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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刑满获释的罪犯百万报酬的诱
惑，河南省第一监狱八监区三分监区
分监区长曹某从负责印刷2016年度全
国研究生考试试卷的第八监区偷拍了
考卷，通过弹射装置将存储卡弹射到
监狱外，最终造成 2016 年度研究生考
试试题外泄到全国各地。

这起公安部督办案件，是我国刑
法修正案（九）规定作弊入刑以来警方
破获的首起大规模有组织考试舞弊系
列案，涉案人员已经陆续获刑。其中，
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判处曹某有期
徒刑1年6个月，八监区教导员张某被
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法院认定构成玩
忽职守罪，但免于刑事处罚，以组织考
试作弊罪判处李思源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罗银山有期徒刑 2 年 3 个月。

罪犯服刑时发现秘密 出狱后开考研培训公司

李思源、罗银山两人商定，由罗银山负责从第一监狱窃取 2016 年度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试卷，李思源负责对外招生。

2015 年 12 月，爆料称 2016 年研究
生考试开考前手抄的考题答案就已经
在考研 QQ、微信群中流传，而这些内
容大多与真题一致。教育部随后发布
通告，已经接到举报，报请公安机关调
查。在公安部督办下，湖北省公安厅组
成专案组侦查此案。经过侦查，武汉一
教育咨询服务部负责人王某被抓。顺
藤摸瓜，民警又抓获了王某的合作伙
伴詹某以及詹某的上家、从河南携带
试卷和答案来武汉培训的李思源。

经过审讯警方了解到，李思源等
人获取试题后，先是在郑州举办培训
班，按政治、英语、数学等单科 5888 元、

两科 10800 元、三科 16800 元的标准收
费，考生也可签“包过”协议，考后证实
押题成功后再付余款。但李思源办的
培训班知名度太低，只招到 20 多人。于
是，他们又与武汉的培训机构联系，共
同以“包过班”名义招录到数百名学
员。培训采取全封闭授课形式，每位培
训者进入培训点时，要通过金属探测器
检查，所谓授课就是将试题和答案发给
考生背诵，所有的培训材料不许带出，考
生看完后集中销毁冲入下水道。

此外，试题和答案还被泄露给王
某、梁某、詹某等考试舞弊团伙，他们
以高价销售给更多考生。

被获释犯人“百万”利诱

监狱领导偷出考题

罗银山交代说，弹射装置是自
己用钢管加橡皮筋做的，类似弹弓，
将储存有偷拍试卷照片的存储卡绑
在木棍上，曹某弹出后自己在监狱
外捡。

2015 年 11 月，经罗银山多次劝
说利诱，并许诺考试后给予百万报
酬，曹某最终答应帮忙从第一监狱
第八监区内窃取 2016 年度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试卷，罗银山将
照相机、内存卡、弹射装置等物品交
给曹某。11 月底，曹某趁人员封闭
前，将上述物品带入第八监区生产
厂区自己的铁皮柜内藏匿。

12 月 4 日，曹某进入厂区进行
封闭式的研究生考试试卷印制工
作。12 月 11 日，河南省第一监狱第
八监区开始印刷 2016 年度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各科试卷。曹某
使用照相机先后拍摄了综合能力、
政治、数学（一）、数学（二）、数学

（三）、英语（一）、英语（二）、西医综
合 8 张试卷，于 12 月 15 日中午、12
月 18 日中午在河南省第一监狱兆
润宾馆三楼分别将存储上述试卷照
片的内存卡通过弹射装置弹射至监
狱外。

罗银山交代说，弹射装置是自
己用钢管加橡皮筋做的，类似弹弓，
将储存有偷拍试卷照片的 TF 卡（存
储卡）绑在木棍上，曹某弹出后自己
在监狱外捡。

在公安部指挥下，此次事件中
处于窃题、传题、解题、招生、培训、
组织作弊、替考各个环节中的全国
各地多个考试舞弊团伙被破获，最
终分别获刑。令人愕然的是，向教育
部举报 2016 年度研究生考试期间存
在严重作弊问题的，是培训行业的
彭某。彭某和李思源曾因争夺生源
有矛盾。2015 年 12 月 25 日下午，他
听说李思源已经拿到了 2016 年研究
生考试试题和答案并在武汉向考生
兜售，为报复，于是向教育部举报，
之后教育部联合公安部查处。

而在侦查过程中警方发现，彭
某得知袁某正在组织考试作弊后，
招收 2 名郑州考生到宾馆，由袁某
提供作弊器材；12 月 24 日晚，袁某
收到覃某发送的部分考题和答案，
遂将英语作文等考题和答案透漏、
提供给考生和彭某。其实，覃某拿到
的答案，源头正是李思源。

2015 年 12 月 27 日凌晨，民警将
彭某抓获。最终，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法院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彭某有
期徒刑 1 年。据了解，所有涉案考
生，已全部被取消考试成绩。

请高校老师作答后 掺入三成非真题形成“押题版”

他们请来高校教师解答试卷，再由李思源等人对答案进行编辑，将试题、答案
汇总。在真题中，他们加入了30%的非考试题目，形成“押题版”。

12月16日、12月19日下午，罗银山
分两次将存储试卷照片的内存卡交给
李思源等人。李思源等人拿到试卷后进
行编辑。12月19日至21日，他们请来高
校教师解答试卷，再由李思源等人对答
案进行编辑，将试题、答案汇总。在真题
中，他们加入了30%的非考试题目，形
成“押题版”。

