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理人2011年06月24日 星期五
编辑：丁明豪 E-mail：dmh6866@sina.com 校对：高秀峰 美编：马丽

2008年5月1日，纽交所上市公司康宝莱总裁兼首席营运
官彭阁瑞由于学历造假正式辞职。

就彭阁瑞在个人简历中虚报学历，康宝莱公司董事会进
行了调查。

彭阁瑞在他的简历中称他是工商管理硕士（MBA），但他
上周承认，他从来没有完成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MBA
课程。

彭阁瑞一事源于Barry Minkow对于他个人背景的调查，在
媒体的追问下，他不得不承认事实。Minkow在旧金山开设的欺
诈调查研究所此前一直调查康宝莱公司。Minkow目前抛空康
宝莱股票，这意味着他认为康宝莱未来股票价格将下跌。

康宝莱是销售营养补充剂和减重产品的公司。公司表示
“鉴于该公司以最高标准在商业道德的坚定承诺”，除了接受
彭阁瑞的辞职公司别无选择。

王路/文

康宝莱总裁承认学历造假辞职

200 多企业高管花钱买了假洋
文凭。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
院的消息证明了这一事实。

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透
露，今年 1 月至 5 月，该院共受理利
用国外假学历实施的诈骗犯罪 7
件，相关案件的受害人数达 339 人，
其中八成都是企业高管。

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发生在
去年的新华都集团总裁唐骏学历造
假门事件也曾牵出一批学历造假的
企业高管。

国内知名人才评价专家、中智
人才发展与评鉴（北京）中心总经理
唐为民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频繁出现的职业经理人学历造假事
件，折射出我国对于企业经营管理
人才的评价理念、评价机制、评价方
式和评价工具等方面还比较落后，
科学的职业经理人能力评价体系和
评价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学历决
定企业高管命运的情况还没有从根
本上得到改观，假文凭还有其存在
的土壤。

受欢迎的山寨文凭

不用上课和考试，就能拿到博
士学位。

这是山寨洋文凭最大诱惑，也
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许多拿到山
寨版洋文凭的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这
是一个骗局。

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案
件承办人饶明党介绍，上述 7 件诈
骗案件受害人的受骗经历都比较相
似，都是受害人接到声称能办理美
国某些高校工商管理专业硕士或博
士学位证书的电话或短信，对方称
只要支付一定费用，无需上课，也不
用参加考试或论文答辩，便能获得
相关证书。
“一般来说，想走这种捷径获得

国外高校硕士、博士学位的受害者
本身英语水平有限，也不知道应该
通过哪些正规的渠道去核实上述高
校证书的真实性。当犯罪嫌疑人点
开相关‘山寨网站’或盖上相关印章
时，他们往往会轻信犯罪嫌疑人所
说的高校和证书是真的。”
“这些费用少则两万元，多则 19

万元。对管理专业感兴趣并能够支
付高额费用的一般为企业高管人
员，涉案的受害人中，八成是企业副
总经理以上级别的高管人员。”

据了解，这些山寨大学通常都
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比如美国哥伦
比亚国际学院、美国休斯顿大学、美
国亚伯拉罕·林肯大学、美国瑞恩斯
大学、美国斯特夫大学、加利福尼亚
美洲大学等等，这些名字对那些“受
骗者”来说具有非常大的诱惑力。

去年 7 月初，“打假斗士”方舟
子通过其微博揭发新华都总裁唐骏
学历造假，指证唐骏获得博士学位

的美国西太平洋大学是没有获得认
证的卖文凭的学校，被称为“文凭工
厂”。
争论中，唐骏的母校迅速成为

热议焦点，网友甚至翻出了一份名
为《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工商管理博
士（DBA）三班学员通讯录》的名单，
名单上有数十人，大多在国内的企
业、研究机构、媒介等领域担任董事
长、总裁等要职。
随后，蒙牛乳业于港交所发布

