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下午，锦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位于银
石广场21 楼的成都青麦公司办公地，对
青麦展开调查。执法人员搜集了部分青
麦公司的宣传资料。这是自 7 月 11 日以
来，工商部门对成都青麦公司的第三次上
门调查。

昨日上午，在连续多次接到工商部
门要求其上门接受调查的通知后，成都
青麦公司相关负责人终于来到锦江区市
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执法大队接受调
查。在接受调查时，对于之前成都商报曝
出的公司内部 78 页的“话术”，涉嫌虚假
宣传及误导学员的问题，该负责人否认
是公司的内部资料。而在 7 月 18 日该负
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这确实是

公司的“内部资料”。
连日来，多名学员向成都商报记者

反映成都青麦公司存在的问题，这些问
题包括公司涉嫌虚假宣传、诱导学员贷
款以及培训无相关资质等。据学员反映
及成都商报记者调查，成都青麦公司向
学员承诺“保证就业”“直接输送到企业”

“工资 4000-6000 元”，但学员培训结业
后，工作问题无法保证；在诱导学员贷款
方面，成都青麦公司曾向学员宣称“找到
工作且转正后才付贷款”，但实际上学员
在贷款 6 个月后，无论是否找到工作，都
必须支付贷款；成都青麦公司的公开工
商资料显示，该公司并无相关职业技能
培训资质。这些问题还有待相关部门进
一步调查。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多名曾在成都
青麦培训基地参与培训或正在参与培训
的学员处得知，从7月25日开始，青麦已
开始陆续与学员签订《培训协议之补充协
议》，该协议规定，解除学生的贷款合同，
但学员需要再支付5000元~17000元不等
的“课时费“和“补贴费”。

这份《培训协议之补充协议》被学员
们称为“退费协议”。根据学员描述，这份

“退费协议”为学员给出了两种选择：一、
继续培训，培训结束合格后青麦帮其推荐
工作，在没找到工作前，由青麦代付贷款，
找到工作后再偿还；二、终止培训，由青麦
代为解除学员的贷款合同，但学员需要支
付青麦一笔“课时费”和“补贴费”，金额从

5000元到17000元不等。
学员小宁（化名）签署了这份协议，

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从今年 6 月开
始参加培训，交了 26980 元的培训费，需
还贷款 3 万多元，了解到成都青麦公司
可能不但不能为他们找到工作，还会让
他们背上债务后，他和很多同学都停止
上课，找青麦协商。前日下午，他与成都
青麦公司签署了有关培训协议的补充协
议，“协议中大概内容是说解除我的贷款
协议，贷款费用由青麦负责。”小宁表
示，他还需要支付一定的“课时费”，包
食宿的学员支付 8000 元，没有包食宿的
支付 5000 元，可以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
偿还给成都青麦公司。

7月22日上午，成都青麦公司培训基
地内，在UID班学习并还有一个月就将毕
业的小史和班里多名同学，向青麦提出了
退还培训费用的要求，现场未获答复。随
后，小史等25名同学选择了放弃培训，回
家等待青麦的答复结果。这个只有27人的
班，有25人选择放弃培训。

当天，在青麦成都培训基地，小史和
多个学生向青麦提出了退还培训费用的
要求，还向高新警方报了警，几名民警在
现场进行了调解。“要求退还培训费有几
个原因，一是我们认为他们没有培训资
质，另外从前期毕业的学生看，也很难找
到工作，同时老师也显得水平不够，学不

到太多东西。”
对于学员提出的退费要求，培训基地

一负责人表示将在近期给学员一个解决
方案。

22日下午，小史等25名学员走出培训
基地。“我们暂时计划回家，等候他们的答
复，也会咨询一下律师，看看还有什么其
他办法。”小史所在的UID班于今年6月1
日开班，已培训近两个月，还有一个多月
学员就将毕业。为何不继续学完呢？多名
学员表示，目前已了解到青麦存在的一些
问题，此前也有已毕业未找到工作的学员
在讨说法。“与其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再来
找他们扯皮，不如现在就把问题解决了。”

