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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事
高校录取通知书
哪一款你最爱？

最近，上海有一个招工行骗团伙被曝光，这一团伙人数众多，借助于赶集网这
一平台，发布大量虚假的、远高于市场价的高薪招工信息，将求职者们骗至所谓的
“面试点”，随后像“流水线”般一环套一环，以体检费、车费、复印费、岗位稳定
金、材料审核费等各种名义骗钱。

海量虚假招工信息真有认证过？
近日，一则名为《记者暗访申城招工
骗局：在赶集网上招聘迪士尼员工，多人
流水线般行骗，一天百余人被坑》的报道
引起巨大反响，众多网友评论、反映有过
类似的遭遇，记者联系了相关部门，了解
到整治、
取缔行动已在部署开展。
整治取缔黑职介行骗团伙固然重要，
大量虚假招聘信息泛滥网络同样应该引
起重视。赶集网上，
这些虚假的招聘信息
绝大多数还显示是经过了网站的
“认证”
，
这不禁让人疑惑：
网站的审核认证难道只
是说说而已？

网络求职防骗小技巧
见招拆招，鉴于最近频发的网
络求职骗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
十大防骗妙招，
让大家防患于未然。
防骗技巧一
研究招聘启事里的猫腻
针对网站上发布的工作机会，
尤其是分类网站或者小的求职网
站，求职者都需要仔细分析。一些
不正规的公司其实只要小心观察，
还是有些端倪可循。

“崔助理”们的认证
信息竟能
“随心所欲”
在此前暗访时，
记者首先联系上的是
网络招聘信息上所示的企业面试中心的
“崔助理”
。在赶集网上，
记者用
“崔助理”
等人的手机号码作为关键词搜索发现，
从
今年三四月份起，
这些招工行骗者们就开
始在赶集网上发布招工信息了。除了迪
士尼的各类岗位外，
他们还发布了大量其
他的优质岗位，如机场、轨交、东方明珠、
科技馆、
锦江乐园、
欢乐谷、
外滩等单位的
保安、
安检员、
检票员、
售票员、
搬运工等，
此外还有星巴克、
康师傅等一些知名企业
的各类岗位。翻阅这些岗位介绍，
薪酬都
是每月 5000-8000 元，工作地点也显示为
单位的实际地址。由于薪酬高于普遍行
情，
这些岗位频繁出现在了赶集网右侧和
下方的
“高薪职位推荐”
区域，
求职者想不
看到都很难。网页显示，
大多数岗位都已
经累积了四五十人投递的简历。
这些虚假的招聘信息为何能吸引那
么多求职者投递简历，
高薪固然是一大原
因，
网站的
“认证”
也大大增加了这些求职
信息的可信度。而且，记者发现，在发布
不同岗位信息时，
发布者的认证信息竟能
随着岗位信息的变化，
而
“随心所欲”
地切
换。如
“崔助理”
刚刚还是
“浦东川沙游乐
园”
的金牌人力资源，
下一秒摇身一变，
认
证信息换成了
“东方明珠”
，
开始招聘外滩
地区的保安；而在招聘酒店前台收银员
时，她的认证信息又成了“星级酒店”；在
招聘搬运工时，又变身“快速消费品企业
HR 经理”……简直如同会“七十二变”。
翻看这些岗位，认证信息甚至还有“上海
华特迪士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申通地铁

