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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
使用本栏目信息请供需

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明材料，
签订有效法律合同。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分类广告

●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

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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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招聘

●家教

分类广告

培训招生

●学历证资格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企标SC许可证专办88882363
●代办疑难公司13503711111
●办房地产开发资质60901020

【资质专办】
市政◆通信◆幕墙86099688
房建◆消防◆设计86099088
电力◆钢构◆监理86099988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信息窗口

●唐国强代言“东方神盾”专

业除甲醛，除醛电话：0371-
56668630，15638874010
●收购各种茅台酒18100326256

●中成铁艺制作13592699553

家电维修

●63288160空调维修加氟清洗

●厂家移修加氟清洗53366658

公告

●注销公告：郑州润兴机械设

备安装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即日起解散公司（注册号91
410100349429395E），本公

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声明

●闫笑笑的出生医学证明不慎

丢失，出生日期：2009年
3月7日，出生证编号：J41
0378527声明作废。

●王建农购买河南省军区郑州
市东风东路与龙湖外环东路
88号省军区经济适用住房的
原购房合同和房款收据等手
续因在搬迁过程中不慎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郑州航空港区银河办庆慧堂
大药房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
范认证证书丢失，证书编号
:C-SD16-00254,声明作废。
●本人张娟，因个人原因不慎
将河南万盟置业有限公司开
具的永威逸阳溪畔首付款收
据（收据号为9885000,金额
268566元）遗失,声明作废。
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和
河南万盟置业有限公司无关。
●刘璐,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证书遗失,证书编号1084
31201706002713,声明作废.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王钊
伟毕业证（证书编号13780120
1106003155）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管城区心爱通讯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101
04600635651声明作废。

●展琳琳遗失许昌学院大学毕

业证,证号1048012011060002
18,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百兴五金商行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4
10104600612210,声明作废。

●郑州修远商贸有限公司发票

专用章遗失，纳税人识别号：

410105592443680声明作废。

●本人高强,学号:141006237，
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协

议书遗失，特此声明。

●王志远，驾驶的豫S7L223
的翼虎车，于今年5月份不

慎将该车商业保险发票遗失，

保单号为PDAA201841150
000019980，现申请退保。

特声明发票作废。

●史沉沉遗失由新乡三联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郑州恒大御景

湾房款收据6020339，金额

31017，维修基金加其它收

据6020340，金额7599，现
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顺达钢筋冷轧厂

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4
910010285401，声明作废。

●本人刘轩辰不慎遗失二级建

造师证书一本，证号012363
5，声明作废。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

100米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小张同学今年刚参加完高
考，想利用暑假期间打个短工，
挣一些学费。6月下旬的一天，
他在58同城网站上看到一则招
聘信息，内容是新华书店招聘
暑期图书管理员。

“孩子想着，既可以挣点钱
又有条件可以多读点书，也没
跟我们说，就自己报了名。”小
张的舅舅常先生告诉记者，小
张报名之后，去一家公司面试，
面试通过后，公司要求他先交
198元的体检费，并表示如果体
检没问题的话，就安排他就近
到国基路上的新华书店上岗，
工作一个月以后，体检费还可
以报销。

6月28日，小张到高新区
一家私立医院做了体检，检查
了乙肝、血常规和心电图等各
个项目，都没问题。但是接下
来，小张一等再等，却迟迟等不
到通知自己上岗的消息。

和小张有同样遭遇的人还
不少。来自安阳的小李，今年
也刚参加完高考，也是在58同
城网站上看到了招聘图书管理
员的信息，专门从安阳赶到郑
州，也是去的同一家公司面
试。在该公司一位经理发给小
李的短信中是这样写的：“新华
书店招收图书管理员（暑假工
也可以）……面试后工作地址
就近分配门店，总公司直招，不
收取任何费用（可带朋友来）。”

