在于取证难。“合同非常含糊，不留实际地址，联
络人只留电话，且没有细化功能、开发负责人、所有权等具体
信息。”王先生说。

“我到工商部门投诉，工商把这个企业列入异常名录，但
后来我发现他们又注册了新公司。”杨女士说，前不久还接到
其他公司打来的电话，也是一样的套路。

也有部分受害者报了警，但据记者了解，截至目前，大部
分案例还处于立案侦查阶段。

如何防止“小程序”诈骗蔓延？

防止“小程序”诈骗蔓延，微信、支付宝等平台责无旁贷。
据了解，微信在官方公众号上已多次披露此类骗局，呼吁大家
切勿轻信外部虚假宣传的付费商务合作。

“如果发现冒用官方名义、收取不正当费用的公司，可收
集证据，向辖区工商部门或公安机关举报，或向微信(邮箱：
xiaochengxu0109@qq.com)、腾讯 110、‘腾讯举报受理中心’小
程序举报。”微信相关部门负责人说。

蚂蚁金服也发布声明，重申支付宝官方没有、也不会授权
别人举办此类活动，更不会随便收费，如果大家遇到此类情
形，可以随时拨打蚂蚁金服客服中心电话 95118 求证或举报。

目前，微信正在配合公安机关、工商部门打击冒名企业，
对违法违规主体公司或第三方开发团队做出拉黑和下架小程
序等处罚；蚂蚁金服则是在系统后台设置安全提示及水印，发
现第三方冒用支付宝、蚂蚁金服品牌的，采取清退账号等措
施，并禁止其再使用蚂蚁金服开放平台的相关服务等。

“证据充分时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走刑事立案程
序。”赵占领说，如果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还可以通过民事协
商或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撤销合同、获取赔偿等。

新华社合肥 8 月 13 日电(记者周畅)从
调监控发现老师对学生“打脸”，到家长发现
厨房内存放过期食品，再到官方回应该机构
“无证经营”，安徽合肥一培训机构接连被发
现存在多方面问题。这家培训机构为何“无证
经营”一年多未被监管部门发现？

无证培训机构存在“老师打

脸”“问题食品”现象

日前，有家长反映孩子送到“常春藤成长
中心”上幼小衔接班被“老师打脸”和“用脚踢
孩子”。“我的孩子才上学四天，监控显示去的
第一天就被打了，我们直接报了警。一开始老
师还想狡辩，在民警的调解下才跟我们道
歉。”家长孙女士说。

前往交涉的家长在该培训机构厨房内发
现了过期食品，厨房摄像头也被胶带纸遮挡。
随后，该培训机构所在的合肥市蜀山区回应，
经初步查实，该中心属无证经营。

该培训机构负责人朱莉君表示，老师打
孩子是个人行为，在事发当天已经自动离职
了，后续的法律责任老师也会承担，机构的确
存在监管不力的问题。该机构其他负责人在
接受相关部门问询时，表示是前期购买的食
品没有及时清理，收集在一起准备运走，并没
有给孩子食用。

针对家长反映的“常春藤成长中心”粗暴
对待儿童、存在过期食品、无证办学等问题，
地方成立了合肥市人民政府“常春藤成长中
心”无证培训调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日前，该领导小组发布通报称：经查，“常
春藤成长中心”系无证培训机构。该机构在未
取得合法证照的情况下，擅自开展幼小衔接
培训，并违规向其他培训机构提供配餐。目
前，教育部门已依法责令该机构停止办学；食
药监部门对现场发现的过期食品进行了查

封、扣押并依法立案；公安机关对工作人员轩
某粗暴对待儿童情况正组织相关调查。有关
单位正积极组织该机构负责人和涉事家长开
展善后处置协商工作。

该领导小组表示，下一步将根据调查结
果，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并在合肥市范围内开
展无证无照办学排查和整治，对不符合办学
条件的依法坚决予以取缔。

没有办学许可证却自认为

“超范围经营”

记者调查发现，该培训机构负责人朱莉
君 2016 年作为法人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了
一家“合肥拿云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经营范
围是教育信息咨询、教育培训咨询等。朱莉君

