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数1
据了解，该公司除了尊城国际

写字楼办公地点外，还在骡马市和
金牛万达广场分别有办公场所，记
者被分配到了骡马市办公地。

这些求职者从何而来？公司一
位工作人员向记者提供了一个邮
箱，里面全是求职者简历，并且每
隔几分钟就会有新的简历进来。翻
看以往的简历数量，单是一天就有
300到400份，求职者以应聘电影院
检票员、小黄车维检员为主。职位有
一个共同特征，工资每个月都在
五、六千元左右。工作人员要求记
者挨个点开这些简历，通过求职者
填写的电话号码，给他们发统一的
短信，即“某日某时到青羊区金河
路59号尊城国际写字楼8楼816号

报到”，而前来报到的求职者无一
例外告诉记者，他们均是在网上看
到的招聘信息，以“58同城”、“赶集
网”居多。

记者在58同城上输入“小黄车
维检员”招聘，选中了其中一条填写
个人信息，点击申请职位。随后，该
人力资源公司工作人员提供的邮箱
中，迅速出现了记者填写的那份简
历。ofo共享单车方面证实，从未与
锦程人力资源公司有合作，目前也
并未在58同城上发布招聘信息。

接待求职者时，记者亲眼目睹
一位公司工作人员在电脑上点开
了58同城网站，发布招聘信息。发
布这些信息的目的，最终是把求职
者引诱到公司来交钱办卡。

发布虚假信息 套取求职者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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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中介”招聘陷阱
网上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引诱求职者，求职前先交费办卡

5月14日，彭州市牡丹
大道延长线发生一起交通
事故，彭州交通大队勤务中
队交警董波见伤者躺在地
上不能动弹。当时太阳很
大，伤者满脸鲜血、额头冒
汗，董波借了一把伞为伤者
遮阳直到救护车到来（上
图），整个过程持续20分钟。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
网上图片看到，一条马路
上的左侧，一前一后停着
一辆白色轿车和红色三轮
车；马路中间，一位民警正
为一位大爷撑伞，大爷手
拿红色的衣服盖在膝盖
上，地上有些许血迹，一位
拿手机的白衣男子站在一
旁看着这一幕。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
联系到撑伞的交警董波，
他讲述了撑伞的前后。14
日10点半左右，他和辅警
何心力正在牡丹大道延长

线距离事故地点的100米
处巡逻，发现前方有交通
事故，两人赶往现场，与此
同时，不远处的事故民警
也抵到现场开展事故现场
调查。

董波看到，一位大爷
脸朝下躺在地上，他试着
唤了一声，大爷有反应，但
不能说话。“大爷满脸是
血，天气很热，他的额头不
断有汗冒出来。”董波说，
为了避免二次伤害，不能
轻易移动伤者。或许因为
天气热，大爷不断挣扎，董
波见地面上有一件遗落的
红色雨披，赶紧捡起来挡
在大爷上方，但雨披太小
效果不佳，他又向20米外
的工厂门卫借了一把伞为
大爷撑着，他自己则完全
暴露在烈日外面。“职责所
在，都是应该的，”董波说。

成都商报记者 钟美兰

“家住半山腰，山下一
条河，老家四川大竹人”，
50多岁的蔡明娥在18岁时
在大竹老家被拐走，后和
现在的丈夫结婚生子，一
直想看看自己的父母是否
还健在，苦于不识字，一直
没有回家寻找亲人。

5月6日，才结婚的河
南姑娘刘芬和马双营来到
四川大竹寻亲。原来，听说
婆婆的经历后，刘芬主动
找丈夫商量，将蜜月改成
了寻亲旅。夫妻俩带着蔡
明娥从河南洛阳开车到四
川大竹，在公安机关的帮
助下终于找到了亲人。

儿媳：完成婆婆心愿

4月28日，刘芬和马双
营结婚。婚后，两人准备旅
游度蜜月。马双营说，从小
就听母亲说她是四川大竹
人，想回家看看。才进家门
的儿媳刘芬听说婆婆蔡明
娥的想法后，主动向马双
营提出到四川大竹帮婆婆
寻找亲人，两人决定带着
父母一起开车前去，将蜜
月变成了寻亲旅。“婆婆已
经50多岁，离家30多年，我
们觉得越早越好，不要让
她留下遗憾，”刘芬说。

