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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戚云雷 郑帅

聚智堂声明要退款
方案却没说明白

19日上午，记者探访了聚
智堂在济南的6家分校。正如
不少家长所言，这几家分校均
已停业。“存款式”交费遇到了

“蒸发式”关门。有的分校大门
紧锁人去楼空，有的分校虽然
开着门，但屋内的物品已被前
来讨要钱款的家长搬空。

记者联系聚智堂天桥分校
的校务总监时，对方称目前已
经离职。随后，记者拨打了聚智
堂创始人杨志的电话，但其电
话始终无人接听。

就近日北京、济南等地聚
智堂出现“人去楼空”的情况
以及网上流传的聚智堂董事
长杨志携款潜逃的消息，5月
17日，聚智堂创始人杨志接受
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表示，他并
非是“跑路”，而是出国处理一
些私事，说他跑路是一些跟他
有私人恩怨的人冒充家长编
造的，经媒体曝光后才引起了
家长们的恐慌，并到聚智堂进
行挤兑性退费。

同时，杨志还称，自己已
经于去年4、5月份将聚智堂转
出去了，现在已经不是聚智堂
的董事长、法人包括股东了，
聚智堂里已经没有他任何职
务了，“这个企业已经跟我没
关系了”。

5月19日下午，聚智堂教育
集团在认证为“北京聚智堂培
训学校”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
了《关于处理家长退费问题的
声明》，声明署名为聚智堂教育
集团董事长刘源长。聚智堂在
声明中致歉。

此外，声明还称，聚智堂已
联合援助方瀚峰资本投资（北
京）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解决，偿

还家长费用。“凡是认可此补偿
方式的家长，请提前预约并分
批次前来办理，不认可此补偿
行为的家长，请等待后期通知，
具体办理流程我校工作人员将
会分批通知家长，家长也可主
动与我方沟通。”

不过，这一声明还是没有
打消家长的顾虑。“声明没提具
体的方案。是退全款还是退一
部分？什么时间退完？这些是我
们最关心的问题，却没一个准
话。”一名学生家长表示，济南
的上百位家长组织起来，准备
集体讨要说法。受骗家长已准
备好合同、汇款单等材料，陆续
到各分校所在辖区派出所登记
备案。

名为课时营销
实为集资吸储

“目前 ,我省的各类培训
机构超过一万家。教育机构竞
争激烈，单靠收学费很难获得
发展，除非可以吸收到一些外
界投资。这样一来，一些培训
学校就打着收学费的名义集
资吸储发展。”受访的一位业
内人士透露 ,在济南市，像聚
智堂这种经营模式的培训学
校并不在少数。

“有培训机构承诺,家长如
果一次性投资十万元,一年后
这些钱不但能原封不动地退回
来,孩子还可以免费上课。而收
到钱后，学校就能开另一家分
校,实现快速扩张。”该业内人
士直言，这种吸纳资金的方式
打了民间融资的擦边球,类似
于变相圈钱。“看似对消费者有
利，但如果辅导班跑路,就会产
生很大风险。”

2014年底济南接连跑路的
街头“投资公司”，是以投资各
类所谓的实体项目为幌子，而

“聚智堂”是以课程培训为由。
受访的业内人士称，“投资公

司”瞄准的是市民的“理财心
态”，而“聚智堂”瞄准的则是市
民家庭普遍的教育需求和广泛
的理财需求。

“一些投资公司先推出一
个产品或一个项目来吸引投
资者，允诺较高的回报率，然
后进行圈钱。像聚智堂这种情
况，则是推出了一个教育产
品，吸引家长来进行投资，本
质上并没有太大差别。”该人
士称。

6家分校曾被通报
无资质办学

作为一个培训学校，聚智
堂以鼓励学生家长缴纳大额款
项换取课时的经营模式是否合
法呢？对此，北京德和衡(济南)
律师事务所主任李荣凯认为，
首先应该查明学校是否有合法
的办学资质。

“我们国家有规定，民办非
企业是不能开办分支机构的，
聚智堂有6所分校，那么这六所
分校都需要办理办学许可证和
民办非企业证书，如果没有的
话则为非法办学，相关教育部
门和民政部门应当监管。”李荣
凯说。

记者查询发现，去年8月，
济南市教育局就通报了“聚智

堂·学林教育”在济南的6处校
区，均未经济南教育行政部门
许可，属无办学资质擅自办学
行为。

对于聚智堂以学生家长缴
纳大额款项换取课时的经营模
式，李荣凯认为，这种行为涉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甚至可能
涉嫌诈骗罪。

此外，李荣凯认为，当前
社会上学生大量参加培训机
构本身就是一个畸形的社会
现象，学校教育要回到正常
的轨道上来。

“现在的很多培训班都是
天价，但家长让孩子上培训班
的热情很高涨，攀比的情况比
较严重，孩子教育很多时候成
了‘拼爹’。据我所知，有些家长
甚至卖房子把钱投到这些学校
里让孩子接受辅导，还有家长
甚至不让孩子去上学，天天在
辅导班里接受一对一的辅导。
这些都是不正常的现象，我们
应当让孩子回归正常的学校教
育。”李荣凯说。