□东方 IC 供图

面对网络上的招聘信息，
求职者还需擦亮双眼。

□上观新闻 供图

有限公司”
“上海科技馆”
等。
8 月 9 日，暗访报道上线后，赶集网开
迪士尼这样的企业会在赶集网上认
始清理相关的虚假招工信息，
记者也辗转
证并发布求职信息吗？记者咨询得知，
迪
联系上了赶集网的一名负责人。据介绍，
士尼的招聘基本通过迪士尼中国官网进
赶集网首先审核了“崔助理”的身份。根
行。官网上显示，迪士尼在上海目前有
据后台信息显示，
“崔助理”
在赶集网上的
205 个工作职位正在招聘员工，其中就包
真实认证信息为
“上海才助企业管理有限
括场地维护工、演员甄选、厨师、收发员、 公司”。网站记录显示，
“才助”注册认证
商品运营等普通职位，
并没有借助于赶集
至今，已收取了约 1900 份求职者的简历，
网的必要。赶集网上充斥的，其实都是
同时招聘 60 个职位。赶集网称，
网站对于
“认证”
过的
“李鬼”
公司。
“崔助理”的审核主要是认证其提交的营
业执照是否真实有效，
是否为本企业的营
业执照，以保证其有发布招聘信息的资
赶集网：这些信息钻
质。
了
“代招”
的漏洞
据了解，
“才助”
利用了网站
“代招”
管
理上的漏洞，即在实际招工中，一些企业
这些虚假招工信息怎么能
会委托一些人事代理公司、
劳务公司代为
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赶集网上？ 招聘，
由这些代理企业发布委托企业的招
记者留意到，认证信息下方的
聘信息，这在赶集网上就显示为“代招”。
按钮，鼠标停留显示为“已通
但实际上，
网站难以确定
“代招”
的委托是
过营业执照普通认证”，赶集
否真实存在，
确实存在黑职介群体利用伪
网的“认证”又体现在了何
造、变造企业营业执照及相关资质，伪造
处？
代理招聘协议的方式，
冒用知名企业品牌
此前在暗访期间，记者
发布招聘信息，
诱骗求职者的行为。
曾致电赶集网客服电话
赶集网称，
网站随后将重点关注解决
“4008109058”，发 现“ 人 工 服 “代招”
中存在的问题。
务”
必须
“VIP”
才能使用，
投诉和
网络招聘乱象频出，
网站审核环节松
建议只能通过网站的“帮助中心” 懈，
难辞其咎。希望招聘网站补上对于招
聘方资质审核的漏洞，
以免更多人上当受
来提交。记者随后在帮助中心网页
骗。
举报了虚假信息并留下了邮箱，但此后
并未收到任何回复。
据上观新闻

防骗技巧二
面试过程用心分辨真假
面试当天应提高警觉，用心观
察面试地点的情况，一方面为保障
自身的安全，另一方面可借一些小
细节观察该公司是否正规。
防骗技巧三
不要海投简历容易泄露信息
海投一度被高校学生奉为求职
“圣经”
，
然而海投也有可能成为泄露
个人信息的罪魁祸首。面对网上的
招聘信息，首先要仔细甄别，选择适
合自己的工作，
一方面可以提高求职
质量，
另一方面减少上当几率。
此外，
简历中最好不要透露过多
的个人信息，
注意查看招聘公司的网
站内容，可以百度一下或通过 114 查
询，
求证对方有无正规的工商注册和
联系方式，
如果只留 QQ 号而没有固
定电话信息，
联系人也只称某先生或
某小姐，
那八成就是假消息了。
防骗技巧四
高薪兼职十成都是骗局
开出诱惑力十足的薪酬，
是吸引
对行业无知者的常见手段。对于高
薪兼职，侥幸心理不可存，逻辑判断
很重要。以网络打字员兼职为例，
目
前专业录入员的月收入为 4000 元，
但据某些网络发布招聘信息称，
兼职
打字员每月可轻松赚得 10 万元以
上，简直无稽之谈。据了解，现在书
面文字多可用扫描仪录入电脑，
并不
需要人工打字，
只有作家才会有上万
字的手稿，
企业一般不会涉及。
防骗技巧五
看网站服务器地址
将所谓的网站域名通过域名查
询网站进行查询，如果地址在境外，
则大多属于诈骗网站；如果地址在
境内，可进一步核对对方信息，若发
现有明显不对，
就要当心。
防骗技巧六
看网站页面和内容
有无正规的工商注册、ICP 认
证、联系方式等，诈骗网站一般会使
用点不开的照片贴图迷惑人，
联系人
也只称某先生、某小姐；网页上经常
会从别的网站链接一些图书资料，
大
多还在首页醒目位置放置所谓的
“工
资发放清单”
，
以迷惑求职者。

