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名校办民校”成售楼“招牌”的背后
公办校与地产商“联姻”，导致公共优质教育资源“私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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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气”也“变洋气”

“国民小吃”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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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柯高阳

房地产企业拿地建学校，请来名牌中小学冠
名，业主子女优先入读……近年来，重庆市主城
区的一些公办中小学名校，与房地产开发商合办
各类民办校，想就读的家庭需购买“学位房”，或者
缴纳上万元的择校费用。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
发现，这种优质义务教育资源与房地产开发商“联
姻”的合作模式，不仅通过高收费、高价学位房加
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也加剧了社会焦虑情绪。

公“退”民“进”

优质义务教育资源被“私立化”

重点中学停办初中后，师资等教
育资源更多地集中到与开发商联办
的民校，这些优质公办义务教育资源
在某种程度上被“私立化”

虽然孩子还在上小学五年级，重庆市民陈女士
早已开始为孩子的小升初发愁：“很希望孩子能上
融侨中学，但买了融侨房子的业主子女才能优先，
对外招生的择校名额不多，以后怕是更难进了。”

陈女士所说的融侨中学，指的是重庆南开中
学融侨分校。南开中学与重庆一中、重庆八中、育
才中学、巴蜀中学、西南大学附属中学、重庆外国
语学校一起，曾是重庆市教委直属的公办中学。
这 7 所中学在师资和升学率方面拥有绝对优势，
一直是家长追捧的热点校。

但自 2015 年起，重庆对这些重点中学实行
“初高中剥离”，逐步停办初中。据教育部门人士介
绍，“初高中剥离”是为了进一步规范学校的招生、
办学和管理，加快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缩
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

而在重点中学停办初中之前，重庆公办名校
与房地产开发商“联姻”办分校的情况，早已蔚然
成风。2006 年，重庆南开中学初中部整体搬迁进
入南岸区融侨半岛。融侨分校为民办性质，由融侨
半岛小区开发商修建的配套中学，主要接受该小
区首购房业主子女入学。2007 年，原先由重庆市

教委直属的巴蜀小学也分别与鲁能地产、龙湖地
产合作，开办了鲁能巴蜀小学、巴蜀蓝湖郡小学。

在“名校办民校”之风的带动下，重庆中小学
名校普遍形成了“一校多区”格局，如重庆一中有
学校本部、渝北校区、皇冠校区、巴南校区、大学城
校区，重庆八中则有学校本部、宏帆校区、阳光校
区等。而除了学校本部为公办性质以外，分校区大
多为民办性质。

长期关注教育领域的重庆市政协委员、西南
政法大学教授程德安说，重点中学停办初中后，师
资等教育资源更多地集中到与开发商联办的民
校，这些优质公办义务教育资源在某种程度上被
“私立化”。

买房才能择校

教育资源成地产营销“招牌”

“名校办民校”最直接的“效应”

是催生了部分房地产项目的供不应
求。2018 年 7 月重庆江北区一著名
楼盘放出 100 余套只剩 25 年产权的
商住公寓房源，当天即被一抢而空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了解到，中小学名校同民

营企业联办民校，通常以师资和品牌、管理等无形
资产入股，名校出让校名冠名权，派出校本部师
资。

“合作办分校的模式，一般是先由开发商把学
校修好、硬件设施配齐，我们再搬进去办学。”重庆
市一所示范小学副校长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介
绍，该校实行“一校多园”，通过成立教育集团对本
部和分校实行统一管理，师资轮岗交流、统一培
训。在这样的直管体制下，民办性质的分校很快成
为家长普遍认可的热门学校，“实现了将优质教育
资源扩散开来的初衷”。

但是，“名校办民校”是否推动了教育均衡？记
者采访的多位教育专家表示，伴随“名校办民校”

出现的高收费、高价学位房等现象，容易加重家长
经济负担，加剧社会教育焦虑。

在一个有 800 多名家长聚集的“重庆小升初
交流”QQ 群里，不少家长抱怨，为了孩子升学，只
能想方设法筹钱买学位房。以老牌名校巴蜀小学
为例，该校本部实行划片就近入学，两所民办校则
分别面向鲁能星城和蓝湖郡小区业主子女招生，
且名额紧张，基本不对外招生。

“这就意味着，如果想让孩子中小学上个名
校，要么购买名校本部的二手学区房，要么去抢名
校合作开发商的高价学位房，花费少说也得上百
万元。”将孩子送入一所重点中学民办分校就读的
重庆市民林先生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买到房子