12月23日至25日，郑州楚博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对参加培训的20多名考生
在郑州进行“考前培训”，培训内容为窃

取的政治、英语（二）、综合能力等科目
试卷中的试题。

李思源等人还到武汉与当地培训
人员合作，约定由王某对外招生、联系
场地与授课教师，李思源等人负责提供
试题及答案，考试结束后根据正确率，
王某付款40万元；成绩公布后王某再付
40万元。李思源等人在武汉大学三环公
寓等地组织研究生考试培训，讲解英语

（二）、政治和综合能力试卷中的试题及
答案。

文都考研人员

考前拿到答案发给考生

在 2016 年度研究生 MBA 考试中，
英语开考前，文都考研的工作人员将答
案发到 QQ 群内，提供给 864 名考生。

据悉，在 2012 年至 2017 年的全国研
究生考试中，均出现过有人向考场内考
生通过无线电传递答案、考前直接提供
答案等情况，判决书显示多名被告人来
自培训机构，甚至包括著名的考研培训
机构，在英语开考前，文都考研的工作人
员将答案发到 QQ 群内，提供给考生。

在 2016 年度研究生考试中，MBA
考试也出现了问题。法院经审理查明：
熊某以 2016 年 MBA 考研“包过班”的
名义向社会招收 20 余名考生，承诺“包
过”，“不过全额退款”等，收取 25000 元
至 35000 元的“辅导费”，考虑到武汉研
究生考试的监考环境比较宽松，商定安
排这些考生在武汉报名参考。

2015 年 12 月 24 日，熊某、程某某
等人将 20 名考生带至武汉准备参加
MBA 研究生考试。2015 年 12 月 26 日
凌晨，梁某通知熊某接收答案，通过邮
箱将研究生考试综合类和英语(二)的答
案图片提供给熊某。熊某接收后让程某
某等人立即在凌晨把考生召集到酒店，
将答案图片用随身携带的打印机打印成
小卡片分发给考生，告知考生这是考试
答案，抓紧记背。当天上午，彭某将程某
某手机里的答案图片用手机拍照，之后
给了马鞍山文都考研工作人员郑某某。

郑某某将答案手抄后再次拍照，通
过 QQ 于当天中午将下午即将开考的
英语(二)的答案图片提供给文都考研铜
陵、池州地区加盟商刘某某。

刘某某又通过 QQ 将答案图片转
发到铜陵文都考研代理张某某的 QQ
上，张某某于当天中午 12 点半，用手机
将答案图片发送至铜陵、池州区域文都
考研的 QQ 工作通知群内，提供给 864
名考生。马鞍山文都考研工作人员郑某
某交代，2015 年 12 月 24 日晚，其向朋
友打听是否认识湖北那边搞答案的朋
友，朋友推荐了彭某。郑某某说，26 号
上午其从彭某处拿到答案图片后，通过
QQ 点对点发给了自己招的学生和文
都考研铜陵、池州地区加盟商刘某某。

刘某某交代说，考前的两个星期，
郑某某就说，他可能会找到研究生考试
的试题、答案。刘某某还说：“每年考试
之前我们都有各种渠道来的考前押题
资料，都会转发给学生。”

2017 年 7 月 5 日，安徽省铜陵市铜
官区法院以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
罪，判处熊某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彭
某有期徒刑 1 年，程某某有期徒刑 10
个月缓刑 1 年，郑某某、张某某有期徒
刑 6 个月缓刑 1 年，刘某某拘役 6 个月
缓刑 1 年。 综合《法制晚报》

2016年研究生考题泄露 公安部督办侦查

每位培训者进入培训点时，要通过金属探测器检查，所谓授课就是将试题和
答案发给考生背诵，所有的培训材料不许带出，考生看完后集中销毁冲入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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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审理后查明：曹某是河南省第
一监狱八监区三分监区分监区长，其所
在的第八监区，长期承担印刷国内各类
考试试卷的任务。而李思源、罗银山是
在河南省第一监狱服刑的罪犯。李思源
当初入狱，就是因为组织考试舞弊被判
非法泄露国家秘密罪，罗银山则是因销
售赃物、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和非法持
有枪支罪“三进宫”。

服刑期间李思源发现，罗银山参与
劳动的印刷厂内有“高考试卷”字样的
档案袋，之后得知一些重要考试试卷在
此印刷。于是他和罗银山多次商议，决
定将来出狱后从第一监狱窃取试卷，对

外招生组织培训挣钱。
2015 年 3 月罗银山刑满获释后，通

过他人介绍结识河南省第一监狱八监
区三分监区分监区长曹某；2015 年 9 月
李思源出狱，之后立即与孙某等人共同
出资成立了郑州楚博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据李思源交代，罗银山称他有渠道
能拿到研究生试卷，但要求给他 200 万。

李思源、罗银山两人商定，由罗银
山负责从第一监狱窃取 2016 年度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试卷，李思源负责
对外招生。之后，郑州楚博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开办硕士研究生考试辅导班，宣
称有 70% 的试题命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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