了一则简短澄清公告，称蒙牛乳业
执行董事丁圣仅在南开大学的工商
管理专业进修完成相关课程，而非
毕业于该大学及持有其工商管理硕
士学位。因此，之前发布于 2010年 6
月 26 日及 4 月 30 日的相关公告及
通知函，对丁圣的简历描述有误。这
是唐骏“学历门”发生后，第一个上
市公司对其高管学历做出的更正。
紧接着有数十家企业的高管悄

悄在网上更改了其简历中的学历。

职业经理人资格证书内幕

其实不只是假洋文凭大有市
场，假洋职业经理人资格证书也很
受一些企业高管的青睐。一位曾经
在中国企业联合会职业经理人资格
认证管理办公室担任过领导的人士
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讲述了职业经
理人资格认证市场的一些“内幕”。

他举例说，“世界经理人认证中
心”就是典型的假洋认证，该网站声
称：“圆园园缘 年蒙代尔先生以其独特的
战略眼光亲自打造世界经理人资格
认证体系……”但同时在该机构的
《资格认证标准》中居然有“忠于祖
国、忠于人民、忠于职业经理人事
业”这样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字
样，而该《资格认证标准》中的很多
内容竟然与中国企业联合会正式向
社会发布的《职业经理人资格认证
标准（圆园园苑版）》一字不差。他表示，
像这样水平的造假，以企业高管的
水平是很容易发现的，但令人遗憾
的是居然有很多企业高管持有这样
的“资格证书”。

他介绍说，这些假职业经理人
资格证书通常有三个特点：一是利
用人们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
成的“官本位”观念，冒用国家相关
政府部门名义；二是利用企业和职
业经理人急于与国际接轨的心理，
冒用国际知名机构或知名人士的名
义；三是利用社会上崇拜权威的心
态和信息不对称，到境外注册名字
与国家机关及国际机构类似的离岸
公司。而且越是“野鸡”认证机构，其
名头就越唬人。这其中不仅有冠以
“国家职业经理人”、“中国职业经理
人”、“国际职业经理人”、“注册职业
经理人”等字样，也有以“白金版职
业经理人”、“黄金版职业经理人”等
名头招揽人气的；更有甚者，居然堂
而皇之地把国徽印在证书的封面
上，以造成国家认可的假象。

据这位人士透露，不仅这些假
认证大有市场，甚至有不少企业高
管通过种种关系找到中国企业联合
会职业经理人资格认证管理办公室
希望多花一些钱，不经过正规程序
通过认证。但是“我们当时做得非常
严肃，从来没有给任何人通融过。”

国企是假证书的重灾区

2008 年 6 月 12 日，一起以“院
士评选”为名诈骗敛财的案件在北
京市海淀区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人
关制钧虚设“中国管理科学院”非法
吸收“院士”，借机收取高额“评审
费”。包括众多著名国企高管和高校
教授在内的 50 余人上当受骗，受骗
金额达 280 余万元。
被告人关制钧承认其主要的行

骗方式就是“钓鱼”。这些“鱼”主要
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老总，也包括
一些高校领导、教师以及私营企业
主。关制钧称，“这些人的信息都是
从网络上搜索来的，就是在网络上
搜索大中型企业的名称，这些企业
都有自己的网站，在网站上有这些
企业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称、在其
领域取得的成绩还有通讯地址，这
样我们就给这些单位发函。”
法庭审理显示，受骗者中，企业

高管成为最大群体，甚至于一些知
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高管，也赫然
在列，大都被骗取了数万元不等的
金额。负责侦办此案的海淀区检察
院的检察官何柏松说，有些受骗者
甚至很清楚这个“中国管理科学院”
是个骗人的把戏。
据关制钧供述，这些企业高管