表示该培训机构开办了一年多，认为自己是
“超范围经营”。

而对于为何没有办学许可证和食品经营
许可证的问题，朱莉君表示，曾提交过材料但
没有办理成功，但对于何时向有关部门提交的
材料、无证经营是否被监管过，没有明确回答。

就这些问题，蜀山区教体局回应称：今年
6 月份，朱莉君来教体局民成科咨询办理办
学许可证事宜。工作人员告之办证要求，进行
了办证指导。办理办学许可证要具备 200 平
方米自有房产，房屋性质不能是住宅等条件。
其目前不符合办证条件。此后，朱莉君也未再
办理。

蜀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张华表示，
到目前为止，该机构没有提交办理食品经营
许可证的任何材料。并发现朱莉君在 2016 年

还注册了一家名为“合肥潘达食客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的餐饮企业，她注册的这两个公司
注册地址一致，但都与该培训机构的地址不
符。

“朱莉君所办的营业执照和现在经营的
机构不是一个概念，唯一有联系的是营业执
照的法人也是这个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所以
说这个培训机构是没有任何证照的。”张华
说，对于该机构涉嫌使用过期食品问题目前
仍在调查核实。

张华坦言，对于该培训机构确实没有监
督过，部门负有监管责任；认为该机构拿着有
“教育”字样的营业执照办培训机构，“钻了空
子”。“这个事情的发生，我们主管部门要吸取
教训、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加强监管尤其是
对新生事物的监管。”张华说。

培训机构不能成为“失管地

带” 疏堵结合更需监管到位

据了解，该机构不仅自己开办幼小衔接
班，还为其他几家幼小衔接培训机构提供配
餐服务。

参与处理此事的蜀山区荷叶地街道办事
处主任武斌表示，目前正在着手对这类机构
普查摸底，但这些培训机构数量众多，且市场
需求量大、隐蔽性较强，就像该机构“一个小
门面进去才发现里面那么大”。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范和生表
示，培训机构经常跨越经营范围，打“擦边
球”，这就会涉及师资、设施等方面条件跟不
上等问题，相关部门监管一定要跟上。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
为，要改变社会上这类幼小衔接培训机构火
热现状，就要从幼儿园、小学的管理和评价入
手进行改革，让这类幼小衔接班没有市场。要
加强教育与工商等部门的联合监管力量，同
时引入第三方的专业监管。

张华认为，家长也可以作为社会力量进
行监督，加强甄别和监管，及时举报问题。
“如果家长举报了，没有处理就是工作失
职。”张华说。

培训机构“无证经营”一年多无人管
“失管地带”如何有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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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县里的创业园

2018 年 7 月 17 日 天气晴 星期二
听说我们一行人要来“实习”，洮宝的“姑

爷”总经理张米克热情地来路口迎接。
洮南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科尔沁

沙地边缘。这里风沙干旱、盐碱严重，自然灾
害频繁。“一进洮南府，每天二两土。白天吃不
够，晚上还得补”，虽然洮南是全国重要的杂
粮杂豆生产集散地，由于当地农民缺乏销售
渠道和专业经验，杂粮只能以初级农产品的
形式销售，附加值低，洮南仍没有摆脱省级贫
困县的状况。

一路前行一路风沙，张米克带领我们来
到洮宝大学生创业园区。

很难想象，就在四年前，洮宝只是 3 个女
大学生在不到 50 平方米的小屋里开网店、卖
绿豆的小作坊。从 3 个女大学生到 37 个女大
学生，奋斗的故事口口相传。

创业维艰，如何才能把杂粮卖出名堂呢？
“开始三个月卖不出去一包绿豆，在一次

次自我怀疑与自我坚持后，我们决定走中高
端农产品路线，以前按火车卖的杂粮，我们用
高品质、小包装的方式按粒儿卖！”张米克介
绍道，“现在年销售额超过 3000 万元，线上多
个平台，线下进入多家高端超市。”

走进创业园，这里充满了东北大花布的
元素，红绿相间，这种乡土气息十足的撞色，
几乎成为东北的标志。据说，这也是洮宝被认
可的品牌图案，上海的高端超市里，只要看到
大花布就知道是“大学生种的放心粮”。

