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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假留学生”教育部提高来华入学门槛

文化/旅游

对于国际学生来华就读高等院校的资格，教

育部再次提高了准入门槛。6月10日，新修订的《关

于规范我高等学校接受国际学生有关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国际学生除符合报名

资格外， 还须满足最近四年之内有在外国实际居

住两年以上的记录。

如今， 随着留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国际高

考移民”乱象屡现，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高校的

招生生态。而在疫情影响下，留学生回流的情况更

加明显，此次教育部出台新规，无疑是对此类乱象

的进一步规范，也凸显了高校招生公平的重要性。

近四年在外居住两年以上

教育公平一直是我国社会的热点话题，

而近几年来，“国际高考移民”引发的不公平

的讨论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对此，教育部在修

订版的《通知》中，就对高等学校接受国际学

生申请进入我国高等学校本专科阶段学习作

出了多条补充规定。

比如，对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

人出生即具有外国国籍的学生以国际学生身

份进入高等学校本专科阶段学习的，除符合

学校的其他报名资格外，申请者还须满足最

近四年之内（截至入学年度的4月30日前）有

在外国实际居住两年以上的记录（一年中实

际在外国居住满9个月可按一年计算，以入境

和出境签章为准）。

与此同时，对移民并获得外国国籍后申

请作为国际学生进入我国高等学校本专科阶

段学习的，除满足报名条件外，也须持有有效

的外国护照或国籍证明文件四年（含）以上，

且最近四年之内有在外国实际居住两年以上

的记录。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居民在

移民并获得外国国籍后申请作为国际学生入

学的，应满足上述要求。

此外，对于目前在国内高中就读的部分

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的外国籍学生，

如不符合《通知》规定的在外国实际居住时间

限制，持公安机关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外国侨民，符合高考

报名条件的，可在有关省份申请参加高考。

教育部指出，高等学校应当严格依法审

查国际学生申请入学的国籍身份和报考资

格，对于国籍身份存疑的，应主动向当地设区

市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核查确认申

请人的国籍身份情况。高等学校可在《通知》

的基础上，制定本校的规定，对国际学生申请

入学的身份资格作出进一步要求。

堵住国际高考移民漏洞

这不是教育部第一次对国际学生入读高

校作出规定。早在2009年，教育部就出台了

《关于规范我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有关

工作的通知》，并在2017年和2018年先后发布

《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来华

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等文件。

为何一再强调国际学生入学规范呢？教

育部国际司负责人表示，近几年，出现了部分

学生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

即具有外国国籍，在中国境内接受基础教育，

以国际学生身份申请进入高等学校本专科阶

段学习的情况，受到社会关注。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

来，《通知》进一步明确了适用对象，遏制“本

土留学”现象，是否能全面制止“国际高考移

民”的乱象有待观察。

北京商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的确有不

少家长抱有拿着国际身份好考大学的心态。

“国内很多中产家庭在海外置业，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孩子的上学。”已在菲律

宾购买了房产的家长房女士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房价总价不高又可以拿身份，孩子有了

身份可先在菲律宾读书，当然我们优先考虑

国外大学，如果不行再以华侨生的身份回国

考，二本线约300分，一本线约400分左右。”而

这一分数，比国内部分省市的2019年分数线

低了超100分。

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中国留学生的选

拔方式可以归纳为四种：留学生入学考试、

“申请-审核”制、面试以及预科教育方式。每

一个选拔方式都需对汉语水平考试（HSK）成

绩、高中成绩等材料进行审核。但部分高校仍

然不设考试，仅凭汉语水平考试、高中成绩、

面试等方式进行选拔。

今年疫情期间，北京大学曾发布通知，

决定取消2020年外籍留学生入学考试项目

笔试环节，对符合报考要求的留学生进行远

程面试。

“不论哪种选拔方式，重要的是对申请者

水平的考察，如果招生门槛低、申请者水平也

低，就会出现‘混文凭’的现象，国际高考移民

的状况也不会改变。”熊丙奇直言。除去身份，

核心的问题是要解决国际学生的培养标准，

高校要把国际学生的培养标准适度与国内学

生看齐，严格淘汰，重视质量。

维系主体教育公平

提高国际化水平是我国适应教育新形势

的需要，教育部曾计划到2020年，接收来华留

学生的规模扩大到50万人。

“在保量的基础上也要有质。”熊丙奇补

充道，高校要提升自身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体

现出留学生教育的公平性和真正意义。事实

上，就在上个月，教育部明确，不盲目追求国

际化指标和来华留学生规模。

如今，在疫情影响下，留学生出现回流的

情况，未来参与高考的人员或更加多元化，而

招生的公平也越发重要。

今年两会期间，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就

在提案《关于规范外国留学生招生政策 防范

国际高考移民的建议》中指出，随着留学生人

数的增加，外国留学生录取标准的“超国民待

遇”问题受争议，国际高考移民现象破坏了高

校留学生的招生生态。

在提案中，俞敏洪也建议称，改进外国留

学生招生培养机制，转变留学生教育的发展

思路，尽快降低对高校留学生数量指标的要

求。高校要承担对申请者严格审核的责任，并

确立外国留学生学业水平基准，尽快完成我

国留学生学业考试的体系设计、操作模式选

择、考试标准及内容界定。

留学行业资深从业人士、北京卓出教育创

始人刘翟坦言，市场上甚至有专门运作国际生

身份的公司。但中国对国际学生身份的认定已

经越来越严格，各高校在国家政策基础上有自

己的针对性政策，大方向上都在收紧，也在通

过留学生考试、面试和高考体系进行着认定。

这是维系主体教育公平性的重要措施。

北京商报记者 刘斯文

任天堂30万账号被黑 还能愉快建岛吗
北京商报讯（记者 魏蔚）6月10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

