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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精准打击，让“碰瓷党”无立足之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评论员 朱文龙

10月14日，公安部召开新闻
发布会，通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关
于依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件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有关情况。公安部法制局副
局长李文胜介绍，《指导意见》对
实施“碰瓷”构成的犯罪进行了梳

理，分类予以明确。
碰瓷，原属北京方言，泛指一

些投机取巧、敲诈勒索的行为。如
今，更多用来指称那些故意“设
局”骗取赔偿的勾当。此类违法
犯罪行为性质恶劣，危害严重，
败坏社会风气，且易滋生黑恶
势力，故而执法部门一直对其
采取依法打击的态势。但由于
在实践中，“碰瓷”手法多样，涉
及刑法中的多个罪名，在一些
案件的定性处理上，各地对法
律的理解不同，容易造成分歧。
这显然不利于对“碰瓷”行为实
施精准打击，难以对“碰瓷党”形

成足够的震慑。
从这个角度来说，《指导意

见》的出台正当其时。及时对
“碰瓷”概念进行界定，明确“碰
瓷”行为可能触犯诈骗罪、保险
诈骗罪、虚假诉讼罪、敲诈勒索
罪、交通肇事罪等罪名，不仅能
让执法部门法律适用更精准，
也可让“碰瓷党”看到违法后果
的严重性。

《指导意见》的最大亮点在
于，在梳理“碰瓷”违法犯罪活动
主要手段方法的同时，构建了惩
处“碰瓷”行为的制度框架。比
如，《指导意见》规定，“故意制造

交通事故，进而利用被害人违反
道路通行规定或者其他违法违
规行为相要挟”的“碰瓷”行为，
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
的，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使
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当
场劫取他人财物，符合刑法第二
百六十三条规定的，以抢劫罪定
罪处罚”。诸如此类的规定，体现
出执法部门对“碰瓷”违法犯罪行
为依法严厉惩治、绝不姑息的决
心和态度，有助于引导人民群众
提高警惕，加强自我保护意识。

要把《指导意见》落实到位，
既需要执法部门严格执法，更需

要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毋庸讳
言，“碰瓷”现象之所以屡治不
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受害
者在遇到“碰瓷党”时，抱着“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进行处
理。

打击“碰瓷”违法犯罪活动，
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指导意见》
已经出台，人们有必要对其认真
研读，将“碰瓷”违法犯罪活动的
主要手段方法牢记于心，在受到

“碰瓷党”侵害时，勇敢地拿起法
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唯有如此，“碰瓷党”才没有立足
之地。

及时对“碰瓷”概念进行界定，明确“碰瓷”行为可能触犯诈骗罪、保险诈骗罪、虚假诉讼罪、敲诈勒索罪、交通肇事事
罪等罪名，不仅能让执法部门法律适用更精准，也可让“碰瓷党”看到违法后果的严重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徐玉芹

4所独立学院转设公示

山东此次申请转设的4所独
立学院分别为：青岛理工大学琴
岛学院、烟台大学文经学院、济南
大学泉城学院和山东科技大学泰
山科技学院。

其中，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
院申请转设为由青岛盛世华侨教
育管理有限公司举办的独立设置
的普通本科高校，转设后拟用校
名为“青岛城市学院”；烟台大学
文经学院申请转设为由祥隆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举办的独立设置的
普通本科高校，转设后拟用校名
为“烟台理工学院”；济南大学泉
城学院申请转设为由山东大众文
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举办的独立
设置的普通本科高校，转设后拟
用校名为“烟台科技学院”；山东
科技大学泰山科技学院申请转设
为由重庆翔美教育投资有限公
司、泰安杰森投资有限公司举办
的独立设置的普通本科高校，转
设后拟用校名为“泰山科技学
院”。四所独立学院转设后的办学
性质均为民办。

公示时间为：2020年10月13
日至10月19日。公示期内，对公示
学校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办学行
为或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等问
题，均可向山东省教育厅反映。山
东省教育厅将对线索明确的问题
进行调查核实，并为反映人保密。

公开资料显示，包括这次进
入转设公示名单的四所独立学院
在内，山东省2020年具有普通高校
招生资格的独立学院共有10所，分
别是：烟台大学文经学院、聊城大
学东昌学院、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
院、山东财经大学燕山学院、中国
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山东科技大学
泰山科技学院、青岛农业大学海都
学院、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济
南大学泉城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现
代创意媒体学院。

我省已有3所完成转设

独立学院是指实施本科以上
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与国家
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
作，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
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
校。独立学院按照办学成本收费，
因而学费大幅高于公办大学普通
专业。我国第一所独立学院产生
于1998年，由苏州大学申办，苏州

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投资的苏州
大学文正学院成为标志。

独立学院转设，并非始于
2020年。早在2008年，教育部颁布
的《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

（也称“26号令”），就要求独立学
院按独立设置的普通本科高校标
准进行规范，并给予5年过渡期，
以及转设、回归母体高校、迁址新
建，终止或停办等6条规范路径。
不过，由于独立学院的利益牵涉
到母体高校和投资方等因素，导
致5年申请考察验收期被迫延期。

