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长期不在学校教课，
却在珠宝城任经理

陈贵河说，自己是河南锦邦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锦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
在漯河市区繁华路段开了一家大型珠宝店，名
叫锦邦珠宝城，营业面积约1800平方米。2013
年间，自己的儿子小陈经人介绍认识了张文伟，
张文伟说其人脉关系丰富，尤其是和市里某领
导是亲戚关系：“我在漯河五高挂职，平时想去
就去，不想去就不去，以后有啥事你们就找我，
没有摆不平的！”

“2014 年春节，张文伟来到公司，表示想
在公司找点事儿做。”陈贵河回忆，作为一家
外地公司，为了在漯河当地更好发展，他们聘
请张文伟为锦邦珠宝城的经理，前期每个月为
其发放3200元的工资，后期又上涨至每个月
5000元。张文伟也算履行职责，常在珠宝城
帮忙管理一些事情，2015年更是为了筹建深
圳分公司，在深圳市出差近一年。

陈贵河说，在不断交往中，大家曾问张文伟
这样长期不去学校上班行不？“他说没事，自己
有关系，已经和学校领导打过招呼，工资福利照
发，没人管的。”陈贵河回忆说，张文伟的这个答
复让他们更相信“他神通广大”，2014年11月，
张文伟表示自己看中了鑫地佳苑小区6号楼的
一套房子，于是公司安排会计汇给张文伟妻子
李某50万元钱，让他们购买住房。

在举报材料中，陈贵河提供了锦邦公司
从2014年8月至2016年3月间为张文伟发放
的工资表及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张文伟一直
从锦邦公司拿着工资，另外提供一份漯河市
公积金中心的公积金缴纳记录，证明漯河市
五高直到今年年初，还为张文伟缴纳着住房
公积金。

记者对照两份证据，发现身份证号一样，
确为同一人。“你看漯河五高每个月为他缴纳
公积金 627 元，按照公积金缴纳额度为工资
总额的5%~12%计算，张文伟每个月至少还在
漯河五高领取2500元以上的工资，多的话甚
至有5000多元。”陈贵河说。

珠宝城大量金银珠宝丢
失，二人反目

既然锦邦珠宝聘请张文伟是看中了他的
人脉关系，为的是公司更好发展，那么如今为
何又要反过来举报他呢？对此，陈贵河表示，
这一切，都来源于锦邦珠宝城内大量金银珠宝
的一夜丢失。

陈贵河说，4月25日早上，他被保安告知
珠宝城内大量金银首饰和珠宝翡翠不见了，气
得他心脏病复发、瘫软在地上，醒来后通过查
看监控录像，看到的竟是张文伟带着几个人把
这些珠宝首饰拿走的，陈贵河立即报警。目
前，漯河市公安局源汇分局已经在处理该案。

在陈贵河提供的一份监控录像中，记者看
到4月25日凌晨1点多，张文伟与几个人一起
把锦邦珠宝城柜台里面的首饰装袋拿走，陈贵
河指认的这几个人中还有公司总经理王冠与后
勤人员孙玉涛。“我就是花钱养了一批白眼狼，
他们拿着公司的工资，却干些伤害公司利益的
事！”陈贵河捶胸顿足，“我一定要举报他！”

陈贵河也承认，自己的儿子小陈确实借了
张文伟的一些钱，但这跟自己没关系，“我是公
司法人，珠宝店也是我的，他凭什么把我的财
产拿走？！”陈贵河据此认为张文伟不地道：“他
假话连篇，人脉关系根本没有多少，都是吹的，
他所说的那个亲戚我们后来打听了，人家根本
就不认识他。”

张文伟称身体有病请假，
去珠宝公司只是帮忙

为了彻底搞清此事，6月2日，记者来到漯
河市第五高级中学走访调查。

起初，受访学生都表示没有听说过张文伟
这个老师，门卫也表示没有张文伟这个人。不
过，后来通过采访一些教师，记者被告知“张文
伟是该校体育组的一名教师，但是已经好几年
不来上班了，具体原因不知道。”