网信办”）指导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约谈新浪微博负责人，针对微博在蒋某

舆论事件中干扰网上传播秩序，以及传

播违法违规信息等问题，责令其立即整

改，暂停更新微博热搜榜一周，暂停更新

热门话题榜一周，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

这不是网信办首次约谈新浪微博，也不

是第一次要求新浪微博停更热搜。以娱

乐影视营销为主要看点的热搜榜停更，

意味着微博商业价值的损失，这对营收

利润双降的新浪微博，无疑是雪上加霜。

按照国家网信办官方微信公众号信

息，微博热搜榜暂停更新时间为6月10日

15时-6月17日15时，热门话题榜暂停更

新时间为6月10日15时-6月17日15时。

北京商报记者在6月10日17时许登录

新浪微博发现，微博热搜和热门话题榜页

面均显示“实时热点，更新于2020-6-10

15：00：00”。对此，微博相关人士向北京
商报记者回应：“微博将严格落实管理要

求，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违法违规信

息管控，健全完善内部审核处置流程，积

极维护网上传播秩序，构建微博社区的

良好生态。”

事实上，监管收紧不是新浪微博唯

一的“紧箍咒”，在业绩、产品、竞争方面，

新浪微博也有不少烦恼。

2020年一季度，新浪微博营收3.23

亿美元，同比下降19%；净利润5210万美

元，同比下滑65%。分业务看，新浪微博

的广告和营销营收2.75亿美元，同比下

降19%。其中，来自大客户和中小企业的

广告和营销营收2.48亿美元，较上年同

期的3.25亿美元下降24%。营收的下滑

主要与新冠肺炎疫情对整体广告需求的

负面影响、置换交易相关营收的同比下

降和汇率的不利影响有关。

新浪微博增值服务营收4800万美

元，同比下降17%。主要与直播业务的营

收下降有关，其影响被会员业务营收的

增长部分抵消。

“新浪微博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是

严重依赖广告，这样的企业在遇到‘黑天

鹅’事件后的抗风险能力不高。另外，新

浪微博在互联网广告市场占有的份额其

实不大，字节跳动、快手这类平台的市场

占有率扩大，对新浪微博是一个不小的

挑战。”比达咨询分析师李锦清表示。

不过，微博的用户数据表现尚佳。财

报显示，2020年3月微博月活跃用户数

5.5亿，较上年同期净增约8500万；2020

年3月平均日活跃用户数为2.41亿，较上

年同期净增约3800万。

在李锦清看来，“新浪微博之所以在

社交平台以及娱乐营销领域保有一定的

地位，跟它对热门事件的传播、多年积累

的用户规模以及定位有直接的关系。热

搜榜、话题榜停更一周时间不长，可能不

会直接影响到营收，但是如果频繁被相

关部门点名，肯定会让新浪微博的商业

价值受损”。

在产品层面，新浪微博的对手也在

不断施压。2019年至今，社交一直是互联

网企业的热门阵地，腾讯、阿里、网易等

都曾推出新产品试水，新浪微博也上线

了独立App“绿洲”。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短时间内互联网企业对下一代社交阵地