和小张一样，小李在交费、
体检之后，也没等到好消息。

“一问他（公司经理）就拖，先是
说这个书店安排满了，给安排
别的书店，再问他还是拖，一直
拖了十来天。”小张的舅舅常先
生说，他是在前两天才知道这
个事儿的，他专门跑到国基路
上的新华书店询问，“我一问，
人家说根本就没有招聘暑期工

这回事儿”。感觉孩子被骗了
的常先生，拨打了大河报96211
热线投诉。

7月3日上午，记者与常先
生一起去往位于东风路与文博
东路交叉口世博中心11层的一
家名为“中诚集团”的公司。在
公司内，记者看到有很多大学
生模样的年轻人接连到访，填
写简历，应聘工作。

记者表明来意后，询问该公
司是否具有人力资源招聘的相
关资质以及新华书店的招聘授
权委托。该公司的一位总经理
贾先生明确表示：“这些东西都
有。”记者提出查看，贾经理表示
要先处理小张和小李的问题，要
与两个学生的家长单独协商，之
后再出示。

经过协商，贾经理同意并当
场为两位学生退回了体检费。
记者又等待多时后，贾经理却变
了个说法。他说，公司的营业执
照和新华书店的授权书都在总
公司，自己手边没有。记者提出
去总公司查看，贾经理又称，他
只知道总公司在郑东新区的千
玺广场，具体在哪一层，哪一号，
并不清楚，并表示要先跟总公司
联系之后再回复。

记者再次等待之后，贾经
理的说法又变了。他从手机微
信上给记者出示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家名叫“郑州多成
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营
业执照，但是这家公司的住所
是在经三路上的财富广场内，
并不是贾经理的公司所在地，
而且公司的名字也不相同。对
此，贾经理解释说，他们和这家

“多成公司”是业务合作关系，
他刚刚出示的也是自己公司的
营业执照。

至于新华书店的授权委托

书，贾经理再次改口称，他们是
之前和新华书店有过招聘合
作，但现在合作期结束了，委托
书也被收回，记者无法看到。

7月3日下午，记者从新华
书店相关部门了解到，新华书
店从未授权任何机构进行暑期
用工招聘，更没有给任何公司
出具过招聘授权委托书。

然而，记者在58同城（郑
州）招聘网站上搜索“新华书店
图书管理员”这一信息，结果显
示竟有上千条“新华书店”的招
聘信息，但是网页上注明的招
聘单位，都为“某某管理咨询公
司”“某某商贸有限公司”等。
记者随后也将这一情况反馈给
新华书店，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对于某些招聘网站上的虚假招
聘信息，他们也注意到了，将会
进一步进行跟踪和处理。

对于此事，河南继春律师
事务所的于继春律师认为，在
该起事件中，涉事公司从事的
是中介服务，从法律上定性应
属于经营行为，而作为经营行
为，必须有营业执照，否则就属
于无证经营，无证经营是一种
行政违法行为，应由行政机关
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此外，该公司在未获得新
华书店授权委托的情况下，冒
用新华书店的名义进行招聘，
这种行为已构成欺诈。如果该
公司在招聘过程中，以牟取非
法利益为目的，实际骗取的钱
财达到较大数额的话，其行为
就涉嫌犯刑事诈骗罪，应由公
安机关介入处理。

替新华书店招暑期管理员？骗人的！

核心提示 | 打着为新华书店招聘暑
期图书管理员的名义，一家公司在某招
聘网站上发布信息，不少放了暑假的高
中生被吸引来报名，并被要求交纳了198
元的体检费。此后，图书管理员的工作
却被一推再推，迟迟无法兑现。事实上，
新华书店对此根本就不知情，更别提委
托招聘的授权了。

世博中心11层的一家名为“中诚集团”的
公司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丁丰林 文图

公司一位经理发给小李的短信

交完体检费，迟迟进
不了新华书店

公司拿不出营业执
照，更拿不出招聘授权书 新华书店：从未授权

任何机构进行暑期工招聘

无执照涉嫌行政违法，
无授权涉嫌诈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