下班的概念在创业园里很模糊，没忙完
的姑娘还在加班。傍晚，窗外的小操场上热闹
了起来：一拨人在跟着健身软件做运动；一拨
人在弹着吉他和尤克里里开“演唱会”，打开
手机手电筒就是荧光棒；还有一拨人在龇牙
咧嘴地试吃新品酸辣粉。

晚上 9 点刚过，欢乐戛然而止。此刻也是
上海的大型超市刚刚闭店，姑娘们聚到会议
室，准备和上海销售开电话会议。

“今天我们又接了一个团购的订单，夏天
绿豆很受欢迎……”驻扎在上海的女大学生
们汇报着近期的情况，工作和家常往往掺杂
在一起，“有个老奶奶特别喜欢咱家产品，今
天还特意煮了粥来给我们吃……还好还好，
今天不累……”

这时，院子的不远处，有工人在焊接旗

杆，溅出了长长的火花。姑娘们一阵欢呼，
“哇，快许愿啊快许愿！”

吃苦是很酷的事情

2018 年 7 月 18 日 天气雨 星期三
早上五点四十分，园里响起了起床号声。
我迷迷糊糊地跟着姑娘们起床，排队洗

漱。这里和传统创业公司不同，取代忙碌慌乱
的是一种规律的集体生活。做早操、开早会、
吃早饭，一天的工作就算开始了。既然体验创
业，我决定从最基础的开始做起。

“实习都是从体验手工挑米开始呢！”我
一脸疑惑地跟着焦琦来到车间，二十多个阿
姨每个人都对着面前的一堆燕麦米反复拨
动、不时挑拣。“机器挑出原粮的杂质后，我们
通过手选来清除碎小沙石，长得不好看的米
不行，带黑头的不行，碎了一半的不行，色差
明显的不行！”给我培训的阿姨解释道。

“以前卖粮食都是一麻袋一麻袋地卖，卖
不出去也卖不上价。”王阿姨说：“现在跟着大
学生们整高端产品了，一小包一小包地卖，卖
得这么好。”王阿姨是附近的农户，不仅家里
的地加入了洮宝的种植合作社，自己在农闲
时也来兼职挑米。

洮南市，地处蛟流河与洮儿河交汇处，这
里的弱碱性土质最适合杂粮杂豆生长，有着
“中国绿豆之乡”的美誉，却一直苦于没有打
出品牌。当现代农业的接力棒交到了这些大
学生手里，她们转换思路：小包装、严把关、高
品质。而对于这些现代“新农民”来说，又何尝
不是粒粒皆辛苦。

姑娘们在城市与乡村的模式之间来回切
换。为了找到产品定位，她们在城市蹲点调
研，再难再累也满脸微笑地找人试吃、提意

见、做问卷。为了说服农民加入合作社进行有
机种植，她们不断吃闭门羹，顶着质疑解释高
品质农产品的概念，从亲戚开始带动，终于打
开局面……

姑娘们感慨：“创业哪有优雅的生活方式
啊，吃苦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文化元素了。”

时近傍晚，团购的货车开进园子里，办公
室里的姑娘们默契地一股脑儿来到车间，四
十斤重的箱子搬起来毫不含糊。

转眼一天就过去了，姑娘们自己做的日历
翻开了新的一页，上面写着：“宜追逐，忌懈怠。”

直播半年胖 10 斤的理科“网红”

2018 年 7 月 21 日 天气晴 星期六
创业园里有个人很神秘，神出鬼没的，她

叫冯聪。
每到下午 2点，她就一个人钻进走廊最里

面的办公室，把自己关在里面。我终于忍不住
好奇，跟人打听，得到回答说：“她是我们主播
啊，你找不到她，可以去看她直播。”

“哈喽哈喽，欢迎小伙伴们来到直播间！”屏
幕里，冯聪穿着围裙，在面板上揉着面。

“今天我们来做这个黑米饺子，黑米是我
们科学种植又手工挑选出来的，营养成分非常
高！”冯聪揉完面又准备擀皮，还一刻不停地解
说着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

