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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中小学聘请的所谓“金牌外
教”涉嫌非法就业，有的只有初中学历，有
的留有案底……近日，重庆市渝中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一起“黑外教”案件。一中介
机构将不符合在华就业资质的外籍人员
进行“包装”，派遣到中小学、幼儿园任教。
4 名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出售
出入境证件罪的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

旅游签证入境，大部分只有高中或初
中学历

2018 年年初， 重庆公安机关在侦办
一起非法就业案件中发现，一家名为“柏
克莱”的教育咨询公司涉嫌非法组织外籍
人员偷越国（边）境、骗取工作许可，在重
庆、 成都等地的幼儿园和中小学上课牟
利。 涉案的 18 名外教大多来自南非、巴
西、墨西哥、法国等非英语母语国家，大部
分只有高中或初中学历，还有的是无任何
工作经历的来华留学生。

这些明显不具备资质的“黑外教”是
从哪儿来的？ 柏克莱公司法人江瑜交代，
她主要通过网络发布广告以及外教间的
互相介绍找到这些人， 然后进行网络面
试。

柏克莱公司的另一个股东曾媛媛负
责为这些通过面试的外籍人员寻找有需
求的幼儿园，“牵线搭桥”成功后，便安排
他们申请旅游签证入境。 经过一周培训，
这些人以外教的身份进入各个幼儿园，当

起英语老师。 遇到学校急需外教时，这一
周培训也会省去。

伪造证明材料，骗取工作许可
据了解， 柏克莱公司从 2013 年起非

法组织外籍人员入境就业，在长达 5 年的
时间里，大批不符合资质的外籍人员进入
幼儿园成为外教。 江瑜说，柏克莱作为一
家教育咨询公司，除了在注册、缴税时与
工商、税务部门打过交道，“没有其他政府
部门来管过我们”。

公安机关在柏克莱公司的电脑里发
现了大量无犯罪记录证明、 学历证明模
板， 甚至还有一枚伪造的南非警察局印
章。

这起案件还暴露出一些教育机构疏
于管理。 来自南非的 Mageer 说， 他从
2015 年起先后在重庆市南岸区智童花样
派幼儿园等 5 所幼儿园担任英语外教，没
有一个幼儿园提出看他的学历证书。

一位从事学前教育的知情人士表示，
教育机构放任的态度背后是利益驱动。一
些幼儿园即使对内情心知肚明，也不会提
出质疑，因为“原本保教费一两千元的幼
儿园，打上国际双语的招牌后，收费能涨
到三五千元，家长还愿意埋单，是稳赚不
赔的买卖”。

教学质量低，“黑外教”需协同整治
“黑外教”的学历与教学经验均远远

低于国家设定的门槛条件，连最基本的授

课质量都难以得到保障。 来自南非的
Alice 说， 她在柏克莱公司只接受了 1 个
小时的培训就被派到一家幼儿园上课，而
在此之前她“从没当过老师”。

除了教学质量堪忧外，“黑外教”还容
易带来校园安全隐患。在查办重庆柏克莱
公司案件时，公安机关发现，涉案的 18 名
外教中有两人此前已被边控。“这就意味
着他们已经有案底， 却还在担任教学工
作，给校园安全埋下隐患。 ”重庆市渝中区
南纪门派出所民警郭旭说。

针对“黑外教”非法就业带来的安全
隐患，重庆市渝中区检察院建议，相关部
门应加强沟通与合作，完善中介机构及外
教人员管理的相关规定。对人力资源中介
机构强化管理，定点定时抽查。 同时加大
审核力度，要求用人单位在聘请外教时加
强对外教人员的出入境资料、教育资格等
审查。 柯高阳 周闻韬

“金牌外教”内幕惊心
有的只有初中学历，有的留有案底……

民政部制定《“孤儿医疗康复明
天计划”项目实施办法》

为让残疾孤弃儿童得到更好的
医疗康复等服务， 民政部近日制定
了《“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项目
实施办法》，扩大了受益孤儿的范围
和资金资助范围等。

山东女职工多了这些假期福利
《山东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

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据悉，
《办法》在国家规定的孕期、生育期、
哺乳期保护基础上，创设性增加了经
期、待孕期、围绝经期的保护措施。

四川城镇职工医保资金可与家
人共享

四川省医疗保障局、 四川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
厅、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四部门
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有关政
策的通知》， 决定从 3 月 1 日起，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支
付范围将被扩大， 可用于支付职工
本人及其配偶、夫妻双方父母、子女
的一系列就医购药费用。

浙江发布“最多跑一次”专用标志
3 月 1 日起， 浙江将使用全省统一的

“最多跑一次”专用标志，大到背景墙、咨询
服务台，小到员工牌、信封，工作规范提供了
“最多跑一次” 专用标志的使用场所的基本
图形，共计 16 种情况。 工作规范的实施，将
有利于标志及其使用的统一规范，方便群众
和企业跨区域办事，进一步提升群众和企业
的改革获得感。