马双营说，通过回忆，
母亲蔡明娥应该是大竹朝
阳乡桂花村人，“但去了之
后，发现并没有桂花村。”5

月6日下午两点左右，他们
一家人找到大竹县朝阳乡
辖区的东柳派出所。值班
民警说，通过查阅发现，30
多年前桂花村就合并后改
名了。不过，民警通过当地
的村干部了解到蔡明娥的
父亲蔡文忠的信息，还查
到蔡明娥的弟弟在大竹城
区有房，将父亲蔡文忠接
到大竹城区生活。

派出所帮忙，蔡明娥
找到了弟弟电话，终于知
晓将近80岁的双亲都还健
在。5月6日当天下午，蔡文
忠到东柳派出所与蔡明娥
相认。

后年外婆大寿再回来

11日下午，成都商报
记者与蔡明娥一家人见上
面的时候，家里的亲戚还
在家聊天。如今，蔡明娥的
父亲77岁，母亲78岁，现在
留了电话，可以随时了解
父母的身体。

马双营说，自己陪着
母亲回了一趟老家看了
看，老家房子还在。他们一
家人给祖上上了坟，还在
屋前和老家的亲戚合了
影。蔡明娥表示没有留下
遗憾了。

“计划后年再次回大
竹县，一家人到大竹，亲自
为外婆80岁祝寿。”刘芬
说。 成都商报记者 张杨

今年起，四川将大力
发展红色旅游，除了推进
藏区318/317旅游公共服
务建设示范段、九寨机
场-红原基础落地自驾游
示范段工程等备受关注的
红色旅游项目外，还将培
育成都安仁古镇等红色旅
游特色小镇。

昨日，记者从四川省
旅发委召开的“红色旅游
发展专题新闻通气会”上
获悉，去年四川省的红色
旅游景区全年共接待游客
8320万，同比增长19.20%。
按照此增速增长，伴随着
三期规划的规划开展，一
大批高品质，精品线路的
红色旅游项目将会实施，
到2020年，全省年接待人
数将突破1.5亿人次。

未来5年，四川红色旅
游有哪些新目标？记者了
解到，四川将加快创建5至
10个4A级红色旅游景区，

实施交通干线与3A级以上
景区“最后一公里”通达工
程。每年开行5至10趟红色
旅游专列，符合条件的红
色旅游重点区域新建或改
扩建支线机场、修建高铁。

与此同时，今年起还
将有一大批红色旅游项目
启动建设。四川将推进藏
区318/317旅游公共服务
建设示范段、九寨机场-
红原基础落地自驾游示范
段工程。加快推进乐至县
城至陈毅故居旅游快速通
道、大邑县龙门山旅游公
路大邑至蒲江连接线等直
接服务于红色旅游开发的
干线公路项目建设。加快
推进通江县空山天盆红色
生态旅游项目、梓潼县两
弹城红色经典景区建设项
目、苍溪县黄猫垭战斗遗
址纪念地建设项目等一批
红色旅游项目建设。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6月1日起至10月31日，四川将
试行丰水期居民生活电能替代电
价。届时，四川电网“一户一表”的
城乡居民用户二档电价将比一档
便宜。据悉，这是自四川居民阶梯
电价政策实施以来，首次打破阶梯
电价“用电量越大电费越贵”的制
度设计。

近日，四川印发了《2017年度
推进电力价格改革十项措施》，其

中提出，自今年6月1日起至10月31
日，对四川电网“一户一表”城乡
居民用户（含与直供区同价的“子
公司改分公司”、全资及控股供电
公司居民用户）试行电能替代电
价，在维持现行居民生活用电阶梯
电价制度基础上，对月用电量在
181度至280度部分的电价下移0.15
元/度，月用电量高于280度部分的
电价下移0.20元/度。

省发改委资源环境价格处表
示，今年探索在居民生活用电领域
推行电能替代和实施富余电量政
策，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居民电力消
费，鼓励居民多用丰水期余电，缓
解丰水期弃水压力。但现行居民低
谷时段优惠电价、城乡“低保户”和
农村“五保户”免费用电基数等政
策保持不变。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网上找工作投递简历，
却被通知到人力资源公司报
到，落实工作前先交费办卡，
而自己看上的工作却无法落
实。”新一轮的求职高峰，从开
春延续到目前的毕业季，关于
网络虚假招聘和人力资源公
司欺骗求职者的声音，近期又
开始出现在网络。成都市青羊
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
透露，近段时间关于人力资源
公司招聘的投诉突然涌现。

