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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
销“排列3和排列5”第18121期
排列3直选中奖号码：514；排列
5中奖号码：51495。●电脑体育

彩票“七星彩”第18052期开奖号码：
3778068。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3D”第2018121期开奖结果：761。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
色球"第2018052期开奖结果：红色球

号码：06、03、15、09、05、32，蓝色球号码：14。备
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胡瑶今年26
岁，是四川大学
研二的学生，学

药剂学，眼看暑假要来临，她想
在58同城找一份工作，却接到
自称红播公司“星探”的电话。

“我没往这个主播公司投
简历，却接到他们的招聘电
话。”胡瑶说，该公司招聘简章
开出的条件优厚，保底工资
6000元~1万元，公司免费打造
形象和培训。她半信半疑，3月
21日，她到该公司面试，“星探”
阿福接待并全程陪同，阿福递
给她一张宣传单，内容与招聘
简章说法一致。

填了个人简介表，胡瑶开

始第一轮面试，面试官是总经
理，问了她的个人情况，开始介
绍红播公司。“他说公司是大型
公司，有2000名主播，干得好
的，月薪几十万元。”胡瑶说，她
轻松地过了第一关。

面试第二关是才艺总监，
主要面试五官和才艺，对方让
她清唱了一首歌，坐在电脑面
前拍了几张照，然后将她的照
片发到公司群，给出一个结论。

“不整容的话底薪3000元，整容
的话底薪8000元。”胡瑶说，这
让她很惊讶，“为何落差相差这
么大？”对方回答，“主播都是这
样呀，都是‘微调’了，月薪才上
百万的”。

5月7日，成都商报记者前往环
球中心采访，在红播公司一位形象
总监的办公桌上看到一盒美黎美的
产品以及疑似4月25日到4月28日的
面试名单，上面一共面试了15个人，
其中仅有2个人不接受微整，其他13
人都写着微整的项目。另据两名主
播提供的医院整容档案中的贷款

《同意分期》单，上面分别写着公司
联系人的电话，记者对其中的两个
电话予以核实，对方皆表示，自己是
红播公司人事部的工作人员。

四川红播时尚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总经理杨洪波表示，“我们的员工
在招聘过程是不是存在忽悠的现
象，以前确实有，为此我们处理了一
部分人，现在还有没有，将进行调
查”，如果确实存在“忽悠”和“误导”
等违规行为，公司会马上处理和整
改，也会承担责任。

杨洪波坦承，在面试过程中，因
为行业对主播要求较高，确实建议
过主播前往美黎美进行微整。“因为

我跟美黎美的汪教授比较熟悉，他
的技术也比较过关。”不过，他否认
面试过关、微整以及高保底工资三
者之间有必然联系，面试过关的未
必微整，愿意微整的未必进入公司，
高保底工资不包括微调扶持资金。

“现在出现一些问题，只是因为下面
员工为了出成绩出现的不规范操
作，并不是整个经营模式有问题。”

杨洪波介绍，目前公司在播的
200名主播当中，有二三十人在美黎
美进行过整容。主播的工资，完全按
照公司的收益分配细则执行，要拿
到保底工资，必须完成公司规定的
任务：以保底工资8000元为例，在恢
复期，补助金每天100元，最长恢复
15天，若时间延长需要申请才能继
续发放补助金，且当月补助金延迟
下个月发放；而孵化期第一个月达
到有效的天数和时长就会足额发放
（一半为1500元），但是次月刷礼物
资金必须达到3000元的80%，即
2400元。

面试要过关
颜值须微调
面试过程是否充满诱导性？面试过关与

整容是否具有必然关系？5月4日，成都商报
记者对红播公司面试过程进行了暗访。

面试要考核颜值 不过关要自费“微调”

记者通过网络联系上一位名为“江秀
峰”的招聘人员，电话里江秀峰称公司正在
招聘主播，公司待遇很好，底薪3000~10000
元，礼物提成70%，还有带薪实习期和免费的
包装培训。与之相对的，要求比较高。至于是
什么硬性要求，“只有来公司面试才晓得。”