卢俊宇

法案故事

近日， 据报道，“昆虫达
人”马啸堃和“舔物狂人”武艺
在寒假期间带领一些家长和
孩子前往马达加斯加，二人在
孩子妈妈包里放入活体变色
龙和一些野生虫子，想蒙混过
关带回国内，结果在马国机场
被警方抓获。被马达加斯加逮
捕的二人是马啸堃和一位家
长李某某。

根据马达加斯加新的环
境保护法规定，二人可能会被
判处 5 年以上重刑并罚款两
亿阿里亚里（约 40 万元人民
币）。 马达加斯加环境森林部
官网贴出的此次被走私的动
物有三种：变色龙、蜥蜴和蜈
蚣。

带孩子出游， 为何遭遇
“飞来横祸”？ 其实，无论是有
意还是无意，这些祸都并非从
天而降，主要还是出在游客自
己身上。 就此案而言，没有入
乡随俗， 不遵守当地法律，随
便采集、捕捉、带走当地的野
生动植物，就是其遭遇“飞来
横祸”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 类似带孩子出国体验
的亲子科普游越来越多。 然而，这类
旅游最大的隐患除了安全外， 就是
涉及当地的动植物保护法。 至少有
三个层次的法律需要弄清和遵守，
即：国际上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当
地和中国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当
地和中国的防止外来生物入侵法。

不过， 问题的隐匿性和严重性
可能还在于， 带队者专业学识的不
足和有意无意地想通过旅游而获得
当地比较珍贵的动植物标本， 以及
私带回国牟取利益的动机而捕捉当
地野生动物。 张田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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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卫生纸，在日本只卖 30 日元
（约合 1元 8角人民币）。但是，日本岛
根县一位老人， 就因为在当地的一家
医院厕所里拿了一卷卫生纸， 结果遭
到警察的逮捕，罪名是“盗窃罪”。

老大爷偷卫生纸的故事，让我想
起了十几年前，在东京发生过的一起

“盗窃案”。
一名从大阪到东京来出差的男

职员，出了地铁车站，发现手机没电
了。 走投无路的他，看到马路边有一
台自动售货机，售货机的边上就插着
一根电线。 于是他拔下了售货机的电
源，插上了自己的手机充电插头。 不
到 5 分钟，保安公司驾车赶到，扣住
了他。 同时警察也赶到。

警察帮他算了一笔账：你充电 10
分钟， 盗取的电力折合电费的话，是
10 日元（约 6 角人民币），因此触犯了
盗窃罪，警察当场将这名男子作为现
行犯逮捕。

这名男子大喊：“我只是充了几
分钟电，凭什么抓我？ ”警察只说了一
句话：“偷盗不计金额，只查性质。 ”这
话的意思是， 日本警察认定“盗窃
罪”，不是看金额，而是看性质。 因此，
拿了一卷卫生纸， 充了几分钟的电，

也许在一些人的眼里， 不算是什么
罪，只是品质问题，但在日本，属于正
儿八经的“犯罪”。

那么， 这种盗窃罪该怎么处理
呢？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 246 条规定，
如果偷盗金额较少， 又没有前科，那
么适用于“微罪处分”，罚款 10 万日
元（约 6000 元人民币）左右后可以释
放。 但是，因为是有罪被捕，这一犯罪
记录将跟随其一生， 影响你的就业、
贷款、经营企业和婚姻，影响你一生
的信誉。

如果以前有过偷盗的前科，那么，
即使只在超市里偷了一个面包， 警察
就会做出“惯犯”的判断，“微罪处分”
已不能适用， 而是以实刑伺候———十
年以下徒刑或罚款 50 万日元。

日本有一个说法，一个人在超市
里偷了价值 200 日元（约 12 元人民
币）的三明治，被捕后进行司法处理，
政府所承担的处理资金， 大约需要
840 万日元（约 50 万元人民币）。

但是，政府为何愿意承担如此巨
款，来处罚轻微犯罪？ 就是为了建立
一个人人守法的社会，体现“依法治
国”的崇高精神。 因为，法比钱重！

徐静波

以案说法

[案例]�浙江温州的叶女士的孩
子今年刚满 14 周岁,这次过年，亲戚
们给了孩子几千元压岁钱。之后，孩子
拿着压岁钱到一手机专柜购买了一部
价格为 1069元的智能手机。叶女士认
为自己的孩子尚未成年，还没有完全
的民事行为能力，便带着手机找到专
柜要求退货。而商家则认为，自己的商
品没有质量问题，拒绝退货。 于是，叶
女士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释法]� 根据《民法总则》，叶女
士的孩子刚满 14 周岁， 属于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而花费上千元购买手
机，显然超出了其能力范围。此外，此
次消费行为也没有征得孩子法定代
理人的同意，因此，孩子购买手机的
行为是无效的，商家理应退货。不过，
叶女士的孩子购买手机后将手机识
别码撕掉了，包装及说明书等配件也
已遗失，影响了手机的二次销售。 经
调解，商家同意以 600 元的价格回收
这部手机。

戴玮 蒋海银

孩子拿压岁钱买手机
母亲要求退货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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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法规

日本：偷盗不计金额，只查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