日前，成都商报记
者以求职者身份，对成
都一家人力资源公司进
行暗访、卧底调查，揭开
“歪中介”的面目。

在网站上找工作，投简历，直
到前往公司报到的时候，张官鹏
才发现了问题。4月下旬，他通过

“58同城”招聘平台，应聘了一份
“京东跟车员”的工作，在网站上填写个人相关信息并提
交后，他就接到了一条手机短信，通知他到青羊区金河
路59号尊城国际写字楼8楼816号报到。

张官鹏说，当时以为是京东发的信息，不过到了短
信中所说的地点，却发现是一家人力资源公司。“他们说
是帮京东公司代招员工，需要交200元办一张就业卡，然
后等待公司答复。”过了一周，张官鹏没收到任何答复。

成都商报记者事后了解到，青羊区金河路59号尊城
国际写字楼8楼816号，是成都锦程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的办公场所。多位与张官鹏有同样经历的求职者向成
都商报记者透露，那些在“58同城”上发布的工作，成都
锦程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网站上根本就没有。

交200元办卡应聘影城检票员
被通知“未被录取”

5月初，成都商报记者以求职者的身份在“58同城”
上选定了一条“太平洋影城检票员”的招聘，按照招聘信
息要求，记者向一个手机号码发送了自己的姓名、年龄、
所求职务等信息。几分钟后，一条短信通知记者当日下
午2点到尊城国际写字楼8楼816号报道找谭主管。

在该公司办公场所，谭主管并没有在岗，另一位工
作人员得知记者来应聘后，先要求记者亮出收到的手机
短信，然后向记者介绍找工作的流程。

“先要办一张就业卡，填写求职档案及服务协议，公
司这边会帮你就近联系你需要的岗位，也可以在办卡之
后登录公司的网站，在上面找工作。”在办卡间隙，记者
提到自己是冲着“58同城”上太平洋影城检票员的岗位
来的，希望公司能就近安排太平洋影城川师店。随后，该
工作人员让记者填写了一份简历，当即表示会将简历投
递到太平洋影城，公司将在3个工作日之后答复。

5天后，应聘迟迟没有答复，记者在工作日期间致电
公司服务电话，多次出现无人接听后，终于拨通一个工
作人员的手机，对方称“简历投过去了，没有被录取。”

太平洋影城证实：
未发布过招聘信息 也没有让人力资源公司代招

“成都太平洋影城川师店，就应聘这家。”在“求职”
当天，记者反复向公司工作人员确认这一信息，而对方
也承诺会将记者简历投递过去。“我们是投递到太平洋
影城总公司，由他们来分配。”

在对方明确告知记者“简历未通过”之后，记者联系
上了四川太平洋电影院线总部，一位业务部负责人说，
电影院招聘都是由各个影城自己进行，总公司不会参
与，“比如太平洋影城川师店、春熙店招员工，是由他们
自行招聘的。”

成都商报记者随后致电太平洋影城川师店，一位负
责人明确表示，根本没有在“58同城”等网站上发布过招
聘信息，也没有和成都锦程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有任
何合作，而收到对方寄来的求职者简历一事更是无从谈
起。“我们影城招聘有专门的平台和渠道。”该负责人还
表示，此前有很多大学生在网上看到影城的招聘信息，
专门打电话过来求证，但这些信息都是虚假的。

“（如果）58同城等网站上的工
作无法实现，工作人员就说可以登
录他们公司的网站，在上面去找工
作。”一位求职者这样说。

登录公司网站，如需应聘一个
岗位，要先致电该人力资源公司的
服务电话，对方会发送一个用人单
位的负责人联系方式。记者根据该
公司网站上的部分招聘信息，直接
在58同城上进行查找，其中都江堰
新汇购书中心和吉布鲁牛排自助
餐厅确实在招人。但这两家用人单
位负责人称并不知道成都锦程人
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都江堰新汇购书中心总经理刘

志强说，他们的招聘信息只在都江
堰人才网和58同城上付费发布，并
未让成都锦程人力资源公司代招。

“网上发布招聘信息后，这家人
力资源公司就跟我打来电话，说可
以帮我推荐求职者，不收费，我当时
没在意。”吉布鲁牛排自助餐厅负责
人表示，曾接到过帮他推荐求职者
的电话，但并未签署任何合作协议。

