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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仝卓事件”临汾延安两地已有16人被查

8年前的关系网里
仍有“漏网之鱼”

撤销毕业证书
15人被严肃处理

公开信息显示，仝卓是一名崭露头角
的歌手、影视演员，1994年出生在山西临
汾，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参与过多档综
艺节目的录制。

今年5月22日，仝卓在网络直播中回答
网友对其成长经历的提问时说，2013年参
加高考时用了某些手段，把往届生的身份
改成了应届生。这番言论引发网友关注。
随后，有网友注意到其父仝天峰任职于山
西省临汾市人大常委会，质疑背后是否有
失职渎职、公权私用等问题。

临汾市纪委监委迅速成立调查组，对
仝天峰是否参与修改仝卓应届生身份一
事依规依纪依法进行调查核实，于6月12日
详细披露了整个事件的调查情况。

2012年，仝卓在北京参加高考未能考
中理想学校解放军艺术学院。由于该学校
只招收应届生，为了能第二年继续报考该
校，仝卓的继父，时任临汾市人大常委会
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仝天峰请托陕西
省延安市有关人员为仝卓办理了虚假转
学手续。随后，仝天峰又请托临汾市有关
人员违规批准转学申请，并办理入学手
续，使得仝卓取得了虚假的应届生学籍。

2013年，仝卓以伪造的应届生身份参
加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学
校专业考试，同年6月参加高考并被中央戏
剧学院录取。此外，仝天峰还请托时任临
汾市尧都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华、时任
临汾市第二中学副校长段玉河等人，弄虚
作假，严重违规，为仝卓办理了中共预备
党员手续。

根据调查的情况，山西省教育厅、中
央戏剧学院也随即发布通报，依据《国家
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
学生管理规定》等，决定仝卓伪造应届生
身份高考的各科成绩无效，依法撤销其取
得的毕业证书。临汾市委组织部也宣布，
依据《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有
关规定，对仝卓党员身份不予承认。

该案涉及的公职人员也均被作出相
应处理。仝天峰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伙同
他人伪造仝卓应届生和党员身份，受到
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临汾市教
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晋平严重违反政
治纪律，对抗组织调查，受到撤销党内职
务、政务撤职处分。另外13人分别受到严
肃处理，其中临汾市教育局总督学苏迎
泽，工作人员彭波、张文成涉嫌犯伪造国
家机关证件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采
取强制措施。

明知缺少迁户材料
仍违规签字盖章

根据临汾市纪委监委公布的调查结
果，从整个事件来看，涉及教育、户籍、学
校等多部门，以及转学、报名、资格审核、
录取等多个环节。

仝卓，曾三次更改姓名。据我国户口
管理条例，公民变更姓名，可以向户口登
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仝卓，生父胡某某，
母亲李某某，在其父母离婚后，姓名由胡
佳文先后改为李佳文、李振华，后其母与
仝天峰再婚，随继父姓，更改姓名为仝卓。

2008年3月，当时姓名为李振华的仝卓
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就
读，其户籍从临汾迁至北京。2012年6月，他
在北京作为应届生参加高考未被录取，同
年9月，其户籍从北京迁回临汾。

据参与调查该案的工作人员介绍，根
据就学情况迁移户口，并在北京参加高
考，符合有关规定，没有发现其中有违规
问题。主要问题就出在办理虚假转学、入
学手续这个环节上。

2012年8月，仝天峰请托临汾市教育
局基础教育科工作人员彭波办理仝卓转
入临汾上学事宜。彭波在明知缺少户籍迁
移手续、家长调动工作证明、学籍卡等有
关材料的情况下，先后找基础教育科时任
科长苏迎泽、尧都区教育局基础教育股工
作人员张子荣在仝卓的转学申请表、审批
表上违规签字盖章。

仝天峰随后请托临汾市第二中学时
任校长朱云龙，朱云龙安排该校教务处工
作人员贾美兰和学籍管理员薛文琴违规

为仝卓办理了入学手续。同年10月，仝卓
进入临汾市第二中学就读，至此，取得了
虚假的应届生学籍。

利用学籍信息未联网
掩盖往届生身份

为何在当年高考考生资格审查中没
有发现仝卓的学籍问题？记者查阅相关资
料发现，2012年11月25日，山西省招考中心
下发通知，要求各市县招办在2013年高考
报名时，要严格审查每一位报考者的资
格，做到“六个严禁”，其中就包括“严禁往
届生以应届毕业生身份报名”，对不符合
报名条件的，不予办理报名手续。

记者了解到，实际上对于考生资格审
查中甄别往届生与应届生，山西省招考中
心只是负责山西省内，也就是说，如果仝
卓上次高考不是在北京参加，而是在山
西，那么2013年他就无法通过审核。而当时
北京与山西高考报名系统并未联网，因此
山西无法发现其曾经在北京参加过高考。

客观上当时的制度有漏洞，主观上却
是个别领导干部罔顾党纪国法、不当用权
的肆意妄为。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
员违纪违法，触碰高考公平底线的行为，
纪检监察机关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一查
到底、绝不姑息。

调查组办案人员告诉记者，回顾“仝
卓事件”整个过程，仝天峰和其他涉案人
员违规操作能够一路“绿灯”，监管漏洞是
重要原因。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这些涉案工
作人员，尽管职务不高，但手中权力却不
小，这些漏洞给他们行使权力留下灰色地
带。一旦权力运行失去规范和监督，极易
成为个人谋取利益的私器。