的竞争不会降温。

停更热搜一周 微博添新愁

新增14万被泄露账户

事件源于今年3月，彼时有用户反映称，自己

的账户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被收取数字物品费

用。随后，任天堂建议用户启用双因素认证，但并

没有说明存在账户被泄露的情况。

直至今年4月，任天堂才公开承认了出现

大量账号被不当访问的情况，并公开了针对

“NS账户大范围异常登录”调查的初步报告，约

有16万账号通过NNID被非法登录，泄露的个

人信息包括账号所有者的姓名、电子邮件地

址、出生日期和居住国等。

6月9日，任天堂再次就账号被入侵一事

发布更新声明，称又发现14万个账号存在被

泄露的情况，目前已重新设置了这些账号的

密码。庆幸的是，根据任天堂的说法，在以上

被泄露的账号中，仅有不到1%进行过不正当

交易。

对于后续，任天堂方面表示，目前已联系

到相关用户并追加了新的安全对策，对各国受

影响用户的退款程序正在持续进行中，其中大

部分用户的退款处理已经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任天堂在今年首次

被指出出现信息泄露，该公司还曾在今年5月

被曝出Wii游戏主机的软件源代码以及硬件设

计文档泄露一事，包括Verilog文件、固件源代

码、PC/芯片设计图等均被泄露在网络上。

火爆的另一面

近期以来，由于《集合啦！动物森友会》等

游戏的火爆，任天堂的业绩颇为亮眼。2019年

4月-2020年3月31日期间，任天堂净销售额

13085.19亿日元，同比增长9%；经营利润

3523.7亿日元，同比增长41.4%，而《集合啦！动

物森友会》截至3月31日已实现总销量1177万

份，成为Switch游戏史上最畅销游戏。

同时，任天堂的Switch也一机难求。

VGChartz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5月25

日，索尼的PlayStation2售出了1.5768亿台；任

天堂DS全球销量第二，为1.549亿台；而Switch

去年7月时的数据为3600万台，现在的全球销

量已达到了5589万台。

但在火爆的另一面，此次的账户入侵事件

无疑给任天堂敲响了安全警钟。

事实上，除了账号被泄露引发争议之外，任

天堂还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除了老对手

索尼PS、微软XboxOne之外，前久游网北京研

发中心副总经理米守春指出，还有其他厂商也

对主机游戏市场虎视眈眈。此前，维尔福集团就

曾推出“Steam主机”，对主机游戏市场现有格

局进行挑战。

而今年特殊的市场环境也让任天堂面临着

新的考验，如果疫情持续时间延长或进一步恶

化，必要零部件的产品供应链可能会中断，同时

也可能导致游戏的开发进度受到影响，特别是

对海外子公司的影响比日本国内公司更难预

测，公司预测下一财年的销售额和营业利润将

分别同比下降8.3%和14.9%。

待开发的市场

至于未来，任天堂将目光锁定在了中国市

场。去年12月，任天堂正式发售由腾讯代理的

国行Switch。

游戏行业分析师赵泉表示，国内主机游戏

市场巨大的潜力是任天堂一直以来尝试进入中

国市场的原因。据研究机构NikoParther统计，

2019年我国主机游戏市场规模达到8.5亿美元，

同比增长10.82%。到2023年，这一数字预计将

达到15亿美元，主机游戏市场规模将突破百亿

元，玩家的数量也将突破2500万人。

不过，淘宝Switch官方旗舰店显示，各款

式游戏机月销量合计共7000余台，与任天堂百

万计的全球总销量相比确实微不足道。而在国

行Switch的官方网站上，目前只有5款游戏在

售，其中2款于2020年5月底才刚刚上线，较少

的游戏难免影响到玩家的选择。

资深玩家王浩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玩家

中不满的声音很大，我们可以理解游戏上线

周期长，但半年只有3款游戏也太少了。不过

也有随便玩玩的轻度玩家，他们觉得现在这样

也还行。”

“对于任天堂来说，借助腾讯进入中国市场

是一大突破，而国行Switch眼下的销量对二者

都没有太大影响，它们更多的是在等待针对主

机游戏的明确政策指导，以便在未来获得更好

的发展。”米守春如是说。

主机游戏之外，任天堂对移动端游戏也有

谋划，并曾计划每年上线2-3款手机游戏。任天

堂社长古川俊太郎对外表示，任天堂主要考虑

的是如何利用手游业务来推动任天堂IP的发

展，以促进任天堂整体业务的最大化。

对于这一策略，米守春表示了认同，“任天

堂的核心粉丝非常稳定，用手游的方式去吸引

更多玩家有利于扩大影响力。如果国行

Switch能借助腾讯的游戏运营经验将手游玩

家转化成主机玩家，那么未来的市场表现可以

期待”。

针对此次账号被入侵事件以及今年的发展

规划与实施进程，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任天堂方

面，截至发稿时，对方暂时未予以回应。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实习记者 耿文婧

任天堂的账号入侵事件有了最新进展。6月9日，根据任天堂公布的结果，此

前大约有16万账号通过NNID（Nintendo�Network�ID）被非法登录，然而在进一

步的调查中又有14万账号被发现也曾通过NNID被非法登录， 累计共有30万账

号被入侵。这对于在疫情期间坐享Switch红利的任天堂来说，无疑是一次警钟。

要求：除符合学校的其他
报名资格外， 申请者须满

足最近4年之内有在外国

实际居住2年以上的记录。

要求：除符合学校的其他
报名资格外，仍须持有有效
的外国护照或国籍证明文

件4年（含）以上，且最近4
年之内有在外国实际居住2
年以上的记录。

要求：如不符合《通知》规
定的在外国实际居住时间
限制，对于在中国定居并持
有公安机关签发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
留身份证》的外国侨民，符
合高考报名条件的， 可在
有关省份申请参加高考。

要求：对国籍不明晰的
学生，高校或学生本人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籍法》 进行判断或向
当地设区市以上公安机
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核查
确认国籍身份情况。

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
民、本人出生即具有外国国籍

移民并获得外国国籍后
申请作为国际学生进入

目前在国内高中就读的部
分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
的外国籍学生

高校在招收国际学生时不明
确学生国籍， 或学生本人不明晰
自身国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