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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要缴20800元
“保证金”
员工
“入职”就被贷款？

成都小升初公办学校
“小摇号”
14日进行 当日可查结果

按照2019年小学毕业生初中入学工作安排，成都中心城
区小升初公办学校划片或划片随机派位将于7月14日举行。
中心城区是指：成都天府新区（指纳入中心城区招生入学范
围的区域）、成都高新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
华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双流区、温江区、郫都区、新都区。
届时，成都市人大、政协、纪检监察、教育督导代表，市教育局
有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有关计算机专家，各中心城区教育
行政部门分管负责同志、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人、有关初中校
长代表、小学校长代表、学生家长代表以及部分新闻媒体代
表将见证整个派位过程。
中心城区划片或划片随机派位工作在市教育局统一领
导下，由市招考办组织各中心城区按统一政策、统一时间、统
一录取办法和统一工作程序实施。各区的划片和派位，由各
区教育行政部门具体负责。
根据工作安排，7月14日17：00后，学生和家长可登录小
升初网络应用服务平台，进入小升初学位确定结果查询系统
查询本人的学位确定结果；也可通过成都市教育局官方微信
号“成都教育发布”和成都招生考试网官方微信号“成都招生
考试”查询。7月15日9：00，初中学校将公布划片或划片随机
派位结果。
郊区新城公办学校划片或划片随机派位由当地教育行
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并公布结果，学生和家长也可通过以上
方式查询结果。
7月15日10：00至7月16日17：00，被民办初中学校和公办
初中学校同时录取的学生应在网上完成学位的最终确定，作
为办理入学手续和注册学籍的依据。7月18日至7月21日，学
生根据学校安排到初中学校办理报到手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瑾

当事公司称是培训费，公安和市场监管部门已介入调查

工作人员与求职者关于保证金的对话

今年6月底，
刚毕业不久的小王从
达州来成都找工作，
面试一份java软件
开发工程师的工作。
面试成功后招聘公
司告知其因技术经验不够需进行项目
培养，
为防止培养后人才流失，
需缴纳
20800元
“保证金”
。
而这笔费用后期会
返还给大家。
结果入职后，
小王发现自
己上班变成了培训，
保证金变成培训费
贷款，
便怀疑自己被套路贷了。
对此，成都华讯人才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讯）回应，
防
止人才流失保证金其实就是培养成
本，
等同于培训费，
所有情况都有告知
说明，
求职者也自愿签署了合同。
目前，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
门已介入调查。

求职：

面试成功 需缴纳20800元“防止人才流失保证金”
“出来找工作，结果莫名其妙
头上多了笔贷款。”今年6月底，刚
毕业不久的小王来成都找工作，
收
到了名为“天海科技”发来的面试
短信，面试一份java软件开发工程
师的工作。根据短信的地址及联系
方式，小王来到了高新万科大厦进
行面试，两天后小王便收到了面试
成功被录用的短信，通知他来办理
入职报到手续。
在入职的时候，小王才得知录
用的公司名叫华讯，是一家人才服
务公司。随后工作人员告诉小王，

他现在技术还达不到用人要求，
需
要公司内部学习一下，
公司会有老
员工带领熟悉工作流程，但是为了
防止新员工学到了东西就跳槽了，
需要缴纳20800元的保证金（违约
金）。听到这里小王有些疑惑，
为什
么还要给钱？对此，
他发出了质疑，
并再三向工作人员核实是否收费，
工作人员表示实际是没有，
这笔钱
会在后期以涨薪20%的方式，返还
给员工。小王说，听起来好像有点
问题，但是当初没察觉出来，就没
太大反应。

质疑：

工作变成培训 保证金变成贷款
小王称，随后工作人员以入职
需要补录资料为由，拿着手机用自
己的个人信息在贷款APP注册账
号，有手持身份证照相的时候，说
是录资料。紧接着，一家金融公司
给小王打来电话来说是核实贷款
业务，接到贷款电话小王有些吃
惊，立即询问工作人员：
“这不就是
让我贷款吗？”
工作人员解释，这个只是公
司向银行申请的预扣保证金而
已，没事，并拿了一张写好应对贷
款公司的纸条，照着上面回答就