才算拿到名校“通行证”。
高收费又是摆在家长面前的另外一道

“坎”。以林先生孩子就读的学校为例，该校每学
期包括学费在内的开销达 1 万多元，林先生预
计，孩子读完三年初中所需的各项费用在 10 万
元以上。

“名校办民校”最直接的“效应”是催生了部
分房地产项目的供不应求。

2018 年 7 月，重庆江北区一著名楼盘放出
100 余套只剩 25 年产权的商住公寓房源，当天
即被一抢而空。参与抢房的市民谭女士告诉新
华每日电讯记者，虽然小区环境不太理想，但这
批房子自带学位，购房后业主子女可以入读民
办性质的名校分校，还能享受赞助费减半的优
惠，“如今有家长想花钱来买指标择校的，都还
排不上队。”

优质教育资源成为地产商屡试不爽的营
销“招牌”，一些矛盾也由此而生。2016 年，位
于沙坪坝区的融创万达文旅城也采用与名校
“联姻”的方式，准备引进南开中学合办民校，
并以此为“卖点”展开营销宣传，楼盘销售情况
火爆。后来由于规划调整，原先承诺的“名校学
位”变为普通小学，由此引发业主集访维权。一
位业主代表说：“当初砸锅卖铁买房就是冲着
配套名校来的，现在竹篮打水一场空，孩子读
书可咋办？”

义务教育均衡提质

不能依赖“名校办民校”

民办学校高收费、高价学位房
现象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甚至
加剧教育不公现象。由此引发的种
种社会问题，最后还是要由政府来
买单

重庆当地教育部门人士解释说，义务教育
法要求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
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按照
这个精神，重庆从 2015 年起要求市教委直属重
点中学逐步停办初中，同时将原先直属的中小
学校下放到区县一级进行管理。

但一些中小学名校校长反映，在教育财政
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学校维持高质量教学已属
困难，与资本合作办“民校”成了疏解校园压力、
改善办学条件的“唯一出路”。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重庆市一所示范小学
走访了解到，该校由于地处老城区，占地仅十余
亩，教学办公面积只有 3000 多平方米，“螺蛳壳
里做道场”。学校与一家实力雄厚的房地产集团
合作，由企业投资逾亿元建设占地 80 余亩的民
办分校，游泳馆、体操房、屋顶运动场等硬件设
施一应俱全，但条件是接收该企业开发的地产
楼盘业主子女入学。

“买这里的房子才能读这个学校，当年买这
里的房子比周边楼盘多花了二三十万。”楼盘业
主刘女士说，开发商投资建学校，实际上最后还
是把成本分摊到买房的家长身上了。

重庆市教委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
以前，重庆市普通中小学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
教育事业费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7 年，
重庆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公用经费支
出不增反减，比上年降低 7 . 42%。

“这反映出重庆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投入偏
少，教育欠账问题亟待解决。”程德安指出，房地
产资本与名校合办民校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政府教育投入的不足，但由此带来的民办
学校高收费、高价学位房现象加重了家长的经
济负担，甚至加剧教育不公现象。由此引发的种
种社会问题，最后还是要由政府买单。

程德安等专家表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提
质，根本途径还在于加大教育投入，踏踏实实将
义务教育资源“做大做强”，让老百姓真正享受
到优质低价的义务教育资源，才能遏制中小学
名校与房地产开发商合办民校的冲动，保障教
育公平。

针对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私立化”现象，重
庆市近期提出，今后城市新区建设不得再“借名
校办分校”，将通过科学编制城镇义务教育学校
布局规划，推广学区化、集团化办学模式，提升
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能力，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
盖面。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提质，根本途

径还在于加大教育投入，踏踏实实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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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6 日，重庆渝北中央公园，一位市民抱着孩子从写有“名校学府”字样的房地产广告前走过。在重庆，许多
楼盘将中小学名校作为卖点进行宣传营销。 本报记者王全超摄

冻肉走私：从大规模偷运变“蚂蚁搬家”

新华社深圳 1 月 17 日电(记者孙飞、王丰)深
圳文锦渡海关 2018 年底在一辆入境货车中查获
25 吨走私冻鸡爪，这是该海关 2018 年查获的第
11 宗冻品走私案件。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仅 2018 年前 5 个月，海
关立案侦办冻品走私案件 104 起，共查证走私冻
品 2 . 3 万吨。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在严厉打击之下，
近年来，走私冻肉大案已有所减少，但“蚂蚁搬家”
式走私现象仍一定程度存在。

