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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四川

熬过了一冬，是时候去寻味那
丰富多彩的春之美景了。华西旅游
俱乐部联合四川旅游百事通正式推
出敦煌、乌鲁木齐、喀什、吐鲁番、中
卫14日寻春主题专列旅游活动，这
是第一辆春季由成都开往南疆的专
列，华西旅游俱乐部将带领读者朋
友们领略不一样的多彩南疆美景。

错峰南疆游
不一样的春之美景
都说新疆最美是南疆，然而世

人只知秋天的南疆，却不知南疆的
春色也是美轮美奂，秋之南疆，代表
的是收获，而春之南疆，代表的却是
复苏，是生命的怒放，选择错峰游南
疆，领略的是不一样的南疆春之美
景。

因为地理位置关系，新疆的春
季特别短暂，这也导致了能够欣赏

地道南疆春色的时间在一年当中只
有那短短的一个月。三月底冰雪开
始融化，万物复苏，春意开始出现在
南疆这片广阔的大地，而到了四月

初，南疆地区就正式进入了一年当
中春意盎然的季节，草长莺飞，鲜花
怒放的南疆大地更是让人一秒沉
醉。

在本次行程的目的地之一，吐
鲁番，当四月的杏花挂满枝头，一年
一度的吐鲁番杏花节，也就从这个
时候开始了。

14日专列随行
定制你专属行程

本次南疆寻春主题专列旅游活
动由成都统一出发，专列一路随行，
然后再在各城市统一乘坐大巴前往
各景点，一路途经敦煌、乌鲁木齐、
喀什、吐鲁番，最后到达腾格里大沙
漠边上的中卫。一路景点非常丰
富，除了可以欣赏传承千年的艺术
瑰宝——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
泉、天山天池，还可以欣赏民族风情
浓厚的喀什老城、坎儿井、葡萄沟
等，另外还将深入腾格里大沙漠的
腹地，游览通湖草原旅游区。游览
结束后，将由中卫搭乘专列直接返

回成都。
行程报价包含全程6早11正一

共17顿餐食（火车上用餐除外），住
宿为含独立卫生间的双人标准间。
全程选用当地持证上岗导游讲解服
务，以及当地正规的空调旅游车，同
时赠送旅游意外险，让读者可以放
心游玩。

“南疆春色”空调专列14日游

硬卧：下铺 2780 元/人，中铺
2580元/人，上铺2380元/人

软卧：下铺 3480 元/人，上铺
3280元/人

儿童1.2米以下68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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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

70号四川传媒大厦9楼华西旅游俱
乐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彦

敦煌、乌鲁木齐、喀什、吐鲁番、中卫14日专列游报名中

错峰正当季 2380元起寻味多彩南疆之春
报名电话：028- 86969771 86969581 86969452 86969036

27岁的宋林老家湖南永州，之前
做医药销售，经一位四川好友的介绍
而动了去东南亚上班的心思。去年
10月，宋林与四川一家出国劳务中介
的余老师联系沟通后，当月20日来到
该中心报名及面试。

位于成都近郊的这家出国劳务中
心，余老师推荐宋林去菲律宾做“网络
客服”。余称，待遇底薪是5000元，三
个月试用期过每月加500，加到8000
封顶，第二年续签就是11000的底薪。
宋林觉得不错，便交了3000元诚信金。

当日下午视频面试。宋林记得当
时一起有8个人，挨个进去面试，面试

人据说是菲律宾那边公司的。宋林的
面试进行了大概5分钟，对方问了为
什么想来菲律宾打工、了不了解菲律
宾这边情况、什么专业文凭等很多问
题。全部面试接受后不久，余老师告
诉他：第一家公司做网络客服没面试
上，第二家要你做网络推广。“余老师
当时说推广公司的产品，我觉得自己
多年做销售，以为是和做淘宝差不多
的网络工作，被录取还挺高兴的。”宋
林回忆。

而在通过面试后，加上此前的
3000元诚信金，宋林一共交付了2万
元中介费用。

成都武侯区
2016经济指标
位居主城区前列

2月1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从成都市武侯区获悉，明
日武侯区举行2016年度经济工作
总结暨纳税大户表彰大会，总结
2016年度经济社会建设情况，表
彰区内2016年度纳税额达到300
万元以上的415家企业。

