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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
午!郑州一建筑工地门口!数十名附近居
民汇集此处!堵门讨要" 阳光#以及" 消防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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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功路与西陈庄前街西边不远处!有
一名叫" 楠桦小区$的小区!该小区建成于
$%%$

年!包括两栋多层和一栋高层% 如今!

该小区有业主
&%%

多人%

" 楠桦小区$原来的主通道宽
'$

米!设计
在小区的东北角!这里不仅可以容纳大型车
辆进入!而且还是小区业主公认的" 消防通
道$&" 生命通道$% 但!这条" 生命通道$却在
今年

&

月份被东边的一个工地给挖没了%

昨日上午
(

时许!为了讨回自己的" 消
防通道$和" 阳光$!数十名业主将该工地
的大门围堵%

在现场!河南商报记者看到!该处工
地就位于交叉口的西南角% 虽然业主已将
大门围堵!但工地内的工人们还在紧张地
施工着%紧邻工地不到

)%

米远的西边!便是
" 楠桦小区$的一幢

$$

层高楼%

施工围挡上面的说明里写着!该工地
的楼盘名为" 领域$!开发商为大唐置业有
限公司%

业主赵可说!按照国家规定!高度大
于
*+

米小于
"%%

米的高层建筑间距不得小
于
,%

米!日照时间每天不少于两小时%" 你
看看这个楼盘! 是一幢

$*

层高的高层!它
与我们

$$

层高楼的楼间距仅有
))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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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
(

时
&%

分! 郑州市二七区行
政执法局中队长李志强带领执法人员赶
到现场%

" 谁让你们又开始干活了 ! 全部出
来% $李志强说完后就走入工地!并将一名
工人手中的水准仪没收% 随后!

$%

多名施
工人员背着铁锨&榔头等工具!相继走出
工地%

在现场!河南商报记者没能找到一名
工地负责人%

李志强说!对这个工地!他带领执法人
员一天最少来五六次!但每次走后!工人就
又开始施工%"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工地!

老板不出面拿相关手续! 工人们天天给我
们打游击% $据他了解!该工地应该没有相
关手续!他们多次对该工地进行了查处%

对此!二七区铭功路办事处一弓姓负
责人也称! 二七区建设局和铭功路办事
处!就这个楼盘的违法建设多次下发停工
通知%" 我们不但下发停工通知!而且还多
次前来现场制止! 我们去大唐置业公司!

但总是见不到他们领导% $

李志强说!如果该工地还是拿不出手
续继续施工的话!他们将会派执法人员

$-

小时留守工地!阻止其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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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 记者来到豫港大厦
)&

楼大
唐置业公司!但前台接待人员称!公司领
导不在!都出去办事了!拒绝接受采访%

昨日下午
&

时许! 河南商报记者联系
了大唐置业一负责人张国栋!他说!他们
这个工地啥手续都有!至于为何不给执法
人员出示!他也不清楚%" 因为手续不在我
这里!在项目负责人那里!如果没有手续
的话肯定不会施工% $

当记者提出看手续时! 张国栋称!他
在东区办事!回来再说%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业主赵可!他说
工地现在又开始施工了%" 上海大火的教
训让我们这些住在高楼上的人胆战心惊!

我们小区的消防通道没有了!如果发生大
火!消防车进不来!责任谁来承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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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前脚走
他们立马又开工
真拿他们没法了'

到了足浴中心
女大学生才发现被) 卖$了
!"#$%&'()*+,- ./0123456789:

忽悠女孩说到外地锻炼数月就回来 实际上把她们" 卖$到了足浴中心

今年
(

月! 女大学生李
丽* 化名+在网上看到自称
事业单位的) 河南青年就业
创业援助中心$ 招聘文员!

求职通过后!却被送到足浴
中心做足疗服务% 事后她知
道 !足浴中心付给) 河南青
年就业创业援助中心$每人
2&++

元人头费%

根据调查 !) 河南青年
就业创业援助中心$由鹤壁
等四市团市委驻郑工作委
员会于今年

-

月份发起成
立!早在

/

月底已被撤销%但
有新公司冒充该中心!招聘
大学生做足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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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丽是河南某大学
2++(

届毕
业生!今年

*

月底!她在
&*

同城网上
看到) 河南青年就业创业援助中
心$招聘文员的广告%

该招聘广告显示 () 河南青年
就业创业援助中心$性质为) 事业
单位$!行业属) 政府非营利机构$%

面试后! 李丽接受了中心的培
训!) 主要讲人生观等! 帮助农民工
再就业!保健按摩和美容$%

) 培训后!中心负责人刘本梅说!

要我和两名同伴到唐山市玉田县的
唐山泳乐足浴工作% 说是出去锻炼

,

个月再回来!还说是去做美容!后来
发现是足部按摩! 想着

,

个月后就可
以回来!我们答应了% $李丽说%

(

月
)

日!她们到足浴中心工作%

) 到哪儿都得请假% 客人不规矩!我
们不愿做! 足浴店店主杨志勇就威
胁扣工资% $李丽说!她们提出辞职!