据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民办教育研究所特聘专家阙明坤
统计的数据，从2008年到2015年，
教育部先后审批了52所独立学院
转设为51所民办本科院校。

2016年至今，教育部审批通
过转设的独立学院为29所，其中
转为民办的23所、转为公办的4
所，撤销建制的2所。这当中，16份
批复函的批复时间在2020年。

而在这个过程中，山东先后有
3所独立学院完成转设，分别是中
国海洋大学青岛学院，2011年4月成
功转设为青岛工学院；曲阜师范大
学杏坛学院，2014年5月成功转设为
齐鲁理工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历山
学院，2019年6月顺利转设为潍坊理
工学院。三所独立学院转设后均为
民办本科。三所独立学院完成转设
后，经过一段时间与“母体”分离的

“阵痛”，均已经步入正常发展轨
道，以独立民办本科高校的姿态得
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可。

独立学院为何要转设

对于独立学院的转设，有人
不明就里，认为独立学院傍着“母
体”的品牌、师资和硬件资源，无
论是对招生还是人才培养都是好
事，为何要转设？今年5月教育部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独
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
知》给出了答案。

通知称，独立学院作为高等
教育大众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办
学模式，为我国扩大高等教育资
源供给、培养急需应用型人才、优
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促进高等
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独
立学院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法人
地位未落实、产权归属不清晰、办
学条件不达标、师资结构不合理、
内部治理不健全等问题，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教育公平和高等教
育健康发展。

而独立学院身份的模糊，在
填报志愿时也常常让考生无所适
从。记者注意到，在新高考实施之

后，每年都有考生因被校名误导
而错报独立学院。2017年浙江新
高考落地第一年，一名646分考生
报考了同济大学浙江学院；另一
名637分考生报考了四川大学的
锦城学院等。

根据教育部最新转设通知，
到2020年末，各独立学院全部制
定转设工作方案，同时推动一批
独立学院实现转设。原则上，中央
部门所属高校、部省合建高校举
办的独立学院要率先完成转设，
其他独立学院要尽早完成转设。
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模
式的独立学院，通知规定了以下
三种转设路径：转为民办、转为公
办或终止办学。

有知情人透露，独立学院之所
以与“母体”缠绵多年难以分开，归
根结底还是利益上的盘根错节，

“一方面与母体的共有资产很难划
清，另一方面有实力且对教育有情
怀的接手方也不容易找”。不过，真
正实现独立对独立学院的发展是
有利的，虽然在招生上会经历一段
时间的阵痛，但从长远发展来看，
更符合高校办学规律。

其他独立学院何去何从

根据教育部转设通知，对于那
些办学协议完善、办学主体间权利
义务划分清晰、办学条件达到本科
高校设置标准的独立学院，可转设
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本科高校。
山东此次公示的四所独立学院均
转设为民办普通本科院校。2019年
以前转设成功的三所，同样是转设
为民办普通本科院校。

无社会举办方（指由公办高
校单独举办，公办高校与学校基
金会、校办企业、学校附属医院、
校友会或学校工会等下属机构合
作举办，以及公办高校与地方政
府合作举办，下同)或社会举办方
拟退出举办、地方政府有条件承
接举办的，鼓励转设为独立设置
的公办普通本科高校。

已停止招生，或由于各种原
因无法完成转设，或举办者主动
提出且条件具备的，终止办学，撤
销建制。今年招生前夕，南京有两
所独立学院宣布停止招生，分别
是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和南京中医
药大学翰林学院。其中，南京大学
金陵学院将依托南京大学苏州校
区建设完成金陵学院转设，转型
提升后于2022年全面融入南京大
学苏州校区。南京中医药大学翰
林学院则是由主办方收回办学
权，其校园被设置为南京中医药
大学泰州校区。

独立学院为何纷纷转设民办高校
有利于独立学院真正“独立”发展，也更符合高校办学规律

10月13日，
省 教 育 厅 发 布

《关于青岛理工
大学琴岛学院等
4所独立学院转
设事项的公示》，
对4所独立学院
申请转设为独立
设置民办普通本
科高校的相关事
项进行公示，其
中包括转设后拟
用校名、转设路
径、转设后办学
性质等。一旦通
过公示，这4所独
立学院将正式脱
离“母体”，走上
真正的独立办学
之路。

那么，独立
学院究竟是什么
类型的大学？为
何要转设？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进行了调查
采访。

3所完成转设

●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学院，2011年4月
成功转设为青岛工学院
●曲阜师范大学杏坛学院，2014年5月
成功转设为齐鲁理工学院
●山东师范大学历山学院，2019年6月
顺利转设为潍坊理工学院

4所申请转设，正在公示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申请转设
为青岛城市学院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申请转设为烟
台理工学院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申请转设为烟
台科技学院
●山东科技大学泰山科技学院，申请
转设为泰山科技学院

我省独立学院转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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