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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转让
本人抵债取得洛阳市（中心）国宝花

园三期别墅二套，每套490m2，市场价
740万，现每套按580万出售。

18736319998 13663023693咨询
电话

长葛南环汽车城诚邀商用车、
乘用车、专用车等汽车类4S店、综
合展厅、汽车代理商、售后等入驻长
葛市南环汽车城，市场将提供优质
的商业环境为广大朋友服务！

招商热线：0374-6106888 7019999

汽车城免费招商大华矿机城隆重招商
中原地区大型矿山机械交易及

矿机租赁、配件销售、二手破碎机买
卖市场，专业提供破碎机大修，激光
融覆等再制造服务。首期入驻免租
6个月。

地址：洛阳市关林路280号（大华重机公司西侧）
招商热线：037962669920

嘉澜欧式家具厂启事
一、为完善直售建设工作，从现起停止家具批发代理

业务，各档欧式家具按国内最低价直接零售。
二、在筹备期间每套欧式婚房家具按12800元起售

惠宾，如有意协作直售建设工作的购家具者，我厂还可返
款至全部或协助使已购的家具创利，每个大型社区约定

一户，持新婚证明优先，详情面告。另欢迎各地寻找
生意门路者合作（免投资）

急聘客服、接待人员，并欢迎各界离退人员光临助力。
郑州市商都路1号红星美凯龙东塔12层

联系人：兰先生 电话：0371-56662580/13383857705

公 告
河南省健康伟业生物医药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仝朝辉、王艺伟、高艳霞、张会明、卢亚丽、付丽丽、李晓
明、王杞生、张聪霞、杨苗苗、吴艺凌、郭晓雪、杨利娟、张凤、郭奇根、张明
月、吕芳丽、乔坤、郑青玲、吕艳歌、王江铃、杨娜诉你单位郑开劳仲案字
【2015】228 号、【2015】229 号、【2015】230 号、【2015】231、【2015】232、
【2015】233号、【2015】234号、【2015】235号、【2015】236号、【2015】237号、
【2015】238号、【2015】239号、【2015】240号、【2015】241号、【2015】242号、
【2015】243号、【2015】244号、【2015】245号、【2015】246号、【2015】247号、
【2015】248号、【2015】249号劳动争议一案，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书、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16年1月12日（星期三）9时30分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办公室（地址：郑州高新区国槐街8号火炬大厦A座
3001，电话67981776）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逾期未到庭本委
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13名洛阳农民俄罗斯种菜被困
领不到工资还得倒贴6.3万元 志愿者伸援手搭救

“儿子，想办法给我筹
6.3 万元打过来，要是不打
钱，我可能就回不了国了。”
10月19日，洛阳市嵩县旧县
镇童子庄村村民孟良（化名）
接到父亲孟小立的电话。而
孟小立此时正在俄罗斯种
菜。突如其来的电话，让孟良
不知所措。

与此同时，包括童子庄村
及附近村庄的多户村民同样
接到远在俄罗斯亲人的要钱
电话。他们都是在今年年初，
经人介绍到俄罗斯种菜，可合
同到期后，有13名农民仍被
滞留在当地，无法回国。

亲人远在异国他乡被困，
不断打催钱电话。一时间，恐
慌的气氛在这个小村庄游走。

淘金：30余名农民经人介绍赴俄罗斯种菜

10月26日，大河报记者接
到村民们反映，驱车赶往旧县镇
童子庄村。

孟良家中，10多名村民早已
等候在此，个个愁眉苦脸。

孟良说，去年年底，在童子
庄村有亲戚的伊川籍男子凌某
到村里称，可以到俄罗斯种菜
去，每月5000元工资，包吃住，
不辛苦。“说是很轻松，就跟在家
种菜一样，还有技术员指导”。