面试地点在环球中心，面试流程分为初
试复试签约三个阶段，共10项内容。江秀峰
接待了记者，他让记者先填写一张《合作申请
审批表》，随后进入“星探办公室”进行第一轮
面试，简单了解记者信息后，他强调公司待遇
非常好，并提出招聘要求：做主播主要看形
象，最重要的就是颜值。“形象总监会对你的
形象进行一个考核。如果觉得你的颜值达不
到公司要求，会给你一些建议，如果让你做一
些小的微调，你可以接受吗？”

记者正在犹豫，江秀峰连忙保证，“微调”
并不会做大手术，仅仅是做个双眼皮、收个鼻
子或者下巴，打个瘦脸针。

“微调”手术费是否包括在“免费培训包
装”中？江秀峰说，手术费需要自己支付。

那么，整形医院是否隶属于公司？他予以
否认，“只是公司推荐，你可以去外面做再来
接受复试，但如果效果不好也不行。”

整容费用难以承担？江秀峰让记者不用
担心，因为“一般都是零首付分期，公司不会让
你出太多费用，一般在3万~5万，公司对于做微
调也有扶持。每个月就还一两千元，到时有了
保底工资和提成，就能轻松还上。”

随后，记者被领往范姓形象总监进行面
试，她指出记者面部三个地方需调整，要瘦
脸，眼睛形状不好看要调整，鼻子肉需要收。
并询问记者：“可以接受吗？”

记者担忧鼻子手术失败能否不做手术？
形象总监摇摇头：“这个确实没办法，必须得
动它。”至于费用多少，需要医院来确认。

艺术总监面试 谈得最多的是整容

在等待艺术总监面试期间，“星探部”一
位自称主管的江某不停对游说记者。他说，
只要形象不过关的都进行过“微调”，公司
2000多名主播，80%都动过鼻子。“如果去外
面的医院，公司不放心，可能会达不到要求，
但在公司的医院整形，按照形象总监的建议
做，就能保证达到要求。”

艺术总监面试，谈得最多的依然是整
容。她表示直播第一点就是颜值，是否能接
受形象总监提出的建议，随后让记者试镜和
清唱歌曲用以测评，得到结论是“脸部轮廓不
鲜明，眼睛有些浮肿。”最后，她开出6000元的
保底工资，并表示公司会提供资金扶持微调。

江某恭喜记者，“开了保底工资，就证明
面试通过，保底工资6000元包括了做微调的
扶持”，他说，只要你开始微整，第二天就发
工资。见记者犹豫，他不断催促记者签约，并
表示“如果你觉得行，直接签了，今天就可以
开直播间。”

如果不微调，还能不能签合同？江某称：
“没办法，公司提出来的建议，你必须达到，
如果你形象不过关，公司签了你，凭什么花
人力财力物力培养你？况且连这种小手术都
会失败，公司还会推荐你去那一家医院吗？”

可以自行整容么？江某迟疑了一下说：“可
以去其他医院，但费用可能更高，效果达不到
公司要求，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公司不负责任。
如果效果不好，公司为什么要给你扶持？”

4 月 10 日 ，
胡瑶前往红播公
司运营部国栋大

厦报到，前台让她在一份文件
上签字，她也不知道该文件是
什么。

“公司给一台手机，一个支
架、一个房间，你就自己直播。”
胡瑶说，她每天直播5个小时，
按时间核算播够公司规定的13
天70个小时，4月底她的粉丝有
76个，刷礼物的仅有一人。

4月20日发工资的日子，她
却只拿到了900元，这900元并不
是工资，而是3月份休息期的补
助金，而分期贷款催还通知显
示，24期还完她需要还9.2万元！
她感觉自己被坑了。

“休息补助金一日100元，
我休息了19天，应该是1900
元。”胡瑶说，她还得知，孵化期
长达3个月，工资不是3000元，
而是1500元，“这么低的工资我
怎么还款”，她连忙去问经纪人
母宇。“母宇说公司给我出个
方案去解决，让我在公司办张
信用卡，拿信用卡的钱去还贷
款。”胡瑶说，而且过了孵化期，
还有3个月实习期。“换而言之，