大案要案有所减少

“蚂蚁搬家”走私频现

非法走私的冻肉可能是相关指
标不合格、放置多年的过期肉，加入
化学药剂进行保鲜防腐的处理肉等

据文锦渡海关副关长张永忠介绍，2018 年，
文锦渡海关查获包括冻鸡爪、鸡翅、金钱肚、冻牛
肉等各类走私冻品超过百吨。

据了解，2018 年，深圳海关查获的多件走私
冻肉案规模均不大。此前，一些走私冻肉案的规模
可达数百吨甚至上千吨。

冻肉走私的规模虽然缩小，但走私手段不断
翻新。为逃避检验检疫赚取不法利润，走私者往往
采取车辆夹藏等手法走私冻品入境。

一位办案人员说，走私的凤爪、牛肉等被称为
“水漂货”，平均一公斤比正规渠道进口的产品便
宜几元甚至十几元，一吨有时可以便宜数万元。

正常的进口肉不仅需要缴纳关税，而且要经
过严格的检疫检验程序。“走私冻品既没有办理动
植物检疫许可证和卫生证书，运输过程中也没有
采取冷链运输等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品质无法
保证。”张永忠说，走私冻肉往往很难在恒定冷冻
条件下运输，因此可能会经过解冻再冷冻的过程，
容易滋生各种细菌。

业内人士表示，非法走私的冻肉还可能是相
关指标不合格、放置多年的过期肉，加入化学药

剂进行保鲜防腐的处理肉等。如果是来自禽流
感、疯牛病疫区的有病肉，甚至可能会导致疫情
发生。

通过车辆藏匿夹带

借网络超低价销售

没有进口单证的冻肉，买家多
为一些肉类二级批发商 、餐饮企业
以及烧烤摊点等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走私团伙从承揽业务到
运输、清关、货物交付形成了“一条龙”链条。在收
取中间费用时，他们采用现金或网络支付，交易记
录隐秘，增加了打击难度。

张永忠介绍，走私团伙往往采取空车藏匿、车
辆夹藏、伪报品名等手法运送冻品入境。在 2018
年 11 月 16 日查获的走私冻品案中，缉私部门抓
获国内的 10 名涉案人员，涵盖境外订购、走私通
关、境内销售等多个环节。

海关工作人员介绍，走私团伙往往从境外
以低价采购货品，在边境以“蚂蚁搬家”的违法
手段运货进境后发往全国各地。一些不法人员
还伪造手续“洗白”走私冻肉，贴上正常肉类的
标识，或伪报成低税率进口货物，直接从边境海
关入境。

走私冻肉流向哪里？记者调查发现，走私冻肉
入境后，通过线上线下联动进入市场，走上消费者
餐桌。

记者加入几个与冻肉相关的 QQ 群发现，
商家大多售卖两种类型的进口冻肉：一类是进
口单证齐全的，价格较高；另一类是超低价出售
牛肉、羊肉、鸡爪等各类进口冻肉。这些大多数
都是没有相关进口单证的走私产品，其价格比
正规进口的便宜 20% 左右。

一名广州商家表示，前段时间，公司刚刚
进货了 5 柜无证走私的南美某国凤爪，每柜
有十几吨。外包装只有英文标识，没有正规进
口货物所要求的中文标识，也没有通关报检
的凭证。“临近春节，销售很旺，现在只剩 2
柜。”他说，他们的产品主要卖给批发市场的
二级批发商，平均一公斤 20 余元，比正规渠
道进口的产品便宜 4 元左右。

一名刘姓商家说，没有进口单证的冻肉，买
家多为一些肉类二级批发商、餐饮企业以及烧
烤摊点等。在一个冻肉 QQ 群里，一些买家直接
点名要“没证的肉”。一位自称做烧烤生意的网
友对记者表示，现在生意不好做，没证的肉价格
便宜，能节省成本。

加大监管打击力度

提高食品安全意识

由于走私冻肉的违法成本依

然较低，对不法分子的威慑力度仍

显不足

海关工作人员表示，岁末年初，国内市场对

肉类的需求量较大，在高利润的吸引下，一些不
法人员铤而走险走私冻品，给口岸监管带来一
定挑战。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国家打击走私犯
罪的力度不断加大，但由于走私冻肉的违法
成本依然较低，对不法分子的威慑力度仍显
不足。

比如，一些网络平台已成为走私冻肉的
潜在销售渠道，但由于单笔成交额不大，未构
成刑事犯罪，对其只能实施行政处罚；而对于
线下一些餐厅，若不能证明其是在“明知”情
况下购买和销售走私肉品，大多也只能对其
进行行政处罚。

不少业界人士分析，冻品走私环节多、隐
蔽性强，同时走私团伙分工明确、组织严密，为
逃避海关查缉，还可能利用报废船套用假船舶
牌号、拆除船舶监控系统等方式进行水上偷运
走私。

走私团伙在采购、运输、交付、分销方面形
成“成熟链条”，需要监管机关加强协同程度有
力应对。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等人认
为，走私冻肉现象频现亟待加大监管打击力
度。检疫、海关、海警以及市场监督等相关部门
应加强对辖区肉类市场的全过程监管，加强部
门之间的组织协调，确保打击肉类走私全覆
盖、常态化。

有关人士也提醒餐饮业商家，走私冻肉
存在安全隐患，在日常经营中要做到不买、不
用“没证的”“水漂货”，营造良好的食品消费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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