行了。
办理完入职后，小王便上班
了，然而入职上班地点居然是一
家培训机构，而贷款的两万元“防
止人才流失保证金”其实是培训
机构的学费。
“面试提到的保证
金，变成培训费贷款。”这时，小王
才怀疑自己被套路贷了，找到了
培训机构的其他求职者一问，几
乎大家都办理了一笔以“防止人
才流失保证金”为名的贷款。小王
说，他们找到公司想解除贷款，并
没有得到解决。

小王等人前往派出所报案

公司回应：

保证金等同于培养成本 一切以合同为准
7月11日上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来到该公司位于成都市高新区云华路高新
万科大厦的办公点，进入办公区域没有悬挂
清晰的公司名称，由多间独立办公室构成，
仅有“5A10”等字样的门号。经过打听得知，
该处办公区域为多家公司共用，需电话联系
各公司工作人员指路。通过一番询问，记者
找到了华讯公司，办公室里有一名人员自称
是来面试，正在电脑前做测试，旁边则放了
几张简单的电脑桌用于工作人员办公，周围
也并没有张贴与公司信息相关的宣传资料。
针对小王等学员的质疑，记者向该公司
现场负责人进行了求证。
“都告知了，如果没
有经本人同意，他们会在合同上签字吗？”该
负责人表示，面谈时向求职者解释得很清
楚，他们是一家人才服务公司，将求职者安
排到其他公司工作。不过，求职者目前业务
水平不够上岗要求，需要进行培训。所有情
况都告知说明，流程没有不清楚，求职者也
自愿签署了合同。
那么防止人才流失保证金又是怎么回
事儿呢？
“保证金其实就是培养成本，这是划

等号的。”该负责人解释，公司花了时间、精
力进行培养，肯定是有成本的，如果学完走
了怎么办？防止人才流失保证金等同于培训
费，这笔费通过个人信用分期付给培训公
司，
也是告知清楚的。
记者看到，
该公司与小王一共签署了3份
合同，
一份是与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
一份是
企业项目定向合同，
一份是培训协议。
在劳动
合同中，
双方约定合同期、
岗位及工资金额，
合
同期为2019年10月26日至2021年10月25日，
签
署时间为2019年10月26日。在企业项目合同
中，
则约定因员工技术达不到用人标准，
需进
行项目培养，
培养时间为2019年6月27日至10
月26日，培养成本中约定公司培养成本为5
万，其中公司提留成本40%，学员提留20800
元。
而培训协议则是员工与培训机构签署，
合
同中约定培训费为20800元。
不过，
合同中并没
有明确费用的支付方式，
也没有明确为贷款。
而对于小王等人质疑诱导、欺骗他们贷
款的行为，该负责人回应，公司没有任何违
规行为存在，
“ 一切以合同为准，按照合同
来”
，目前正配合相关部门调查。

相关部门：接到反映已介入调查
7月10日下午，记者陪同小王等人前往
了成都市高新区三瓦窑派出所，办案民警告
诉小王，目前警方已经传唤了华讯及培训公
司的负责人前来询问，是否构成诈骗、是否
能立案需再调查。同时，小王将此事反映给
高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该局工作人

员查询华讯为2019年3月28日成立的一家从
事人才中介、教育咨询等业务的公司，接到
投诉后将立即安排执法队员对公司进行调
查。7月11日下午，该局约谈了华讯相关人
员，
目前此事正在调查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摄影报道