一年合同期，永远都拿不到
8000元的工资”。

胡瑶发现，和自己有类似经
历的人不在少数。另外4名主播
称她们也遭遇了相同“套路”。5
人核对发现，面试流程和整容
经历惊人相似，整容项目也大
同小异：鼻综合、眼综合、打瘦
脸针和溶脂针，自体脂肪填充。
只是整容价格，因底薪不同
（5000元到8000元不等），而略
有差异。所有信息汇总，5人都
感觉“被套路了”，更尴尬的是，
所有的人都没拿到合同。5月3
日，胡瑶等3名主播决定先去讨
要合同，最终她们拿到了自己
签署的《网络直播委托协议》。

主播王颖（化名）说，第
一，说好的免费打造主播形象，
变成了自己贷款整容；第二，说
好的孵化期3000元，次月拿保
底工资，不管完成任务与否，没
有人拿到3000元，更不要想后
面的高保底工资；第三，说好提
供声乐和舞蹈培训，但所有主
播都是自生自灭。“公司只给你
画了一个饼，就是高保底，其他
啥子责任都没有，而主播要承
担各种违约责任和违约金。”

主播招聘

连环套

签了合同，按照形象总监助
理提供的地址，来到整容医院面
诊，医院确定整形项目，让她办
分期贷款支付整容费用。公司
“星探”说，“贷款没什么，你底薪
这么高，3个月很快就还完
了”……然而上班后，她第一个
月才拿到900元！而5.9万元贷
款，24期需还9.2万元！

此时，胡瑶
正陷入经济困境，

“整容的钱谁出？”对方回答：“不
用你出，都是公司免费打造，如
果想知道要动哪些地方，去问形
象总监。”

才 艺 总 监 将 她 的 底 薪
“8000元”写在面试流程单上，
走进第三关——形象总监。形
象总监拿着镜子，对着她一顿
挑刺：“脸太方，需要打瘦脸针
和溶脂针，鼻子不好看，需要做
个鼻综合。”

一套流程走完，胡瑶到了
签约经理面前。她说，当时自己
想仔细浏览合同，但阿福有意
无意遮挡合同内容。“他不让我
仔细看合同，说合同都是对你
有利的，你签这里……”胡瑶
说，不到5分钟她就签了合同，

“我当时陷入了美好的向往
中”。因无法细看合同，她一直
相信红播公司的说法，第一个

月工资3000元，次月拿全额薪
资8000元。

合同签完后，红播公司让
她加了一堆微信，让她去找形
象总监助理到医院去面诊，3
月22日，按形象总监助理邓庆
提供的地址，她来到美黎美整
容院。

邓庆和整容院咨询顾问陈
方芳非常热情，并指出，除了要
打溶脂针和瘦脸之外，还需要
做额头自体脂肪填充，并让她
办分期贷款，她感觉有点不对
劲，给“星探”打电话询问。“他
说贷款没什么，你底薪这么高，
3个月很快就还完了。”胡瑶说，
邓庆和陈方芳也在一旁游说，
很快她办理了两个分期贷款，
用以支付整容费用，贷款总额
为5.9万元。

3月23日，她完成了所有整容
项目，回家休息了19天，按照公司
说法，恢复期一天工资100元。

分期贷款先整容分期贷款先整容
保底高薪成画饼保底高薪成画饼

主播公司招聘简章
开出的条件优厚，保底
工资6000元至1万，公
司免费打造形象和培
训。招聘时，她“轻松”通
过总经理第一关，才艺
总监第二关……

“不整容的话底薪
3000元，整容的话底薪
8000元。”“整容的钱谁
出？”“不用你出，都是公司免
费打造……”形象总监拿着
镜子一顿挑刺：“脸太方，需
要打瘦脸针和溶脂针，鼻子
不好看，需要做个鼻综合。”

接到“星探”电话 面试高薪主播

想拿高薪 办分期贷款整容

承诺八千底薪 首月只拿到900元

\
记

者

暗

访

\入套

中套

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律师邢连
超认为，这种操作经营模式就是一
种典型的商业骗局。“一般来说 ，第
一，找工作就是针对应聘者条件作
出要求，不会设置这种不合理的前
置条件，如整容；第二，即便是当主
播，未来所获收益也是不确定的，但
招聘人员宣传过程中夸张得非常厉
害，诱导他人去整形美容并提供便
利，让应聘者非理性和冲动式消费，
组合起来就是商业骗局。”邢连超
说，不过从每个环节来看，合同是合
法的，整容提供了服务，公司的确也
提供了主播职位，每个环节都是合
法的，应聘者要调查取证非常困难。

