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5.14
版15责编 刘春宇 校对冯 建 联系电话：8222133

星期五中国 广角

早侏罗世
这只恐龙宝宝
因何夭折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熊
丰）为深入推进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
动，严厉打击盗窃盗割石窟寺石刻、
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盗窃古建筑
及其构件、盗窃损毁革命文物以及其
他盗窃、倒卖、走私文物等犯罪活动，
切实保护国家文物安全，近日，公安
部发布 A级通缉令，公开通缉第六批
10 名重大文物犯罪在逃人员。被通
缉的 10名在逃人员是：彭安、曹小寒、
周高产、曹钟华、闫皓、张得海、张守
永、魏传国、王有良、李杰。

公安机关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
人民群众提供有关线索，同时检举揭
发盗掘、盗窃、倒卖文物犯罪活动，发
现有关情况请及时拨打 110 报警电
话。对提供线索的举报人以及检举
揭发有功人员，公安机关将给予奖
励。

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

公开通缉第六批
10名重大文物
犯罪在逃人员

2019年 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
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
见》，对“套路贷”新型黑恶势力犯罪开展
集中打击。今年 2月，银保监会、央行、
教育部、公安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
管理工作的通知》，对大学生互联网消费
贷款进行了明确规定。

随着相关部门对“培训贷”等“套路
贷”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这些“培训贷”
公司也越来越善于伪装，让求职者防不
胜防。

北京市炜衡（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黄宇表示，这些公司的经营行为涉及金
融监管、公安、市场监管、人社、教育等多

个部门，法律关系十分复杂，一些求职者
明知自己上当受骗，但难以承担维权的
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往往会自认倒霉、
息事宁人。

业内人士建议，相关部门应齐抓共
管，加大对“培训贷”的打击力度。

黄宇表示，建议教育、人社、公安等
部门通过“防骗进校园”等形式，加大对
毕业大学生金融、就业、法律方面的知识
培训，提高毕业生对各种形式“培训贷”
陷阱的辨别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增强
防范意识。

南宁市 12315中心工作人员颜红日
建议，加大防范“培训贷”的宣传力度，提
示大学毕业生谨慎使用金融贷款，并保
留好相关消费凭证，用法律武器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在与培训机构签订协议
与合同时，应仔细阅读核对相关内容，对
于不利的条款应及时提出，商议或修改
后再签订。如不慎踏入“培训贷”陷阱或
者遇到疑似“培训贷”诈骗的情形，应积
极收集并留存有关证据，如涉及教育培
训纠纷的，向培训机构注册地所在的教
育主管部门投诉；涉嫌诈骗的，应向公安
机关报案。

甘锡海说，“培训贷”乱象涉及多个
行业领域，仅靠某个部门单独执法无法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厘清市场监管、人
社、公安等部门的职责权限。对涉嫌合
同诈骗，以欺诈、胁迫等方式强制捆绑培
训贷款和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坚决予
以打击。 新华社南宁5月13日电

没上班就背债，退出还要高额赔偿……

“培训贷”套路到底有多深

还没上班获得收入，小覃就背上了一身债。为了解除不合理的合约，她
还不得不进行了高额赔偿。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全国多地曝出大学生求职者陷入“培
训贷”陷阱。近期随着毕业求职旺季来临，求职者须警惕这些套路多多的“培
训贷”公司。

高薪招聘？未入职先背“贷”

“月薪 6000元还另有提成，一天只用
工作 3小时，公司还包住宿，结业之后即
具备高级舞蹈教练资格。”看到广西南宁
市西乡塘区某家舞蹈培训机构招聘舞蹈
学徒的信息后，小覃前去求职。

经过面试，店长熊某表示要得到这
份工作，需要接受 3至 5个月的培训，培
训费、办理教练证费用和进修费一共是
27800元。如果舞蹈学徒在培训期内协
助教练按照教学计划要求完成教学任
务，这些费用由公司来承担。

小覃觉得现在找工作不容易，粗略
浏览了一下协议书就签字了。这期间，
有两名男子要求她解锁手机，一番操作
之后让她对着手机拍照。小覃以为是办
理入职手续，没太在意。回家之后，她翻
看手机记录时发现，自己通过两个网贷
平台贷款 27800元，加上利息，还款金额
超过 3万元。

小覃感到上当受骗了，随即向劳动
监察和公安部门报案。在两个部门的调
解下，小覃与这家机构签署了调解协

议。但因为此前签署的培训协议上有违
约条款，小覃无奈支付了 8000元违约金。

“执法人员说，如果去法院起诉，可
能不用支付违约金，但我想尽快脱身。”
小覃说。

在广西南宁有多家该舞蹈培训机构
的分店。记者以应聘舞蹈教师的名义走
进位于南宁市青秀区的一家分店。店长
莎莎介绍，该机构在广西、广东等地均有
分店，要求培训考证之后上岗。莎莎向
记者推荐了费用为 27800元的全能店长
教练班，并称可以 0元学习，前提是要从
网络贷款平台分 24期贷出全额学费。

“前 6个月在不迟到早退情况下，我
们帮你还款；6个月后你顺利毕业，我们
负责帮忙安排工作，每月底薪 6000元加
提成，你就可以自己还款，这样算下来你
没有任何经济压力。”莎莎说。

见记者对从网络平台借款交费的方
式表示犹豫，莎莎说：“网络平台相当于
第三方担保机构，是为了约束学员，让学
员能更快学到技能。”聊天中，该店长不

断以“培训结束就能拥有光明前途”“网
贷学费偿还容易”等劝说记者尽快签约，
甚至表示未来做得好还能开店做合伙
人。

记者通过内部人士拿到一份该舞蹈
培训机构的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总部
在广东东莞的这家培训机构在各地招募
代理商并收取费用，代理商需要继续发
展加盟商，收取的加盟费与总部按比例
提成，加盟商可以使用该舞蹈机构的品
牌，但经营中产生的债务、纠纷等由加盟
商自行承担。