记者拨通了该校一名王姓副校长的电话。
对方在电话中说，张文伟确是五高的教师，但是

很长时间都不上班了。“那学校还给他发工资
吗？”记者问，“这个我不清楚，都是财务上的
事。”该校长说完，匆匆挂了电话。

记者随后联系上了张文伟本人。张文伟
告诉记者，他不去学校教课是因为腰椎间盘突
出，无法教课，为此他向学校请了假，也递交了
假条。但是当记者问他请了几个月假时，他却
说记不清了。

之后，记者又问及他在锦邦珠宝城的任职
情况。张文伟说，珠宝城是一个熟人（小陈）家
的，自己过去只是帮忙、打工，并没有任职经
理。“你因身体原因请假不去学校教课，却在珠
宝城任职打工，你觉得这样合适吗？”面对记者
的直接提问，张文伟又改口说，自己其实去年
暑假之前就向学校提出了辞职。

“那学校批准你辞职了吗？你现在还发工
资吗？”记者追问。“我不知道……辞呈我交给
了校领导，他们应该已经递给了教育局。”张文
伟随后以需要核实记者身份、再约采访时间为
由，挂断了电话。

漯河市教育局介入调查

在采访中，记者多次拨打漯河市第五高级
中学校长李自刚的电话，想对张文伟一事进行
采访，但李自刚的电话一直处于通话状态。后
记者给其发短信表达了采访意图，李自刚表示

“正在开会，下周可以采访”。但截至发稿时，记
者也没有接到这名李校长的任何回复。

无奈，记者只得来到漯河市教育局，想查
一下张文伟是否离职。漯河市教育局纪检书
记李志辉得知这个情况后非常重视，她亲自接
见了举报人，了解了相关情况，表示会立即着
手调查此事。她说：“‘吃空饷’这个事从国家
到省里已经清理了好多次，如果发现此事属
实，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

对于此事，本报也将继续关注。

投诉

06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智群李智群 校对校对 刘任晓刘任晓

E-mail:hnfzbbjb@E-mail:hnfzbbjb@126126.com.comHENAN LEGAL DAILY2016/06/07
法治关注

本报南阳讯（记者 王海锋）6月 3
日，网上和微信圈里传播一篇题目为

《河南内乡信用社违规放贷近 3 亿用
于员工内部参股》的文章。文章说的
是内乡县农村信用联社借信用社内
部改制之机，内部职工相互担保贷款
参股一事。一时间，部分网站相继转
载，形成舆论。事情究竟是怎样的？
本报记者 6 日上午赶赴内乡，约见了
内乡县农村信用联社（以下简称内乡
农信社）相关领导，了解了事情原委。

内乡农信社是省政府确
定的全省60家改制联社之一

内乡农信社理事长汪玉平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2015 年，内乡农信
社被河南省政府确定为全省 60 家改
制联社之一。

为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农信
社改制组建农商银行任务，内乡农信
社在南阳市政府、内乡县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根据省政府 8 月 5 日召开的
全省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充分利用政府、
市场、农信社三大资源推进组建农商
银行工作。一方面多举措强力清收
不良贷款，另一方面以引入社会资本
为突破口，增资扩股，以股金溢价形
式消化不良贷款。经过认真测算，依
据《河南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权定
价办法》规定，结合内乡县农信社经
营现状，按照 1：3 的标准向社会募集
股金。募股工作从 12 月 15 日开始，
到12月31日结束。

贷款参股形式存在
不规范行为已及时整改

汪玉平说，这次农信社改制募
股，内乡县政府控股公司计划出资 3
亿元、企业计划出资7亿元左右、农信
社职工计划出资 2.7亿元左右。在股
金募集过程中，农信社内部职工比较
看好农信社改制后的发展前景，踊跃
参与。但是，有部分职工由于时间
紧、临时筹集资金困难，就以个人消
费贷款形式暂时向县联社申请贷款，
进行临时周转过渡，这方面涉及农信
社内部 174 名职工。截至 2015 年 12
月31日，所有募集的资金包括内部职
工贷的 2.7 亿元全部到位，均存放于
农信社临时过渡账户中，待验收通过
后办理入股手续。