近期，各大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
达新生手中。一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
是对大学的“第一印象”，各大高校铆足
了心思给新生们上好这大学“第一课”。
具有中国特色、传递喜悦的大红色
是不少高校录取通知书不断沿用的主题
色。山东大学一位新生为学校古朴典雅
的设计点赞，认为今年山东大学的录取
通知书“山大红”配色，结合中国传统元
素，精致典雅，简洁大气，是对自己“12
年征途”的最佳纪念。华东政法大学的
通知书是传统的“华政红”配色，结合篆
书镌
“笃行致知，
明德崇法”校训，
内页以
淡雅的浅黄色为主，
庄重大气，
国之重器
之感跃然纸上。
除了中国红配色，江南大学录取通
知书的“水墨江南”设计，同样让人眼前
一亮。墨梅、莲花，配上红楼、瓦当，江
南水乡的气息让一些北方新生对未来
四年的大学生活充满期待。
除了设计上更加偏爱
“中国风”的大
红色和水墨系外，不少高校在随寄物品
上花了不少心思，寄种子、寄珍珠、寄唱
片等。今年，最吸引眼球的通知书来自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该校在录取通
知书上附带了一颗
“巴洛克珍珠”
。
“它并
不像一般珍珠那样圆正，
却成于天然、形
态各异。”学院的副院长李文莉说，每个
学生从录取通知书上取下的那颗珍珠都
独一无二。
“我们希望经过四年的打磨，
把每一个学生都变得闪闪发光。”
互联网科技元素的融入也让录取
通知书更具时代感。上海大学通知书
的亮点是一张“全景漫游校园卡”，扫二
维码即可全景游览三个校区，有如身临
其境。兰州大学把通知书交由《读者》
杂志来操刀，随赠的限量版刊物里记录
了兰大生活的点点滴滴，首页还附上了
兰大各媒体的二维码。
据新华社

《地球：
神奇的一天》
今起在中国上映
作为 2014 年中英电影合拍片协议
签订后的首部作品，纪录片《地球：神奇
的一天》于 8 月 11 日起在中国上映。该
片用一天中太阳的轨迹作为主线，讲述
了星球上生灵度过的非凡一天。
影片由英国广播公司地球影业和上
海尚世影业联合出品，是经典自然纪录
电影《地球》的续集，摄制组历经 142 天，
足迹遍及 22 个国家和地区。
出品方介绍，
影片追随太阳轨迹，
探
索地球上 38 个野生物种平凡而又灿烂的
一天，
见证了动物王国中那些日常的、温
情的、
惊心动魄的瞬间，
其中大熊猫、
白头
叶猴等中国独有的珍稀动物尤为亮眼。
据介绍，该片中文编剧由华人作家
严歌苓担任，中文配音由成龙完成。影
片监制尼尔·奈丁盖尔说，
近年来中国对
自然和环境的关注度大幅提升，这为影
片触及中国的新观众群创造了条件，片
方对影片在中国的市场表现很有信心。
据新华社

欧洲民宿哪国最便宜
知名购物软件 vouchercloud 调查显
示，
欧洲各地民宿价格差距较大，
最贵的
是冰岛，在民宿预订网站爱彼迎上的均
价为一晚 112 英镑（约合 983 元人民币），
其次为瑞典，一晚均价 82 英镑（719 元人
民币），安道尔一晚住宿费均价 79 英镑
（693 元人民币）。之后是挪威，均价 77
英镑（676 元人民币）；英国，均价 75 英镑
（658 元人民币）。
英国《每日邮报》援引调查结果报道，
民宿价格最便宜的前三甲分别是：马其
顿，
一晚民宿均价26英镑（228元人民币）；
阿尔巴尼亚，
均价27英镑（237元人民币）；
摩尔多瓦，
28英镑（246元人民币）。
调查显示，对两人行而言，希腊、瑞
士和德国的民宿性价比最高；如果是群
体出游，
那么安道尔、列支敦士登和格鲁
吉亚性价比最高。此外，一个国家多个
热门旅游城市中，
首都的民宿价格最高。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