今年正月初四，孟小立与同
村及邻村30余人一起踏上了赴
俄种菜的路途。

记者采访数名家属了解到，
这30余名村民到哈尔滨后，分别
由当地不同的老板带走，并签合
同，乘坐不同交通工具入境俄罗
斯，然后再被分到不同城市去。

孟良说，父亲他们一行13

人，与哈尔滨双城市一吕姓老板
签了合同后，到距离俄罗斯叶卡
捷琳堡市 200 公里的地方种
菜。父亲刚到俄罗斯时给家里
打过一次电话，称不用担心，就
是太冷了。只不过，到了目的地
后，就有人以安全为由，将他们
护照全部收走。

村民马改成的儿子马晓利
与儿媳李灵琴与孟小立一同前
往俄罗斯种菜。“走了之后一直
没联系过，中间打回一次电话
说，工作太累了，天气冷，很不适
应。”马改成说。

多名家属表示，亲人到俄罗
斯后，几乎都未与家里保持联
系。原本约定的工期是210天，
每月工资5000元，可合同到期
后，孟小立他们13人却不让回
国，被滞留当地。

奇怪：领不到工资还得倒贴6.3万元

孟良说，父亲他们原本该在
9月份到期回国，但一直没有音
信。“这期间很着急，就跟吕姓老
板联系，他说不用担心，现在到
了收尾工作，马上就能回来了，
中秋节就能在家过了。”孟良说。

可就在10月19日下午3时
左右，孟良接到远在俄罗斯的父
亲打来电话。“老板种菜赔钱了，
不但我们没有工资，还让我们赔
偿，我需要赔6.3万元，赔偿到账
后才可回国。”

与此同时，马改成也是在19
日晚接到儿媳李灵琴的电话。
儿媳妇在电话里哭着说，“在这边
活没干好，老板让赔偿，我们两个

人需要11万，不打钱不让回国。”
马改成说，老板不发工资，还扣留
了护照，不让随意走动。

次日一大早，着急的村民们
相互询问，发现多户村民都接到
了要钱电话。并且在接下来的
几天里，远在俄罗斯的亲人们不
断打回电话，催着打钱。

“我们都是农民，家里条件
差，这才跑到国外务工，去哪筹
那么多钱去赎人。”马改成说，村
里人都异常着急。

村民家属称，因不能顺利回
国，找到了当时介绍工作的凌
某，但对方说，只是个中介，对这
个情况也不了解，会帮忙问问。

转折：志愿者伸援手，12名村民被带到警局

被困的13名村民的家属们
非常焦急，与村干部四处寻求
帮助，并拨打外交部领事保护
热线报案。

一周多前，村民家属与俄
罗斯中国志愿者联盟取得联
系，并将事情的前因后果通过
微信告知了该联盟的主席许文
腾。许文腾获悉此事后，立即
与当地的志愿者取得联系，想
办法寻找这些村民。

26日下午，记者与许文腾
取得联系，他告诉记者，寻找村
民过程并不顺利，说不清楚具体
位置，地址非常模糊。“通过几天
搜索，志愿者终于在当地时间26
日凌晨，在距叶卡捷琳堡市约
200公里的一处大棚，找到了干
活的村民。”许文腾说，在这期
间，他也多次尝试与吕姓老板联
系沟通，对方称会保证这些人的
安全，但赔偿不同意协商。

许文腾说，志愿者赶到后，
当地下着雪，气温很低，并且遭

到了该地看守人的阻拦。无奈
下报警，随后当地警方赶到，将
12名村民送往了当地警局，但
有1人坚持留在菜地。

坚持留在菜地的村民叫李
素萍，其丈夫在旧县老家。他告
诉记者，妻子胆子小，可能是受
到惊吓了，担心走了后再被抓回
来，可能会受更多苦，罚更多
钱。“没办法只能再劝劝妻子，希
望能早点回来。”

许文腾及时将志愿者及警
方的行动，通过微信告诉童子庄
村村民们。在得知村民们安全
后，大家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