工商执法人员调查 青麦否认部分证据

学员要求退费 一个27人的班25人放弃培训

可签协议解除贷款合同 但学员还得交“课时费”

“ 保 证 就 业 ”“ 工 资 4000~6000
元”……多名大学生被成都青麦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的承诺吸引，办理贷款
支付高额培训费，但培训结束后不仅
工作没找到，还欠下数万元贷款（成
都商报近日连续报道）。昨日，在工商
部门的持续调查下，青麦公司负责人
首次来到锦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执法大队接受调查。为进一步调
查，执法人员昨日下午再次来到成都
青麦公司办公地。这是自7月11日以
来，执法人员第三次上门调查。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多名学员
处获知，青麦已与部分学员签订《培
训补充协议》，该协议被学员称为“退
款方案”。学员透露，该协议提出为学
员解除之前的贷款合同，但学员仍需
支付5000至17000元不等的“课时费”
和“补贴费”。

成都商报记者 胡挺 张肇婷 杜玉全

大学毕业生工作没找到
倒欠3万多培训费

对于师资力量，青麦学院的官方网站上宣称，这
是“中国最具规模和体系的全职师资团队”，并挂出
一些导师的照片及从业经历，如青麦首席教育官马
昆、互联网IT运维特聘导师韦炜、研究院副院长陆
峰、电商导师苏宸琦等人，都有丰富IT行业工作经
验。除了这些导师，更多“名师”则只有照片和英文名
及简单介绍。

在上述有名有姓的“名师”中，成都商报记者调
查发现，这些“名师”除了出现在青麦官网的师资团
队中，还同时出现在一家名叫西安航软软件服务外
包基地的网站上，其中马昆任职“西安航软基地特聘
高级讲师”，陆峰是西安航软基地特聘项目经理，苏
宸琦则为西安航软高级电子商务实训导师，韦炜是
高级IT运维实训导师。记者多次拨打西安航软软件
服务外包基地的6个服务热线，电话提示为空号或
一直处于通话中，连续三天都无法联系上该公司。

前日和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两次来到成都
青麦公司位于银石广场21楼的办公室，试图求证
此事，但工作人员称公司负责人都不在。记者拨打
该公司负责人田女士的电话，电话处于关机或无
人接听状态；该公司另一名负责人杨先生在电话
中称在外办事，挂断了电话。随后记者多次拨打，均
无人接听。

“可能发生的问题要提前防范”

从 2005 年至今，李娟已经在市社保局社
保基金个体征集处工作了十余年了。十年来，
经她处理的信访事项，每一件都有回音。

每接到一起信访事项，看完转来的诉求内
容，她都会多次打电话给信访人或者约他们面
谈，一边核实诉求，一边详细了解。李娟说，“因
为社保领域政策性专业性很强，又加上信息掌

握不对称，不少时候信访人表达的内容与他的
真实诉求有出入，所以必须一遍又一遍、细致
再细致地询问，尽可能把问题在初信初访的时
候解决掉，防止问题由小拖大，由大拖炸。”

相比于经办信访部门转交的信访事项，她
更希望“防患于未然”。去年年初，她和同事组建
了一个“成都市个体征缴工作”的微信群，把所有
区市县负责个体征缴的业务骨干都拉进了群。

“大家可以在群里交流具体问题，讨论问题的政
策适用，然后共同形成解决该问题的思路和方
案。大家统一政策解答，统一办理流程，就可以让
信访问题少发生。”例如，“不同区县但情况相同
的两个人，如果在办理社保时因经办人的业务
能力而得到不同的答复，一个诉求得到满足，另
一个被拒绝，被拒绝的这位肯定有意见……”

“把群众的事当家事，把群众的信当家信”

做信访工作，李娟在意的是“案结事了，而
不是结案了事”。她说只要做事时走心，用为亲
友办事的态度去为信访群众办事，事情都有解
决的办法。“在法规、政策范围内能满足的诉求

就想办法解决，无法满足的，就给对方讲清楚，
一次说不好就多说几次，争取对方的理解。”