记者了解到，有些“培训贷”公司为
逃避执法部门打击，往往会办理一些门
槛要求不高的资质，甚至开连锁培训机
构。知情人表示，这些公司真正的盈利
点在于办理“培训贷”后小贷公司给予的
返点、收取的高额培训费，以及发展加盟
商后的利润提成。当吸引一定数量的求
职者“入套”后，这些公司就会以经营困
难等各种理由“卷款跑路”，以逃避责任。

披上“合法”外衣，职场“小白”防不胜防

在一些互联网投诉平台上，关于“培
训贷”的投诉有很多。不少网友抱怨“被
套路”，遭遇“霸王条款”“公司跑路”“退
款难”等。

在某网络留言区，大学毕业生小梁
讲述了他被南宁市一家培训机构以招
聘名义骗办“培训贷”的遭遇。记者 4月
底到南宁市民族大道某大厦该公司办
公地点走访发现，原本的办公室已经搬
空，墙上的公司名称被遮挡。大楼的一
名保安表示，这家公司近期已经没有继
续经营。

南宁市西乡塘区劳动监察大队大队
长甘锡海介绍，这些培训公司以高薪、工

作轻松、前景光明等虚假承诺为诱饵，要
求求职者办理“培训贷”。但培训结束
后，承诺往往无法兑现，求职者还要一直
承担贷款的利息和费用。这些公司并不
会与办了“培训贷”的求职者签署正式劳
动合同，而是以所谓的“协议书”替代，并
设置一系列明显不利于求职者的苛刻条
款和高额违约金。

记者获得了一份南宁市某培训公司
与培训学徒签订的协议书。协议书显
示，求职者在两年的培训期内以贷款形
式分期向培训公司支付 27800元的服务
费，如果两年内做到不迟到不早退，培训
费用由培训公司承担；一旦有迟到早退

或其他违约行为，学费由求职者自行承
担。至于退费，则需要在协议生效 7天内
提出，且求职者需支付已支出的有关费
用和 40%的违约金。

协议书还规定求职者不能向任何第
三方披露有关内容，否则将向公司支付 5
万元至 10万元不等的违约金，以及公司
因此蒙受的全部损失和因参加诉讼或仲
裁所产生的全部费用。

广西民族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田志远
表示，这类合同特点是公司利用自己优
势地位订立格式条款，为对方设置苛刻
的条件，排除对方主要权利。

求职旺季需加强监管维护求职者权益

新华社昆明5月13日电（记者岳
冉冉）在距今约 2 亿年的我国云南禄
丰县早侏罗世地层中，科学家发现了
一具溺亡的 3 岁蜥脚型类恐龙化石。
该发现于近日发表在国际期刊《地质
学报》上。

这具恐龙宝宝化石体长约 1.7米，
包括部分头骨，完整的颈椎、背椎和掌
骨，以及股骨远端和胫骨近端。它的
牙齿呈叶状，可推测是一类植食性恐
龙，食物主要是蕨类和松柏类的嫩叶。

“骨组织学研究表明，这只恐龙正
处于个体发育早期，我们通过与世界
上其他原始蜥脚型类恐龙幼体比对，
认为它大约在 3岁左右。”论文作者之
一、云南大学教授毕顺东说。

为什么恐龙宝宝的化石较少被发
现？毕顺东解释，恐龙一般 20 岁成
年，寿命大约在 40岁至 50岁之间，其
幼体和人类儿童类似，骨骼纤细，因此
在地层中不易被保存，所以学界对恐
龙宝宝的形态特征和个体发育知之甚
少。

从出土情况看，“这只恐龙宝宝
可能是被洪水淹没溺亡的。”毕顺东
说，它肯定在泥淖里拼死挣扎过，但
最终还是沉没了。但也正因为这一

“非正常死亡”，较为完整地保留下
了它的大部分骨骼，我们才有机会
去研究它。

值得一提的是，学者通过研究
还发现，该标本不属于任何已知属
种，也许属于某个蜥脚型类恐龙新
家族。

云南禄丰是我国恐龙化石发现最
多的地区之一，当地发现的早侏罗世
恐龙也成为我国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恐
龙类群。

新华社合肥5月13日电（记者姜刚、韩
旭）2021年扬子鳄野外放归活动启动仪式
13日在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泾县
双坑片区举行。记者从启动仪式上了解
到，安徽今年将放归人工繁育扬子鳄 530
条，规模为历年最大。

据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扬子鳄是我国特有的
珍稀物种，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保护区内人工繁育的扬子鳄已达 1.5万余
条，但目前野生扬子鳄种群数量仅 200条左
右，仍处于极度濒危状态，需加快野生扬子
鳄种群复壮进程。

记者了解到，为扩大扬子鳄野外种群

数量，2002年原国家林业局批准安徽省实
施扬子鳄保护与放归自然工程，通过将人
工繁育的扬子鳄放归到野外的方式，快速
复壮野生扬子鳄种群。该工程为国家 15个
野生动植物重点拯救项目之一。从 2003年
至 2020年，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已实施 16次放归野外活动，累计放归扬子
鳄 508条。

根据监测数据显示，此前放归的扬子
鳄已适应当地环境，恢复了在自然环境下
的生存能力，并开始繁育后代。截至 2020
年底，在日常巡护中累计发现放归野外的
扬子鳄产卵 20窝，共计 366枚，自然孵出幼
鳄 215条。

安徽今年将放归人工繁育扬子鳄530条

5月13日，放归的扬子鳄在水塘内活动。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