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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内暗藏
100多箱电磁炉
一查全是假的！卖香蕉的夫妻偷香蕉

06 责任编辑 李 艳 张军强 校对 孟杰曼

E-mail:hnfzbbjb@126.comHENAN LEGAL DAILY2014/04/15
社会与法

本报讯（记者 杨勇）开封一
男子为了开大巴车，竟然将自己
弟弟的驾驶证拿来换上自己的
照片，被查获后，男子因使用变
造驾驶证和准驾不符，被合并执
行拘留 19 天，扣 12 分。

4 月 12 日上午 10 时 15 分许，
郑州市公安局交巡警六大队机动
中队民警卜隽峰、张斌在商都路
与博学路交叉口附近巡逻时，发
现一辆自西向东而来的大巴车不
按规定行驶，辗轧双黄线。民警
当即将车辆拦停，进行纠正并检
查。见到民警后，司机田某神情
非常紧张。田某向民警出示的驾
驶证部分压膜已经开裂，照片有
脱落的痕迹，看上去是重新贴上
去的。民警根据驾驶证号用警务
通调取了司机的身份信息。经
比对，身份信息上的男子与眼前
的田某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

在民警的盘查下，田某最终
承 认 说 ，他 其 实 只 有 B2 驾 驶
证。他所拿的驾驶证是弟弟田
某某的。田某为了开大巴车，找
来弟弟的驾驶证换上了自己的
照片，以此来应付交警检查。不
料，田某当场被民警识破。

据办案民警介绍，田某换照
片的行为属于变造驾驶证，按照
规定处以 2000 元到 5000 元的罚
款，并处拘留 15 天以下；田某还
存在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按照
规定也可以拘留 15 日以下，并扣
12 分。最后两项并处，警方对田
某作出行政拘留 19 天，并予以罚
款和扣分的处罚，田某的驾驶证
也因此面临降级。

（线索提供 崔战立）

变造驾驶证开大巴
一男子被拘罚款

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近日，
有市民在郑州市工商局网站举
报“东明路上东明花园地下室一
仓库内有假冒九阳电磁炉”，但
举报人并没有详细地说明地址
和具体数量。东明花园属于郑
州市工商局管城分局城东路辖
区，该所所长贾洪海看到投诉后
带领 4 名执法人员迅速赶到现
场。

由于举报人没有说清楚该仓
库的具体地点，执法人员赶到现
场后开始对东明花园地下室进
行全面排查。经过耐心的排查
和暗访，中午时分，执法人员终
于发现该小区地下车库内的一
间库房内存放有大量电器产品，
但当时大门紧锁无法打开。为
了不走漏风声惊动当事人，工商
执法人员在地下室的车内进行
蹲点守候，等了 3 个多小时，见有
一人开着拉货三轮来提货，紧闭
的库门刚刚打开，执法人员就迅
速出击，出示执法证件后连人带
货堵在仓库内。

经查，现场有涉嫌假冒“九
阳”电磁炉 113 箱，执法人员当场
对其进行登记后予以封存，下一
步将对案件进行深入调查。

本报开封讯（记者 张东 通讯员 王博）近
日，开封警方侦破一起由盗窃转化为抢劫的
案件，令人称奇的是，该案犯罪嫌疑人李某夫
妇以卖香蕉等水果为生，盗窃物品是开封市
内顺城路城墙防空洞内的香蕉，被发现后，还
十分嚣张地殴打受害人雷某夫妇。

3 月 17 日 4 时 53 分，开封市公安局午朝
门派出所接到报警，一男一女盗窃内顺城路
防空洞存放的香蕉，还打人。接到报警后，值
班民警迅速赶往现场，两名犯罪嫌疑人已经
逃走，现场遗留一辆银白色电动三轮车，车上
装满了香蕉。

经了解，受害人雷某夫妇一直以卖香蕉
为生，为使香蕉保鲜，便租用阴凉的城墙防
空洞储存生香蕉。当日凌晨，两人到防空洞
拉香蕉时，发现有一男一女正在盗窃洞内香
蕉，上前制止时，两名盗贼对其进行殴打。
双方发生厮打，雷某与男性犯罪嫌疑人头部
均受伤，后两名犯罪嫌疑人弃车逃走。经清
点，除现场遗弃的电动车上的 67 件香蕉外，
洞内 40 件香蕉和一辆绿色时风牌电动三轮
车被盗。

由于该案犯罪嫌疑人气焰嚣张，性质恶
劣，受害人雷某夫妇十分气愤，开封市公安
局将该案定为B级督办案件。

案发后，午朝门派出所迅速抽调精干警

力对现场进行深入细致的现场勘查，并针对
案发时段在凌晨周边街道人车较少的特点，
调取了现场周边沿线的大量视频监控路线，
组织专人进行审看。很快，办案民警便在视
频监控中发现了犯罪嫌疑人，并顺线追踪至
市顺河区范庄村后消失。

视频监控显示，两名犯罪嫌疑人分两次
盗窃洞内香蕉，第一次大约在凌晨 2 时，骑
用洞内的电动三轮车拉走了 40 件香蕉，后
又骑用现场遗留的电动三轮车再次到现场
实施盗窃。根据两次作案相隔时间判断，被
盗香蕉的藏匿地应在范庄东北部。

同时，专案组分析香蕉不属于盗窃案件
常规的侵害对象，且不耐储存，容易腐烂变
质，犯罪嫌疑人应有能力将所盗的香蕉及时
出手，应为与水果存储、销售行业相关的人
员。视频监控指明了犯罪嫌疑人窝赃地，深
入分析案情指明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职业。