获选的惟一标准是是否缴纳了“评
审费”。而法庭审理结果显示，最高
多达 15 万元“评审费”多数是由公
款“埋单”。
事实上，无论是在此次 200多名

企业高管购买假洋文凭事件中，还
是在去年被曝出的唐骏“美国西太
平洋大学的同学”，其中，“受骗”高
管都是以国企高管居多。对此，耶鲁
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陈志武指出：“国
有经济比重越高、官僚化程度越高
的社会，必然会越看重文凭，甚至是
机械地只认文凭。因为国企与官僚
机构的委托代理问题远比私企严
重，私企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不用
太在乎文凭这种表面的东西，但国
企、官僚机构不能这样。所以，社会
文化也慢慢变得机械，于是就有唐
骏与美国西太平洋大学这样的奇
闻。

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大型国
企董事长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国有企业中对文凭和证书这些“硬
件”还是比较重视的，这些假洋学历
不仅“显摆”、“充门面”，而且在提职
的时候很可能是必需的“硬杠杠”，
因此，一些学历相对较低的高管非
常希望能够拿到“过硬”的文凭，但
真要他们去考，他们不一定能考得

上；即使考上了，也没有时间学习。
而且，对于国企高管来说，报销“学
习和培训经费”相对来说是比较容
易的。这样一来，就为宣称“短期内
能迅速获得学历”的假洋学历诈骗
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改造职场生态

唐为民向《中国企业报》记者分
析了假洋文凭“生意兴隆”的深层次
原因。

根据多年来为众多企业选择和
任用高管提供咨询的经验，他得出
的结论是，由于还没有形成和普及
科学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选拔任用
机制，在许多企业中还很大程度地
存在着“重学历、轻能力”的现象，国
有企业中这种问题尤其突出，这种
导致了一些企业高管挖空心思地想
去拿到“超越别人”各种文凭和证
书，而且有“越高越好”、“越洋越好”
的倾向。

事实上，对于在企业高管任用
和评价过程中存在的“重学历、轻能
力；重资历、轻业绩”的问题，早已引
起了国家有关方面的重视，中共中
央、国务院在 2003 年下发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中，就
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并提出通过
“探索社会化的职业经理人资质评
价制度”，以形成适合企业经营管理
人员的评价机制和办法。

中国企业联合会职业经理人资
格认证管理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中
国企业报》记者介绍说，从近年来的
实践来看，我国企业中正在建立和
形成以能力评价为导向的职业经理
人考核作用机制。从去年底进行的
一项调查结果来看，目前有八成以
上企业在招聘时会借助相关测评工
具对职业经理人进行测评，而只有
16.3%的企业从不借助相关工具对
职业经理人进行测评。这一结果表
明，大多数企业在人才选拔过程中
越来越注重科学化和规范化。

该调查同时显示，民营/私营企
业及外商合资/合作企业更多通过实
战的角度考察职业经理人，这两类
企业中均有超过 40%的企业，会通
过案例分析对职业经理人进行测
评。

这位负责人同时表示，尽管中
央在 2010 年再次发文重申要建立
社会化的职业经理人评价制度，但
目前这项工作进展情况并不是十分
顺利，其根本原因，就是“官本位”的
传统意识对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
业的影响深重，许多职业经理人非
常希望能够拿到“国家”颁发的证
书，而对于协会组织特别是民间机
构进行的资格认证认可程度不够，
认为只有“国家”颁发的证书才够权
威。而事实上，国家的官方文件已经
明确表示，政府部门不会参与到具
体的职业经理评价和认证工作中
来。

经理人学历造假的
真相与逻辑

丁是钉/文

人本观察

假洋文凭
是一种伴生现象

本报记者 丁明豪 /文

在社会对多位政府官员和央企高管进入中国工程院院
士候选名单的质疑声还没有消退的时候，又传出200多位企
业高管高价购买假洋文凭的新闻。这很容易让人意识到假
洋文凭和真院士之间存在的必然逻辑关系。

从去年唐骏学历造假事件牵出多名企业高管到“野鸡”
大学镀金，到今年曝出200多位企业高管“受骗”买到假洋文
凭，期间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到底有多少企业高管把假文
凭当作敲门砖或者是护身符，显然是一个难以核实的数字。
但期间的逻辑关系并不难被发现———当企业高管的镀金需
求和骗子的赚钱需求找到一个“共赢”的结合点之后，一种
共谋的市场便“应运而生”。