2012 年，成都市全面启动解决集体所有
制企业等退休人员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办
理工作。李娟想到她曾多次办理类似信访事
项，那些信访者的问题还没得到解决。于是她
从大量卷宗资料中梳理出13个可能符合参保
条件的人，然后逐一电话告知，曾经无法解决
的问题现在有政策支持了。因为李娟的用心，
13人中已有11人成功参保。文章开头所提到
的高大姐，就在其中。

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了十余年，不少信访者
已成了李娟的熟人甚至朋友。前些日子曾有一
位老太太提着一串葡萄给她送到办公室，说李
娟曾经接待过她。李娟说不能要，老人趁她不
注意，把葡萄放在她办公桌上就走了。“还有一
个老人来工作区找我，就是为了告诉我，她现
在生活过得很好，每月能拿到养老金，医疗待
遇也有所保障……她就想来跟我拉拉家常，证
明她信任我喜欢我，这让我感到一种成就感，
这也是一种幸福感。” （李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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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麦负责人接受工商部门调查
工商部门表示，一定会调查清楚此事，给媒体和公众一个交代

青麦与部分学员签协议提出解除贷款合同，但仍需付“课时费”和“补贴费”

二本院校在川
录取调档线排名出炉

昨日，记者从省高考录取场获
悉，本科二批于 25 日下午已投档开
录。其中，文科调档线排名前10的院
校（含同分院校）分别为：上海海关学
院554分、四川外国语大学553分、浙
江传媒学院 551 分、西安外国语大学
551分、广东财经大学549分、中国计
量大学548分、西南民族大学547分、
天津师范大学 546 分、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546分、江苏师范大学546分、温
州大学 546 分、山东中医药大学 546
分、广东金融学院 546 分、海南大学
546分、重庆师范大学546分。

理科调档线排名前10的院校分别
为：安徽医科大学582分、温州医科大学
570分、广东财经大学566分、福建医科
大学557分、贵州医科大学554分、上海
海关学院553分、重庆医科大学551分、
昆明医科大学551分、西安外国语大学
550分、徐州医科大学547分。

本科二批录取期间，还将完成对
口高职、一类模式、藏彝文加试、预科
的录取，还将完成免费师范幼教专科
录取、五年制转录（“三转二”）、藏区

“1+2”转录等工作。预计29日征集本
科二批志愿。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赵雨欣
实习生 王丹

“我在意的不是事情是否办结，而是问题是否解决”

“高大姐，您可以按规定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了。”远在
上海的高大姐接到李娟的电
话时非常惊讶，她不敢相信
成都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还
记着她的事。告诉她这个消
息并帮她解决医保问题的，
是成都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
李娟，一个曾经经办她信访
事项的人，一位“在意案结事
了，而不是案结了事”的信访
事务工作者。

成都市社保局 李娟

7月22日才结束培训的另一名UID培训班的
学员小宇（化名）说，前日，青麦的老师拿了这份协
议来，但他没签字。“他们说，如果签的话，之前的
贷款合同就解除了，钱也不用还了，但还要给‘课
时费’和‘补贴费’，这笔费用一共17000元。”小宇
说，他参加了三个月培训，每月青麦发给他2000元
补贴，补贴一共是6000元，“相当于课时费值1万1
千元？这太贵了。”小宇说，目前他们班仅有3人签
署了这份协议，多数学员不接受这样的“退款条
件”。“他们没有做到入学时的承诺，好多学员毕业
了也没找到工作，现在还要收‘课时费’，我们无法
接受。”一名已毕业的学员说。

有学员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签署这份协议时，
协议上还有“保密条款”。成都商报记者获得的一份协
议照片显示，在《培训协议之补充协议》上，有保密条
款：甲乙双方保证不对任何第三方透露本协议相关
内容……如乙方违反本条规定的保密义务，乙方应
自行向第三方贷款机构归还全部贷款，并赔偿甲方
因此遭受的一切损失，承担甲方因此发生的费用。