带着12岁儿子

18天骑行1900多公里
最特别的毕业礼物：儿子，人生百味都在路上了
路途：经历暴晒暴雨爆胎
计划了两年，
成都人刘先生带
上12岁的儿子睿
睿（化名）从成都
骑行到北京，18天
时间骑行 1900 多
公里。
一 路 上 ，爆
胎、大雨、落石、断
道、滑坡、暴晒、负
重、饥饿、酸痛、疲
惫，经西安、山西、
石家庄，最后抵达
北京。父子俩用别
样的方式，来庆祝
睿睿的小学毕业。
“我希望他的
人生能有个目标，
其实学习、生活、
工作的过程都跟
骑行一样，有很多
的陡坡，有一帆风
顺的时候，也有痛
苦的时候，反正人
生百味都在这路
上了。”父亲刘先
生如是说。睿睿自
己觉得很有意义，
“这是可以吹牛吹
一辈子的事。
”

感受肌肉酸痛饥饿疲惫

为了顺利完成这次成都到北京的骑行，
父亲刘先生从2年前开始计划。
“他爸爸两年
前就开始计划这个事了，想锻炼一下孩子的
意志力。
”孩子妈妈曾女士透露。
去年国庆节，刘先生想出了一次“测试
赛”：父子俩从成都骑行到绵阳梓潼县。看到
儿子完成良好，
今年小学毕业的暑假，
刘先生
专程请了年假，
骑行北京计划正式纳入日程。
6月24日，父子俩从成都出发，为了避免
路上可能的意外，刘先生的行李包里大大小
小装了50多斤：
修车工具、
干粮、
急救药品、
衣
服、
链条、
备胎。
全部驮在刘先生自行车后座。
“梓潼到剑门关是蜀道难的精华，
（我）
没想到这么难。15度的坡连续七、八公里，
（我）一路苦蹬。我不能推车，不能让儿子笑
话，那有损我形象。我是父亲，是孩子的榜
样。我呼吸急促，呼哧呼哧，苦命地蹬。一百
多公里的蜀道精华，我完成了，没想到我完

父亲：学习生活也和骑行一样

7月11日，成都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成都 通报一起
事件，通报全文如下：
“7月7日，成都地铁1号线世纪城站内，
刘某某（女，63岁，南充高坪区人）携行李箱通过地铁安检时
被要求开包检查不满，用发胶喷安检员眼睛导致受伤，而后
又用发胶瓶击打上前制止她的民警。最终，因构成故意伤害、
阻碍执行职务，@成都轨道公交公安分局 依法对其合并执
行拘留10日。
”
7月7日18时10分许，在地铁一号线世纪城站，63岁的南
充人刘女士和老公一起携带一个行李箱准备乘坐地铁。过安
检时，安检人员发现刘女士的行李箱内有瓶状物品，要求开
箱检查。
开箱后，
就发现里面有一瓶发胶。
通过现场执勤民警身上佩戴的执法记录仪视频，记者看
到，刘女士从安检人员手中拿回发胶后，直接喷向安检人员，
安检员被喷后立即捂住眼睛。在场执勤民警见状后立即上前
制止刘女士，刘女士又用发胶瓶殴打民警。经查，刘女士用发
胶喷安检人员致安检人员眼睛受伤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
依法对刘女士合并执行拘留十日。
这并非第一例地铁安检盘查时乘客不予配合。7月2日，
违法行为人尚某某在成都地铁一号线四河站接受民警盘查
后，对执法民警进行谩骂，民警口头传唤违法行为人尚某某
时遭到激烈对抗，并有殴打执勤民辅警的行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第1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
定，
对违法行为人尚某某行政拘留十日。
警方再次提醒，安全检查和盘查是维护地铁区域内群众
出行安全的重要手段，每名地铁乘客都应该自觉接受安全检
查和民警的依法盘查。但是也有极少数乘客，对地铁的安全
检查和民警的盘查不予配合甚至是谩骂、暴力反抗，这些行
为都已经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公安机关将对此类行为予
以严厉惩处。
>>>>>>地铁区域安全检查的相关法律法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大型活动承办单位以及重点目标的管理单位应当依照规
定，对进入大型活动场所、机场、火车站、码头、城市轨道交通
站、公路长途客运站、口岸等重点目标的人员、物品和交通工
具进行安全检查。发现违禁品和管制物品，应当予以扣留并
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发现涉嫌违法犯罪人员，应当立即向
公安机关报告。
”
依据《成都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
“地
铁、
轻轨运营单位应当依法对进站乘客及物品进行安全检查。
乘
客拒绝接受安全检查的，
工作人员有权拒绝其进站乘车。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实习生 程琦果 图据警方