随后，民警对范庄周边附近从事水果行
业且头部受伤的人员作为重点进行摸排。
居住在范庄村京汴南街 133 号的李某，很快
出现在了侦查人员的视线中，他不仅从事水
果销售，而且前不久头部受伤，经受害人辨
认，基本确认李某系该案犯罪嫌疑人。

经守候，3 月 26 日，专案组成功将犯罪
嫌疑人李某抓获，次日将同案犯罪嫌疑人、

李某之妻曹某抓获。经两人供认，案发前几
日，李某从防空洞经过，发现该洞存有香蕉，
便与妻子预谋实施盗窃。案发当夜凌晨 1
时 20 分许，李某和曹某来到该防空洞，用铁
棍将防空洞的门锁撬开，分两次盗窃洞内香
蕉，第二次盗窃时被失主曹某夫妇发现，并
对受害人进行了殴打，被盗走的 40 件香蕉
由自家水果摊低价卖完。

3 月底，雷某夫妇将被盗的电动三轮车
领回，并到午朝门派出所送上印有“群众路
线搞得好，人民公安为人民”字样的锦旗。

昨日上午，在郑州市金水路与南阳路交叉
口西北角附近的 SOHO 广场，郑州市金水区
劳动监察大队的执法人员兵分三路，分别在
BC 座的四楼 425、六楼 635 和 DE 座十五楼
1551进行调查。

在BC座的 425房间，听说是来调查用工
问题的，自称是郑州伊索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
的张现明出来说：“还是那几个员工的事儿
吧？不是都解决了？怎么还来？”

就在前几日，几名应、往届毕业生，通过智

联招聘网、赶集网等招聘网站上看到了企业招
聘信息，先后来公司应聘，结果在到应聘单位
工作多则两三个月、少则十几天后发现，实际
被安排的工作与企业招聘网页上说的根本不
是一回事。他们还反映，不光这样，工作中还
经常出现被上级辱骂、女生被骚扰、频繁地被
更换工作地点和单位、见不到企业的营业证
照，以及被收取服装费等情况。

而就在前天，因为他们几个要求退服装押
金和支付工资，被公司一名负责人殴打，为此

他们还报警叫来了警察，但因为没有足够的证
据而作罢。

在张现明的办公室，他向执法人员倒苦水
说：“我是成立了四五家公司，主要是因为我经营
的项目多，我们也需要培养人，但这些孩子干不
了几天就辞职，没法办，至于服装费，我们一直要
求统一服装，如果不收服装押金他们拿着我们的
衣服跑了怎么办？而且他能干够仨月我们服装
费还免，可是这些孩子竟然串通起来跑。”

这个看似正规的公司，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这个公司真叫怪

■6名毕业生找工作遭遇“用工
陷阱”，女生还被性骚扰：

小张刚出校门不久，今年2月27日通过网
络获取招聘信息，来到郑州市中原路凯旋门C
座 2408室应聘人事助理，面试他的安经理说
公司要统一工装，费用520元，3个月后由公司
报销，试用期一个月，工资 1800元，转正后更
高，急于就业的他没想这么多就同意了。

3 月 2 日，小张按要求去 SOHO 广场 BC
座425室报到见到了张现明，张现明让他次日
到SOHO广场DE座1551室上班。第二天，小
张到 1551 室上班，一天时间，只让读了一份

《柴鸡散养招商策划书》，下班时，单位又让他
明天到北环长兴路长兴大厦612室工作。

慢慢地，小张发现这些办公场所都各自是
各自的公司，但似乎都是同一个老板。而这些
公司每天做的同一件事情就是不断通过网络

发布招聘信息，但有趣的是，郑州本地人基本
不招，有工作经验的基本不招，年龄大的不招，
面试时觉得应聘者很老实的最好。

“我一直没有发现他们公司的营业执照，
他们也没有招聘时所说提供的各种工作岗位，
把招来的人随意安排，在多个公司来回调遣，
如果不服从就以各种理由为难，讲话极其难
听，迫使员工自动离职，净身出户。能干下来
的很少，所谓老员工大都在网上搞招聘。这些
公司不断有年轻人来应聘。”

小张说：“如果在公司坚持一段时间，他们
就会要求我们办理信用卡，由公司统一使用，
美其名曰由公司养卡，其实不知道他们用来干
什么。我们如果不办理，公司就逼你自己离
开。如果我们索要服装押金和工资，公司就进

行辱骂和威胁，甚至还会出手打人。”
另外5名毕业生的遭遇，同小张几乎一模

一样。还有名女生称自己曾遭到一个经理的
性骚扰。

昨日上午，面对郑州市金水区劳动监察大
队三中队队长万利，张现明承认自己收取了几
名年轻人的服装押金，并现场予以退回，但对
于工资的问题，他说考勤一时半会儿算不出
来，所以现在不能支付。

一名执法人员说：“现在国家对小企业注
册提供了很多便利，网络招聘也十分简单，里
面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应聘者一定要小心防
范，对于以各种名目收取押金的行为，应当及
时提高警惕，如果这家公司连营业执照都不敢
让看那就很难信任。”（线索提供 周定国）

应聘者投诉遭遇“用工陷阱”

被投诉者喊“冤”

视频监控为破案立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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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人和有工作经验的不招用

■本报接到投诉后，与劳动监
察部门将押金要回

■执法人员提醒：现在小企业
注册便利，网络招聘真假难辨，应聘
者要防范

应聘者在执法人员的帮助下要回押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