两家用人单位负责人并不知
道，这家人力资源公司在网上截取
了他们的招聘信息，挂在了公司自
己网站上，以此填充网站的招聘信
息，以收费办卡的形式，再提供给
求职者。

招数2 截取其他公司招聘信息 让求职者办卡找工作

58同城：
注册账号可免费发3条信息
无须审核

在58同城网站首页，有专门
免费发布信息的渠道，记者点击
进入免费招聘页面，任意编造了
一家公司，发了一条“招聘信
息”，结果该信息赫然出现在了
网站兼职页面上。对此，记者致
电58同城客服，一位工作员称发
布招聘信息，需要审核发布者公
司的营业执照，但对于记者无审
核发布一事，对方坦言在58同城
上注册了账号，可以免费发布3
条信息，3条之后需要收费，而免
费发布无须审核。记者注意到，
在该网站每一页招聘信息中，都
有一则提醒，“刷信誉、淘宝刷
钻、YY网络兼职、加YY联系的
职位都是骗子，收取费用或押金
都可能有欺诈嫌疑，请警惕！”

青羊区劳动监察大队：
监管有难度
将对该公司进行调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成都
锦程人力资源有限服务公司具有
营业许可和《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证》，不过关于该公司的投诉，远
远不止来自记者接触的受访者。

成都市青羊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方面透露，最近接到
了大量关于招聘的投诉，其中很
多涉及这家锦程人力资源有限
服务公司。“接到类似投诉，我们
会直接找到这些中介公司，要求
退还求职者费用，“这已是目前最
好的处理办法。”相关负责人说。

该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一
工作人员称，类似的招聘中介先
在网络上散布高薪的虚假求职
信息，并利用了求职者求职心
切，引诱其到公司收费办卡，称
之为建档费、服务费。由于类似
公司打着法律的擦边球，监管起
来有一定难度，“最大的问题就
是取证难。”

青羊区劳动监察大队相关
负责人表示，将根据投诉者信息
对该公司进行调查，并提醒求职
者，到人力资源公司找工作时，
务必了解该公司是否具有人力
资源服务许可证，对于网络上发
布的信息，可直接联系用人单
位，问清招聘是否属实，遇到类
似要求交费办卡、建档之类的情
况，切记留个心眼，可直接向人
社部门咨询。

成都商报记者

“一户一表”居民用户
二档电价将比一档便宜

鼓励居民多用丰水期余电，四川6~10月试行丰水期居民生活电能替代电价

调
查
2 监

管
3

网上找工作
被通知去了
人力资源公司 记者卧底 进入“歪中介”

采访中，不少求职者向成都商报记者透露，在网上发布这些虚假招聘
信息的，其实就是人力资源公司的人。种种迹象表明，求职者说法并非毫
无根据。为了弄清内幕，记者又以求职者身份，应聘成为成都锦程人力资
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内部员工。

在得到太平洋院线和影城川
师店的明确答复后，记者对成都锦
程人力资源公司所称的“已投递简
历”一事提出了质疑，不过该公司
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发来了一个
邮件的截屏，表示简历已投。记者
发现，公司发送的简历是一张PNG
图像文件，收件的是一个QQ邮箱，
记者试图添加这一QQ号，但一直
没有回应。

5月15日上午，当记者向成都

锦程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提出都江
堰新汇购书中心并未与之合作后，
公司一负责人称需要核实，随即挂
掉了电话。几分钟后，该负责人又
致电记者称确实与都江堰新汇购
书中心有合作关系。记者当即致电
都江堰新汇购书中心总经理刘志
强，对方说，“几分钟前，锦程人力
资源公司的人跟我打了电话，问我
还在招人没有，我说在招，他们说
那以后给我推荐求职者。”

招数3 号称与用人单位合作 其实只是打个电话

四川拟建5至10个4A级红色旅游景区

烈日下
52岁交警为伤者撑伞

河南儿媳妇为四川婆婆寻亲
时隔30多年 外公外婆还在

当前居民阶梯电价
第一档电量180度及以下，电价0.5224元/度
第二档电量为181至280度，电价0.6224元/度
第三档电量为281度及以上，电价0.8224元/度

试行丰水期电能替代电价后
第一档电量180度及以下，电价0.5224元/度
第二档电量为181度至280度，电价0.4724元/度
第三档电量为281度及以上，电价0.6224元/度

成都锦程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场所

求职者需要交200元办一张就业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