昨日，洛阳当地媒体对此
事进行了报道。报道称，中国
驻叶卡捷琳堡总领事馆工作人
员针对此事回复，目前12名村
民在警局很安全。因为大棚负
责人和村民的说法不一，警方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将尽力协
调让村民尽快回国，希望家属
不要担心。

说辞：种菜赔了钱，让工人打钱是按合同索赔

昨日下午，被困村民家属向
记者提供了当初与村民们签订合
同的吕某的电话。记者据此联系
上了吕某。他坦言，13名嵩县务
工人员确实是跟他签订的合同。

“我们已经在那边种了几
年菜，招工前也将大棚情况及
种植数量都跟中介详细说明，
但中介怎么跟农民工说的我就
不清楚。”吕某说，工人去了之
后都说工作量大，而且还有的
人不愿意干，“我们的大棚也是
承包到个人的，工作时间没有
规定，早干完就早休息，干不完
就需要一直干。”

据吕某说，种菜有技术员，
“有些农民工不按技术员指导
来操作，种植方法不当，造成种
植的黄瓜太大甚至变老，这些
菜销售商不要，造成我们倾倒

了几车黄瓜，损失非常严重，由
于他们的种植方法不当造成的
损失，我们就按照合同规定进
行索赔”。

针对村民反映护照被没收
情况，吕某未予正面回应。此
外，村民们没有拿到工资一事，
吕某解释，“他们种植我承包的
大棚，给我造成了损失，肯定不
会发放工资了，但种植较好的
民工还会发放一些工资。”采访
期间，吕某说，其中有一位不愿
离开的女性民工，算下来可能
还会给她支付工资。

当记者询问其他问题时，
吕某称：“那些民工已经被其他
人接走，再过几天就回来了，现
在已经不归我们管。”记者再次
追问时，对方以“现在工地干活
太吵”为由挂断电话。

提醒：出国务工勿盲目，不要轻信中介

记者在此提醒广大市民，
目前，境外劳动力输出市场鱼龙
混杂，为保护自身利益，如有出国
意向，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劳务输
出企业。未依法取得对外劳务合
作经营资格证书并办理登记的，
不得从事对外劳务合作。

市民、村民在选择时，首先

要看该中介公司是否有商务部
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
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以及
相关的批复文件，还要注意中
介企业的营业执照是否具有向
境外派遣各类劳务输出人员的
资格，不要轻信一些中介的花
言巧语，以免上当受骗。

逃离：
工作辛苦，从凌晨4点
多干到夜里11点

然而，旧县镇西河村村民黄
令军夫妇比较幸运。

今年正月初四，他们与30余
名村民一同赴俄种菜，但与被困
的13名村民不同的是，黄令军夫
妇与其他10余名村民先到莫斯
科，然后乘坐1天汽车到了种菜
的地方。

至今，黄令军也说不清楚到
底是在哪里干的活。他说，到了
之后，才发现并不是跟中介所说
的种菜那么简单，地里种的全是
黄瓜和西红柿，除了栽黄瓜苗、铺
地膜，还要建大棚，拉粪等，总之
特别辛苦。

“每天凌晨4点半起床，简单
吃点饭就开始干活，一直到上午
11点半，吃中午饭，12点继续开
工，一直到7点才吃晚饭。”他说，
晚上8点之后，每个人发个头灯
继续下地干活，一直干到夜里11
点，这才让休息。

工作强度大，让黄令军夫妇实
在难以忍受。在国内家人的联系
下，他与俄罗斯中国志愿者联盟的
志愿者取得联系，最终在志愿者帮
助下，黄令军夫妇顺利回国。

同样，村民马改朝也是提前
回国。“干的活太累了，天也冷，在
那边极其不适应。”他说，在干了
3个月后，实在熬不下去了，就以
身体状况不行，提出不干了。“但
老板说，属于违约，需要支付
6500元的违约金，并且没有任何
工资。”马改朝说，实在忍受不了
当地的情况，无奈支付了违约金
后回国。

□记者 李晓波 董楠 文图

志愿者联盟搭救村民时拍摄的村民居住环境照片（村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