“预存式”消费骗局
在收藏品等领域也有

记者调查发现，聚智堂
并非济南第一家关门跑路的
培训学校。2014年9月，拥有7

个校区的济南育才教育培训
学校突然关门，家长之前所
投入的资金也无处讨要。此
外，2015年 ,我省菏泽、济宁、
德州等多地出现辅导机构关
门跑路的现象。

至于教育培训机构为何会
成为吸储的温床，中国教育科
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
这一方面和一些家长贪小便宜
的心理有关，贪图赠送的免费
课时；另一方面和市民在储蓄、
债券等方面获得的投资收益降
低有关，“现在已经是负利息的
时候了，这种操作模式肯定更
受青睐”。

其实，类似“聚智堂式”的
投资性消费骗局，远不只存在
于教育培训领域。收藏品销售、
储值消费等，都不同程度地存
在类似骗局。

此前，济南市工商局工
作人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
示 ,对于预付行为 ,国家暂时
没有明确规定多大规模的机
构可以使用,所以目前的预付
门槛较低，造成一些培训机
构存在“圈钱”跑路的隐患。
家 长 要 尽 量 选 择 连 锁 大 品
牌，签订正规的合同，尤其要
注意合同公章是否与工商局
注册号相符合，最大限度避
免风险。

聚聚智智堂堂跑跑路路，，畸畸形形经经营营模模式式曝曝光光
名为收学费实为圈钱，预存式消费骗局层出不穷

在学校预存数万，就有免费课时相赠，到期还能如数返回，这
是济南聚智堂培训学校当初的承诺。可近日，不少家长预存的钱还
没返，济南的6家分校却关门了。截至19日，家长维权的微信群里已
达400多人，金额预计超过2000万。

有律师称，“聚智堂”或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由于其“擦边
球”性质，不到“跑路”等犯罪事实既成时，往往游离于监管之外，构
成隐患。

本报5月19日讯（本报记者
齐尚科）“我后悔，我应该

相信科学”……近日，广西贺州
市八步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
张某、冼某、黄某犯利用邪教
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案一审
进行公开宣判，判处三名被
告人1年至2年6个月不等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三人当庭认
罪服法、不上诉。

2015年9月8日下午，贺州
市八步区信都镇合面狮小区的
保安麦某发现，有人在合面狮
电厂宿舍区散发和张贴宣传资
料，上面有反党反政府、“法轮
大法好”等内容。麦某立即向信
都镇派出所报案。

接到报案后，公安部门
通过走访、调取监控录像等，
确定犯罪嫌疑人驾驶的摩托
车车牌，掌握了犯罪嫌疑人

的犯罪事实。9月11日凌晨，
民警在梧州市苍梧县石桥镇
抓获张某、冼某、黄某三人，
并在案发现场和张某、冼某
的住所扣押一批“法轮功”宣
传册子、图片、书籍、光盘、标
语等。

经查明，2013年开始，张
某、冼某共同出资购买打印机
等设备，在梧州市苍梧县石桥
镇南四街5号住处，通过非法
网站下载“法轮功”资料，打印、
裁剪装订、制作“法轮功”书刊
及宣传品。

2014年，张某、冼某携带
制作的宣传品，到梧州市苍
梧县石桥镇、沙头镇、梨埠镇
等地散发、张贴。2015年9月8
日，张某、冼某、黄某携带“法
轮功”宣传品到贺州市八步
区，在信都镇的合面狮电厂

宿舍区、马塘村、仁义镇街上
散发“法轮功”书刊、张贴“法
轮功”宣传单及标语。公安机
关 在 合 面 狮 电 厂 等 处 收 缴

“法轮功”宣传单及标语 1 8
份、“法轮功”书刊56册。

2016年3月25日，贺州市
八步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
这起案件。庭审中，三名被告
人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

“三名被告人明知‘法轮
功’作为邪教组织已经被取缔
打击。三人制作、传播法轮功宣
传品，数量已经达到了‘两高’
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数量标
准。”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刑
庭庭长陈梅娟说，被告人的行
为构成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
实施罪，但属于情节较轻，因此
依法作出判决。

三三人人印印发发张张贴贴““法法轮轮功功””宣宣传传品品获获刑刑

发现身边有安全隐患拨打12350举报

本报记者 张玉岩
主办：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动动火火作作业业的的隐隐患患
你你注注意意到到了了吗吗（（三三））

动火作业是指在厂区内进行焊接、切割、加热、打磨以
及在易燃易爆场所使用电钻、砂轮等可能产生火焰、火星、
火花和赤热表面的临时性作业。违规动火作业，极易导致
火灾事故发生。动火作业有哪些常见的隐患呢？

一是焊接车间无警示标志。焊接和切割区域必须予以
明确表明，并且应有必要的警告标志。二是动火作业区没有
配备灭火器材。动火作业区必须配置足够的灭火设备。

聚智堂济南万达旗舰校区，屋内空无一人。本报记者 戚云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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