兑彩票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185期开奖结果：436，直
选：4354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11921注，每注奖金
173元。
（18122670.8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185期开奖结果：43695，
一等奖14注，每注奖金10万元。
（271137326.22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9月9日)

人生百味都在路上了

7月11日，父子俩骑行抵达北京，整个骑
行时间18天。
刘先生打算，在北京带着小朋友参观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
物馆。在本周六（7月13日），父子俩再乘坐动
车从北京返回成都。
这是刘先生为儿子准备的毕业礼物。
“我希望他的人生能有个目标，其实学习、生
活、工作的过程都跟骑行一样有很多的陡
坡，有一帆风顺的时候，也有痛苦的时候，反
正人生百味都在这路上了。我希望他多看一
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让他见识见识外面
的世界。
”
睿睿对于这趟骑行也很喜欢，
“ 我感觉
很不错，这是可以吹牛吹一辈子的事。这是

责编 邓正彤 美编 杨培央 校对 陈婕

成了！儿子在剑门关顶为我欢呼。”整个骑
行，
刘先生也在网上留下自己的骑行游记。
秦岭的骑行，
让刘先生觉得惊险万分。
“开
始进入秦岭 ，
爬坡，
继续爬坡。
双膝盖剧痛，
儿
子依旧冲锋在前，
给我打气，
我依旧呼哧呼哧，
缓慢爬坡。
心中一个念想决不能推车。
山路上，
落石滑坡不断，
断道塌方，
惊险连连。
”
“这下坡也忒长了，
60公里，
怀疑人生。
走
吧，
路在延伸，
希望在前方。
最后一个三公里的
长陡坡。
这时候，
我们又累又饿，
一定怒放我们
的激情，
黎明前的黑暗，
扫了它！
又是蹬坡。
山
顶回望山下的蜿蜒曲折的盘山路。
征服，
秦岭。
征服，
蜀道。
征服，
我们的心路。
远方，
三秦大地
就在眼前，
就在脚下。
路，
继续延伸。
”
一路向北，沿108国道骑行，经西安、山
西、石家庄。暴晒，暴雨，爆胎，负重，酸痛，饥
饿，疲惫，一个个的难题和意外出现，父子俩
互相打气，
鼓励前行。

大妈用发胶喷地铁安检员眼睛致伤
被依法拘留10日

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次经历，没有几个人能
够达到这样的骑行。”睿睿印象深刻的是翻
越骑行时，
“爸爸说他膝盖很痛，但还是坚持
骑行蹬上去，我其实也很累，但看到爸爸也
在坚持，
我就觉得他在给我做榜样。”
曾女士透露，父子俩在平时的生活中十
分热爱运动。孩子爸爸平时上班在三环外，
离家有一定距离，但是上班都是骑车去。
“每
周都要坚持跑步，如果是周末，则带着睿睿
一起跑步。平时有时间，也会骑去温江、邛崃
等近一些的地方。
”
父子俩希望，之后有机会能够骑行到兰
州，
展开下一段精彩历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实习
生 程琦果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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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9085期：
3001111310103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9099期：13000200
中 国 体 育 彩 票 足 球 6 场 半 全 场 胜 平 负 第 19094 期 ：
101131001100
中 国 体 育 彩 票 胜 平 负 任 选 9 场 第 19085 期 ：
30011113101031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9月9日)

福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19185期
开奖结果：
194。
中 国 电 脑 型 福 利 彩 票 全 国 联 销“ 双 色 球 ”第
2019080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3 06 08 20 24
32 蓝色球号码：
07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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