据悉，2016年，武侯区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867.82亿元，同比增
长7.3%。在地区生产总值增幅、
服务业增加值增幅、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幅等12项主要经济
指标位居五城区前列。经济发展
的比较优势进一步扩大。

世界500强企业达93家
2016年，武侯区经济在高位

运行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发展。
这一年，武侯区35个省市重

点项目实现投资140.19亿元，375
个区级重点项目实现投资236.65
亿元，全年新引进市级重大项目21
个，引进国内省外资金299.98亿
元；全区世界500强企业总数达到
93家，重大项目引进量及世界500
强企业新增量位居五城区前列。

产业升级步伐加快，现代金
融、音乐影视、文旅产业进一步发
展。“3主导+1特色”现代产业增加
值占GDP比重达86.4%，高端集
约、多元支撑的现代产业发展格局
不断完善。

创新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
2016年，武侯区的重点改革

成效显著。
区属国企改革分类推进，投融

资体制改革创新推进，拓宽社会资
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
的渠道。深入开展相对集中行政
许可权试点工作，区本级行政许可
事项集中度达96%以上。深化商
事制度改革，累计向6.9万户企业
发出“一照一码”营业执照，市场活
力持续释放。

在创新创业上，创新创业成果
不断涌现，区内企业获得国际先进
技术成果6项，国家、省、市科技进
步奖23项，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
198亿元，创新创业在经济转型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正加快显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

推进“好家规”评选
她在周末

连打了49个电话
四川省纪委机关、四川省委宣

传部、四川省精神文明办联合主办
的四川首届“天府好家规”评选活
动，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2月13
日，省纪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开庆告
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全
省纪检监察系统，已经迅速行动起
来，深入挖掘身边的家规家训家风
故事，即使周末也在行动。各地各
级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办也在按
照部署，积极推进评选活动的相关
工作。

记者了解到，2月11日夜里，
内江市纪委分管宣传工作的常委
杨帆，给所辖区、县纪委的宣教室
负责人布置了下一步的工作要
点。唐凤飞是威远县纪委宣教室
负责人，接到任务的当晚，就罗列
了一个名单。

12日是星期天，早上七点开
始，唐凤飞与教育局、学校校长、老
师等电话联系。在打出49个电话
后，她有了收获：有三个学生及家
庭，值得进一步挖掘与核实。仔细
分析后，她锁定了“四川省美德少
年罗鸿”。通过教育局，唐凤飞找
到了罗鸿所在学校的校长，又通过
校长，找到了罗鸿的班主任，得知
罗家在连界镇上，租了一个十几平
米的房间。连界镇距离威远40公
里。12日临近中午时分，唐凤飞
和县纪委宣教室的同事黄昭雪，乘
车前往罗家，进行初步核实。

从罗家返回后，当天16时过，
唐凤飞又想到了一个人：冷国文。
冷国文是威远县史志办主任，她以
前也找过冷国文，找一些与“廉洁”
有关的史料。

这次，她通过微信联系之后，
冷国文表示完全支持、一定配合，

“发动我们史志办的同事，一起来
找。”

第二天，威远县史志办传来消
息：已经掌握了一些有家规文字记
载的家庭，县史志办还联系了几个
专门研究家谱、家规的专家，“收获
不小。接下来，我们要一起继续挖
掘其蕴含的家风家规内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笑

花了两万元中介费 应聘到菲律宾工作

他这个“网络客服”
每天挂起5个QQ
假扮美女拉赌客

“我作为一个中国
公民，被骗到国外做违
法的事。”27 岁的湖南
人宋林（化名），经过一
番周折，才在近日向四
川一家出国中介讨回
了自己 2 万元中介费
的一大部分。

而在菲律宾干了
半个月，宋林终于明白
了受聘的“网络客服”
到底是份怎样的工作：
他被要求“伪装”成美
女，通过QQ尽量多地
引诱人参与到自己受
雇的博彩网站。宋林
称，这样的博彩网站从
老板到招募的员工全
是中国人，而拉拢对象
也尽是中国内地用户，
动辄几十倍的地下博
彩翻倍率，让很多人沉
迷其中，最多的每个月
赌资上千万……