要求发工资!但被拒绝%

))

月
)/

日晚
上!她们偷偷溜走% 李丽称!足浴店
还欠她们每人

,&++

元的工资%

杨志勇提供的足浴店与中心
签订的合同显示!中心每给足浴店
介绍一名员工 ! 足浴店付给中心
2&++

元% 杨志勇还称!不发工资是
中心和足浴店) 商量好的$%

) 没想我们竟然被卖了% $李丽
说!此后她们找到中心!却发现牌
子已经变为 ) 河南瑞和,紫薇集
团$% 此后! 刘本梅补偿她们每人
*++

元!便不再露面%

) 场地没变!

*

个负责人没变% $

李丽怀疑! 河南瑞和,紫薇集团只
是中心换的新壳% 昨天下午!郑州
市金水区丰产路工商所工作人员
前往该公司进行调查%

自称该集团郑州公司负责人的
滑志剑提供的经营证书显示! 紫薇
集团注册地址为新密! 日期为

2+)+

年
))

月
))

日!经营范围) 保健养生$%

滑志剑承认 ! 郑州这个公司
) 没有证书$% 因无照经营!工商所
工作人员查封了该公司四台电脑
主机% 此外!查收的招聘表显示!报
名女生有

2++

多人%

滑志剑称!主要是为自己公司
招聘!) 也有些合作伙伴$%

在工商所的) 现场检查笔录$

上!滑志剑迟迟不愿签名% 在与刘
本梅的丈夫孙福健通话数次后!他
说) 领导说签我就签$%

其间!孙福健派人向河南商报
记者提供了一份团驻郑联字- 关于
成立) 河南青年就业创业援助中
心$的决定.的文件% 文件日期为
2+)+

年
-

月
))

日%

河南商报记者从相关部门拿到
一份盖有共青团鹤壁市委驻郑州工
作委员会印章的- 关于撤销) 河南青
年就业创业援助中心$ 的决定.!上
面显示!

2+)+

年
/

月
2/

日!) 河南青年
就业创业援助中心$被撤销%

曾任共青团鹤壁市委驻郑州
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吴文新说!今年
-

月份!他们牵头成立) 河南青年就
业创业援助中心$! 孙福健找到他
们要求合作%) 当初是他们出场地!

借用我们的名义在做% 我们当时也
是为了服务青年!后来发现合作不
对头!就终止了$%

在现场查收的招聘报名表中! 九成应聘者
都写着从网上得知招聘信息! 网站包括) 赶集
网$&)

&*

同城网$&) 九博网$&) 智联$等%

查封现场!来报名的朱姓女生说!她是从
&*

同城网上看到招聘信息后来应聘文员的! 听说
该公司要把应聘者送到足浴中心工作! 脸红着
走了%

对此! 工商人员要求河南瑞和,紫薇集团

) 删除所有在网站上发布的招聘广告$%

随后!记者拨通了
&*

同城的客服电话!一位
工作人员称他们在郑州的网站是新设立的!郑
州这边还没有负责的领导% 一些招聘公司的资
质!应该是送到北京那边进行核实的%

而智联招聘的客服人员则说! 每一个在其
网站投放招聘广告的公司! 都按要求提供所有
的资质证明并备案%

河南华浩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华阳认为!网
站作为广告的发布者!应该核实做广告的单位&

人员的相关资质% 本案中!瑞和,紫薇集团没有
任何资质证明! 却在网站上长时间发布招聘信
息!导致多名女大学生受骗% 如果将来这些女大
学生追究瑞和,紫薇集团的民事责任!要求赔偿
等!网站一定要负连带责任%

河南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巩蔺娜则建议!

受骗的女大学生!可以向网站维权!要求其承担
审查不严的责任!并赔偿她们的精神损失&经济
损失%

李丽称!她们曾联系劳动监察部门!但被告
知!涉及跨省维权!比较困难%) 店主曾称把我们
送到外地!就是让我们难以维权$%

怎样才能在求职过程中避免上当受骗呢'

知名人力资源专家&-

)4)

人才资讯.总经理刘渊
对广大求职学生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拒交各种名义的费用% 任何招聘单位!

以任何名义向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 都属非法
行为%

二&莫贪小便宜!以免被私招滥雇% 那些无
营业执照& 无职业介绍许可证或人才交流许可
证& 无固定办公地点的非法中介常常以找不到
工作不收费为幌子!在一些正规中介中心旁边!

伺机寻找) 猎物$诱惑求职者入套%

三&向职介机构索要正式发票%求职者一定

要向收费的职介机构索要税务局或财政局核发
的正式发票!一旦发现上当受骗!可以凭发票编
号!找到该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领票人%

四&不轻信不许诺到外地上岗% 对非法中
介或私招滥雇者为外地企业或外地分公司发
布的高薪招聘!不论其待遇多么好!求职者一
是不去 !二是到劳动保障部门咨询!并办理相
关的手续%

五&发觉被骗!及时报案% 求职者一旦发觉
上当受骗!要及时向招聘单位所在地的人事局&

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或工
商所&派出所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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