前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青麦上海公司
的一名负责人，就“退费协议”一事向其核实。对方在
电话里反问：“你怎么知道的？这个事情跟你们有关
系吗？”之后挂断了电话。 （文中学员均为化名）

有学员没签“退费协议”
质疑课时费“太贵”

该到账的低保金咋没到？
原来3万存款拦下低保资格

几天前，习惯每月20日到银行取
低保金的张孝平，突然发现该到账的低
保金没有了，已享受低保10余年的他一
下懵了。昨日下午，记者从其所在的金
牛区天回镇石门社区了解到，张孝平的
低保资格的确在本月取消了，民政部门
核查到其有一笔3万元的存款，已超出
应有标准，不能再继续享有低保。

到底有多少存款才算超过标准？
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闵处长介绍，目
前成都五城区的低保标准为家庭月
人均 550 元。如果家庭有存款的话，
具体存款数额如果超过家庭人均 12
个月的低保金数额，则不再具有低保
的享受标准。对于脱离享受低保后，
若当事人生活确有困难，可向社区
或街办申请临时救助。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实习生 袁世峰

四川省原副省长李成云
严重违纪被双开

据新华社电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
准，中共中央纪委对四川省政府原党
组成员、副省长李成云严重违纪问题
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李成云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
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
人有关事项；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持有
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
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
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在国有企业改
制中违规决策，涉嫌滥用职权犯罪。

李成云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理
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性质
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
委会议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
予李成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
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
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小区内车位涨价
小区外设卡收费？
开发商：收费用于维护场地

峰瑞新天地小区外的小广场旁，
岗亭还在，关卡已被推倒了……昨日
上午，开发商开始对在小区外公共区
域停车的业主收费，12元的停车费引
发轩然大波，业主纷纷表示“不能接
受”，并与收费人员发生争执。事发后，
新繁镇西街社区对此事进行了协调，
社区负责人表示，目前双方要先“搁置
争议”，开发商暂停收费，等到下周四
再协调多方妥善解决此事。

如今，峰瑞新天地小区的车位费
已从每月150元涨到了每月350元。业
主李先生表示，费用一涨，他就和不少
业主一样，把车停在了小区外的小广
场或路面上。小区门口的一张公告显
示，“从7月25日开始，广场和地下停
车 12 元/晚”。昨日上午，广场外出现
两个岗亭和升降杆，路沿也出现了隔
离桩，当业主准备开车出小广场时，有
人上前“收费”。对此，小区物管处一工
作人员称，岗亭等设施都是开发商设
的。昨日，成都峰瑞投资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开发商对在小广场停车
进行收费，也是为了给业主创造一个
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广场每晚停两
三百辆车，地砖压坏了都修了3次。”

事发后，新繁镇西街社区对此事
进行了协调，社区潘书记表示，起因是
因为开发商车位费涨价，在社区协调
后，开发商已同意暂停收费，商量解决
方案，在搁置争议期间，业主的车辆可
以停进小广场，新繁镇房管、国土等部
门也介入了调查，暂时商定在下周四
对此事进行再次协商解决。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实习生 余姝满

青麦培训基地，6月1日开班的UID班，已没多少人上课

宣称全职师资团队
多位导师还在别处任教？

7月11日
在接到学员举报后，合江亭市

场和质量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上门
调查成都青麦公司。执法人员进行
了取证，并向该公司负责人发放了
《询问通知书》，要求其次日到所上
接受调查，但次日该公司无人前来
接受调查。

7月19日
锦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及合江亭所的执法人员，再度到成都
青麦公司上门调查，但该公司大门紧
闭，拨打负责人电话无人接听，执法
人员只得让物管帮忙联系该公司负
责人并转交《询问通知书》，要求对方
次日到执法大队接受调查，但第二天
该公司仍无人前来接受调查。“对于
这个事情，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给
媒体和公众一个交代。”锦江区市场
和监督管理局一名工作人员说。

昨日上午
在连续多次接到工商部门要求

其上门接受调查的通知后，成都青麦
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终于来到锦江区
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执法大队接
受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