而在这样一条“定理”之外，还有一条“推论”———企业
高管可以通过报销“培训费”的方式，让企业为自己的假洋
文凭“买单”，而后又通过假洋文凭挣得荣誉、地位等超额
“回报”。面对这样一条无本万利的价值链，又有多少援用
“花公家钱办自己事”权力的人能够不为此动心。

当然，在这样一条黑色价值链背后，还有长期形成的
“重学历、轻能力；重资历，轻业绩”的理念和规则，让许多企
业把文凭等证书作为选拔和任用高管的硬指标，由此导致
众多职业经理人把精力用在了谋取“更高层次”的文凭和证
书上，假洋文凭和假洋证书泛滥也就成了必然。

回顾一下央企高管候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新闻，可以
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贴近本质的判断。

5月底，中国工程院公布了201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
有效候选人名单，在工程管理学部的44名有效候选人中，入
选的企业高管总计达到17人。这其中包括，中石化董事长傅
成玉，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曹耀峰，中国电力投
资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张晓鲁等多名央企高管。

像以上这些能力和业绩突出的职业经理人都在追求企
业经营业绩以外的荣誉和光环，更何况那些能力和身份都
相差甚远的职业经理人，就更难免会对这些荣誉和光环趋
之若鹜。

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讲，职业经理人购买假洋文凭应
该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一方面买文凭和证书比提升业绩要
简单得多和直观得多；另一方面，在一个假证书泛滥的环境
下职业经理人显然会抱有法不责众的心态。这也就是为什
么当唐骏的假洋文凭被方舟子揭穿后，会觉得有些“委屈”。

事实上，在假洋文凭泛滥的背后既有体制病，也有社会
病，要从根本上治疗同样一种长期形成的顽疾，必须先从政
府部门彻底改变人才选拔任用中的“唯文凭论”开始。在这
一点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以其中专学历公示于世人，让
人感觉是何等的真实与真诚。当然，仅靠个人的诚信似乎还
难以扭转假文凭的不良风气，因此人们更关心的是国家有
关方面会不会出台整治措施。

相关链接

练卫飞 被疑造谣涉矿

ST零七可谓深市里元老级别的一只股票，公司于 1992
年 4月在深交所上市，上市 19年股票名称经历了：深达声、
ST达声、G深达声、ST零七。公司的主营业务也发生多次变
更。不过由于业绩不佳，公司一直游离在资本市场的边缘。

但近日，凭借非洲马达加斯加大型海滨砂矿开采权注
入绯闻，ST零七名声大噪，不过，其董事长练卫飞却被认为
涉嫌造谣。

从该公司的主营变更也可以看出，无论是 90 年代初的
音响潮，还是 2000年初房地产潮，ST零七确实把握了市场
热点，但却未能成功改写命运。就在公司已经被资本市场边
缘化的情况下，突然出现“董事长练卫飞公开造谣称涉矿”
的新闻。

今年 6 月初有报道称，“由广东广新矿业资源集团有限
公司和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组成的合资公司已
投得马达加斯加大型海滨砂矿开采权，并已顺利投产”。消
息公布后，ST零七连续 3个交易日涨停。

而向媒体释放这一消息的是公司董秘练卫飞，其也是
公司董事长，更值得关注的是，练卫飞持股 2500万，为公司
第二大股东，其也被认为是股价大涨的直接受益人。

但 ST零七却对上述注入传闻予以澄清，称合资公司由
广东广新矿业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2%，练卫飞仅持股
48%，练卫飞目前没有就该项目对上市公司进行资产注入、
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计划。

对此，有证券方面专业律师表示：“这样的局面只能有
两个可能：主动炒作，他(练卫飞)可以从中获利；或者他没管
好嘴，导致消息提前泄露；而无论是哪种情形，他身为公司
的董事长兼董秘，都应当追究责任。” （许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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