2016年春节过后，南阳市银监分
局、农信办到内乡对增资扩股工作进
行督导时，发现职工拟用贷款方式入
股不符合监管政策，遂要求及时整
改。内乡农信社的增资扩股工作也
因此没有被通过验收。

随后，内乡农信社积极进行整
改，截至 5 月 13 日，2.7 亿元资金均已
退出过渡账户归还贷款。

吸取教训诚恳接受监督

舆情发生后，内乡农信社党委高
度重视，反应迅速，在及时向南阳市
农信办和当地县委政府进行报告的
同时，立即成立了舆情应急处置领导
小组，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此次舆情
出现的原因及应对措施。

汪玉平最后强调，对于此次网络
舆情，县联社党委自始至终没有推卸
责任，对相关媒体网站进行真诚、公
开、及时沟通，积极主动赢得公众的
理解和信任。

内乡农信社党委深刻吸取这次
负面网络舆情的教训，举一反三，自
查自纠工作中的不规范行为，不断完
善工作机制；真挚感谢上级领导的关
心指导，也感谢媒体的监督支持；将
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落实好各项规
章制度，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内乡农信社
诚恳接受媒体监督

漯河一教师被投诉“吃空饷”
两年多不到学校教课 珠宝城当了经理

□记者 王建芳/文图

“我要投诉漯河五高教师
张文伟，他顶着教师名额，却两
年多不去学校教课，反而在我
的珠宝城里任经理，获取高额
工资，是典型的‘吃空饷’。”近
日，来自漯河市舞阳县的陈贵
河，亲手向本报递交了实名举
报信。他反映的情况属实吗？
教师张文伟真的是在“吃空饷”
吗？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本报周口讯（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张磊
落/文图）近日，太康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户
籍警李园园，发现逃犯信息后沉着冷静，热情
服务并送证上门，将逃犯引入民警的包围圈，
配合战友将其抓获。这在当地传为佳话。

6 月 3 日上午，李园园接到一女子电话，
对方自称叫王某娜，是太康县城关镇人，因户
口本上婚姻关系不明，办理结婚证遇到麻烦，
想让民警帮助其变更婚姻状况项目。

李园园按照“办理证照现查询比对”的操
作要求，将王某娜的名字输入公安网查询，发
现王某娜竟然是一名网上在逃人员，2015年
5月被江苏无锡警方上网追逃。

她立刻冷静下来，拨通了对方电话：“你
好，你是王某娜本人吗？”对方回答说是。“变
更身份信息需本人申请，你必须到我们派出
所一趟。”“我在淮阳，现在有急事，真的离不
开，警察姐姐能不能用物流给我发过来？”那
边的声音略显急切。

“请你稍等。”说完，李园园立即将情况向
所长张照武汇报。民警研究决定给嫌疑人送

证上门，发现人员后再抓捕。
经过精心策划，李园园再次拨通王某娜

的电话：“我正好要去周口市局开会，路过淮
阳。你在淮阳西关等我，我把变更后的户口
本捎给你，记住你本人一定要带着身份证，并
且手写一份申请书。”对方连连感谢，满口答
应在淮阳等候。

副所长张辉永和李园园、李玉康等 6 名
民警开两辆地方牌照车辆赶到淮阳县。

民警们明确分工，保持车距，缓缓驶向约
定地点，在一个交叉路口东侧路北，发现一名
年轻女子在向东张望。李园园一拨电话，那
名女子很快接通了手机。

李园园的车辆停在女子面前：“你就是王
某娜吧？”该女子连声答应。“你仔细看看还有
哪个地方需要变更？”在该女子低头翻看户口
本时，张辉永和李玉康东西夹击，将王某娜抓
获。

经查，2014 年至 2015 年，王某娜在江苏
无锡务工期间，多次参与他人组织的“德州扑
克”赌局并担任职务，案发后潜逃。

巧设妙计 引逃犯进入包围圈

逃犯王某娜（中）被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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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

漯河五高一直为张文伟缴着住房公积金漯河五高一直为张文伟缴着住房公积金

锦邦珠宝城的工资表上有张文伟的名字

记者

■热点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