冯聪去年从哈尔滨工程大学毕业，是学高
分子材料的理科女。当洮宝需要一位每天能唠
7个小时的网红主播时，许多人都没有信心，而
性格大大咧咧的冯聪主动请缨，担起了这份磨
人的任务。

在冯聪的直播间里，显示有 700多个粉丝
在观看，每进来一个粉丝，冯聪就会说一遍“哈
喽，欢迎小伙伴进入直播间！”她总是憨厚地笑

着，一口东北话，天南海北地聊。
听旁边的姑娘说，这是冯聪今天吃的第五

顿饭。每天下午 2 点到晚上 9 点，她都要进行
各种杂粮美食的直播。不仅要做得香，还要吃
得也香，粉丝才会去买产品。结果，不到半年，
她胖了 10斤。

直到晚上 9 点，冯聪才终于结束直播。我
陪她回宿舍。“网红”一脸疲惫，但还是说个不
停，说自己，说爸妈。“我爸妈开始很反对，现在
也慢慢理解我了，还成了我直播间的粉丝呢！”

路过夜幕下的篮球场时，冯聪停了一下。她
说，她挺喜欢打篮球，但因为直播，好久没玩了。

我问：“你天天不停地说，不累吗？”
她说：“年轻人嫌啥累不累的。再说，每个

小伙伴都挺累的，我就吃得挺累的，哈哈哈！”
夜色中的姑娘，神情调皮，眼神坚定。

“95 后”的活宝总监

2018 年 7 月 23 日 天气阴 星期一
小城镇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近，基本

互相认识。大事小情传得很快，更别提女大学
生创业有多轰动了。“开始都以为是一群女孩
子过家家呢，没有人理解。经过四五年的发
展，人们才对我们有所肯定。”这支创业“娘子
军”的领头人王荷告诉我。

洮宝的发展在无形中吸引了小城镇里更
多的年轻人。团队里的许多人就是从实习开
始，毕业以后毅然返乡加入进来的。这其中就
包括最小的两位“95 后”总监吕佳璐和齐霁。

上海那边又来了新的团购大单，车间和
库房再次进入紧张模式。22 岁的品控总监吕
佳璐正忙着统筹和质检，平时温柔和气的她
此时一丝不苟、眉头紧锁。她一边盯着流水线
的进度，一边对每一批货进行抽检质检。对刚
毕业的人来说，这是稍显复杂的工作，佳璐却
已经游刃有余。

佳璐毕业于南昌大学金融专业，虽然父
母常年在外打工，但是恋家的她每个假期都
回洮南，在洮宝实习。最初她按照专业在洮宝
做会计，后来在不断地轮岗和尝试中，在库房
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岗位。

“我们创业团队的特点就在于，能够不断
试错和调整。”王荷对我这样解释。

除了杂粮和特产，创业园还是一个孵化
基地，目前已经有 20 多个中小企业在孵化基
地里成立，包括商标代理公司、互联网耗材公
司、广告公司等等。

王荷说，洮宝为孵化出来的创业公司提
供注册资金、办公场地以及社会资源，但并不
干涉其发展。“很多人都说大学生创业团队缺
乏经验，但其实大学生的优势恰恰在于其可
塑性。现在最让我有成就感的不只是创业，还
有这些小伙伴们每天都在成长。”

选择，是每个人一生中都要面对的时刻。这
37个女大学生选择回乡创业，将青春的汗水洒
在这片盐碱地上。这种选择背后，可能有不同理
由，但却因为拥有共同的目标而变得纯粹。

(记者邵美琦)新华社长春 8 月 13 日电

新华社记者跟随大学生回村创业日记

探寻“洮宝”女孩们回乡创业的原动力

▲工作人员在洮宝大学生创业园内进行手工挑米工作（7 月 18 日摄）。 新华社记者许畅摄

“女大学生”“农田”“创业”，这几

个关键词交织在一起，会碰撞出怎样

的火花？在吉林省洮南市，37 名毕业

于北大、南开、中国政法等高校的女

大学生先后回到贫困县家乡，和家乡

的盐碱地较上劲，做起了“新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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