广东德纳（成都）律师事务所方
毅律师认为，应聘者跟红播公司签
订合同的前提是，必须“符合”红播
公司的“形象要求”，进而由该公司
带应聘者到指定整容医院整形，如
果应聘者整形费用不够，进而需向
小贷公司申请贷款。孤立来看，每个
环节似乎都合法，但把三个环节联
合起来看，就涉嫌恶意串通，损害第
三人利益。是否有整形必要，完全由
红播公司主观认定，整形后是否符
合要求，也没有客观标准。这就可能
造成红播公司以签约应聘者为名，
通过指定整容医院及小贷公司迫使
应聘者消费，损害应聘者的利益。

1515名名““主播主播””
1313人被人被““推荐整容推荐整容””

5月4日，胡瑶等三人前去美黎
美咨询整容效果时，再次见到了自
称为“形象总监助理邓庆”坐在该院
咨询师陈方芳的办公室。三名主播
的微信截图显示，邓庆为主播发送
医院地址，负责红播公司的主播在
整容院的面诊，清楚红播的合同和
工资事宜。

美黎美医院院长贾黎否认与红

播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和红播只是
单纯的客户关系，有些主播确实是
美黎美做的，其中邓庆是我们医院
工作人员，是陈方芳的助理，主要就
是对接网红公司的业务，也包括红
播公司。”贾黎说，至于邓庆为何会
参与红播公司的业务，她表示“应该
是个人私下行为，医院会对她的行
为进行核实，再决定怎么处理。”

/ 主播公司 /

员工存在操作不规范问题

/ 整容医院 /

员工私下行为 医院将进行核实

不要求学历，不要求才艺，整容后就能成为主播，入职底薪5000元至8000元，公司免费打造形
象……在26岁的研究生胡瑶（化名）看来，这是一个绝佳的工作机会。今年3月，胡瑶到四川红播时
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播公司）面试后，被公司引导至成都市美黎美医疗美容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美黎美整容院），贷款5.9万进行整容。然而，整容后，她并没有拿到之前公司承诺的8000元
底薪——第一个月，她仅仅获得了900元的休息补助金，而还完24期的整容贷款，她需要支付9.2万
元。胡瑶的经历并非个例，多名女子陷入“主播诱导整容”的“套路”，背负数万元整容贷，而红播公
司承诺的数千元“底薪”，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画饼”…… 成都商报记者 钟美兰 陈柳行 疑点

追问

兑彩票

/ 律师说法 /
招聘-整形-贷款三环节联合起来看

涉恶意串通 损害第三人利益

□邵洲波

律师说，从每个环节来看，合同是
合法的，整容院提供了服务，主播公司的
确也提供了主播职位，每个环节是合法
的……但将三个环节连起来，却让我们
看到了整个事件中的“玄机”。

不过，现在的我们是在看到受害者
讲述和记者暗访后，形成“上帝视角”才
窥见事件全貌和“套”中内幕，而当初身
陷其中的年轻女孩们，却如同迷失森林
中，只看到一棵棵诱惑之“树”——高薪、
变美、走红……却对潜藏在背后的环环
勾连的危险一无所知，就连研究生胡瑶
都未能幸免。因此，女孩们受骗，无关教
育背景，而更多与社会阅历和侥幸心理
有关。从某个角度而言，也更能看到主播
公司—整形医院—贷款公司，多个利益
方的“完美配合”与精心设计，让你面对
诱惑，哪怕只有一丝侥幸，都可能进入圈
套。更让人担忧的是，孤立来看，在整个
事件中，每一个环节都是合法的，每个利
益方都提供了相应的“服务”，这意味着
调查取证的艰难，女孩们的维权看上去
并不那么容易。

人生漫长，有些“路”看上去很美，却
往往暗藏着不可知的风险，这时候，理性的
头脑与清醒的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希望
更多女孩能明白，这样的“路”并不好走！

招
聘

““形象助理形象助理””
竟是整容医院员工竟是整容医院员工

疑点
追问

看上去很美
套上去难解”

收
藏
或
分
享

扫
码
吧

整
容

贷
款

◀主播王
颖整容前
（右）后（左）

▲主播胡瑶整容前

▲主播胡瑶整容后

▶被称为红播
公司形象总监
助理的邓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