调查组办案人员表示，一连串干部被
查，教训是惨痛的，必须深刻总结，围绕授
权、用权、制权等加强日常监督，强化权力
制约，坚决消除权力监督真空地带，压减
权力行使任性空间。

制度漏洞已被封堵
一学生一档案一学籍

“仝卓事件”之所以受到关注，体现了
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渴求。记者了
解到，这起发生在2012年的高考舞弊案暴
露出的学籍管理漏洞，在2014年全国中小
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全国联网运行后，
已经被有效封堵。

依托该信息管理系统，教育部门和学
校可以实现学籍注册、档案管理、转学异
动、升级毕业、成长记录等的全过程信息
化管理，既方便了学生及家长通过网络办
理相关事项，提高管理部门和学校的工作
效率和管理水平，同时也为教育监管提供
了支撑。

北京市东城区某小学一位从教多年
的教师对记者说，该信息管理系统应用
后，每个学生都会在小学登记入学时，生
成一个终身使用的学籍号，以字母“G”加
上本人身份证号，实现一学生一档案一学
籍。北京学生的“教育ID”也与此学籍号配
对绑定，升级、毕业、奖惩等情况，都会在
系统中生成标记。

这位教师还解释，如果一个学生从外
省转入北京，通过本人的学籍号可以在信
息管理系统中查到此前就学的全过程，跨
省异动也会体现在系统中。系统的填报录
入、数据审核都由专人实名负责，出现问
题可以责任到人。

“仝卓事件”调查组办案人员认为，学
籍管理漏洞已经通过信息化管理、技术手
段的应用得到较好的解决，有关部门还应
针对其他问题举一反三，进一步健全完善
各项管理体制机制，切实维护教育公平。

该案还暴露出违纪违法人员思想深
处存在的诸多问题。据办案人员介绍，在
与涉案人员的谈话中，大多数涉案人员都
后悔不已，熟人关系、亲情友情，抹不开面
子、拉不下脸拒绝，让他们失去了对党纪
国法的敬畏之心、维护公平秩序的规则意
识以及依规办事的基本原则。

思想问题导致行为偏差，最终不但逾
越纪法红线，故意违规操作，甚至在调查
过程中，还出现了为逃避责任涉嫌伪造国
家机关证件，以及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
织调查等行为，错上加错。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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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人仝卓涉嫌高考舞弊事件引发舆论热议。这场高考舞弊案目前已牵出共16名
违纪违法人员。这起涉及多人的高考身份造假事件，整个链条中有哪些漏洞？该事件
发生在2012年，8年过后，相关制度有哪些变化和完善？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调查。

仝卓转学请托的“有关人员”是谁？
根据通报，仝天峰曾请托陕西省延安

市有关人员为仝卓办理了虚假转学手续，
“有关人员”是谁？

6月13日晚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发布消息称，记者当日从延安市纪委监委
获悉，仝卓自爆以伪造应届生身份参加高
考等问题后，延安市纪委监委及时成立调
查组，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目前，该

市纪检监察机关对现已查明为仝卓办理
虚假转学手续提供帮助的时任延安市人
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李庆锋
(现任延安市档案馆馆长)进行立案审查。

另据了解，延安市纪委监委正在对其他
问题做进一步调查，并将及时公布查处结果。
这意味着这张关系网里仍有“漏网之鱼”。

据央视新闻

仝卓事件关系网

生父胡某某 继父仝天峰 母亲李某某
山西某建筑
公司职工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
副秘书长

因伪造仝卓应届生和党员
身份被给予留党察看一
年、政务撤职处分

临汾市尧都区
某局职工

仝卓
曾用名胡佳文、李佳文、李振华

2012/6
仝卓——— 当时用名李振华，在北京应届参加高考，未被录取

2012/10
仝卓进入临汾市第二中学就读，取得虚假应届生学籍

2013/6
仝卓以应届生身份再次参加高考

仝卓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后党组织关系一并转入该校

彭波 朱云龙
陕西省延安市

有关人员
临汾市教育局

基础教育科工作人员

2012年8月为仝卓转入临
汾上学办理手续

时任临汾市
第二中学校长

安排办理仝卓就读临汾市
第二中学的入学手续

为仝卓办理虚假
转学手续

苏迎泽 张子荣

临汾市教育局基教
科时任科长

临汾尧都区教育局基
础教育股工作人员

在仝卓转学申请表
上违规签字盖章

临汾市第二中学
教务处工作人员

临汾市第二中学
学籍管理员

违规为仝卓办理
入学手续

违规为仝卓办理
入学手续

在仝卓转学申请表
上违规签字盖章

赵国华

时任临汾市尧都区委
组织部副部长

2013年6月，帮助办理仝卓
入党手续

段玉河

时任临汾市
第二中学副校长

罗青姣

时任临汾市第二中学
党总支副书记、副校长

违规办理仝卓
中共预备党员手续

时任临汾市尧都区
教育局党办主任

违规办理仝卓
中共预备党员手续

王迎晖

时任临汾市尧都区委
党校办公室主任

在仝卓未实际参加培训的情况下，
办理《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结业证》

2013/8

违规办理仝卓
中共预备党员手续 许文杰

贾美兰 薛文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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