对此，四川公安厅
刑侦总队一位警官告
诉记者，中国公民不论
在国外还是国内，从事
网络赌博、客服等，都
属于中国管辖范围，涉
嫌刑事犯罪的都将被
查处。

干了半个月，宋林越想越
怕，和中介提出换工作但没成
功，便提出不做了要回国——
宋林称自己良心受谴责，不喜
欢做坑人的工作。去年底，没
拿到一分钱工资的宋林，要回
了被“保管”的护照后，自己买
了机票回了国。

“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被
骗到国外做违法的事。”被出国
中介隐瞒了出国从事非法博
彩，宋林认为对方这是欺诈决
意维权，遂于近日从湖南赶到
了成都。事实上，在去年底回
国后不久，宋林就曾要求退还
2万元中介费。对方退了他1

万元。再次前来，宋林提出要
求退另1万元费用。

9日下午，记者陪同宋林
再次和这家中介负责人见面。
在交涉中，中介负责人一再强
调公司在菲律宾是合法的，但
这样的解释宋林不能接受。僵
持了两三个小时，最终中介退还
了宋林6500元，另外3500元包
括了签证、机票（宋林去菲律宾
机票由对方购买，但宋林赶脱飞
机，又自行购买）等费用则由宋
林承担，宋林最终接受了这个
方案。半小时后，讨回了6500
元。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李逢春 图由受访者提供

男扮女装
QQ引诱网友网络参赌

去年11月30日，宋林持旅游签
证到了菲律宾马尼拉。宋林应聘的这
家叫做“VNS平台娱乐城”的公司，位
于马尼拉城区ecoplaza大厦内。宋
林回忆道，该公司从老板到管理人员
及员工，清一色来自中国内地各省
市。员工们和他一样，都是交纳了2
到3万元不等的费用后来工作的。

正式上班之前，有简单培训。管
理人员给了他5个QQ号，告诉他要想
办法拉人，又介绍了公司网站，了解具
体有哪些博彩类型，哪些人气高，游戏
规则是什么。宋林被告之，“你的任务
就是多加人聊天，拉人过来，在公司的
网站平台上充钱玩博彩。”

宋林这才醒过神来，原来出国中
介之前说的所谓“网络客服”“网络推
广”，原来是到菲律宾从事网络博彩的
推广。他曾向余老师提出不敢做，余
老师则劝说，“在那里是合法的，违法
也不可能介绍你去。”

被分配了5个QQ“工作号”，宋林
发现其中4个QQ都是女孩头像，而
地址填的全是国内省份，像册里还专
门放了漂亮女孩生活照来吸引人。每
个QQ号都有很多个群，都是关于网
站拥有的各类博彩的，“六合彩QQ
群”“重庆时时彩”“北京PK拾”等。而
宋林的工作就是坐在电脑前，把自己
假扮成美女，引诱网友来玩公司平台
的博彩项目。

中国赌客
每月赌资最高上千万

性别错位让宋林很不习惯，尤其
是要假扮成女孩的口吻去引诱陌生
人。他看了公司的网站，主页打开后
有BB体育、体育投注、BB彩票等各
类项目，右下方有“入款”“登入”等提
示——这就是让玩家充钱和参加博彩
的入口。

宋林发现，公司网站在菲律宾是
打不开的，手机不管用的国内还是当
地的卡都无法打开，但在中国内地却
能打开。“他们的目标人群完全指向
中国内地，QQ 里的人也全是内地
的。”宋林来自国内的同事也这样告
诉他。

尽管宋林对这种博彩推广很排
斥，但有来的时间长的国内同事干得
不错。底薪加提成，拉的“有效客户”
越多，提成就越高。拉人进来后，对方
注册时要填一个介绍人代码，后台能
查到，客户充钱后，介绍人就源源不断
有提成。

有同事告诉他，像他们这种针对
中国内地的网络博彩公司，在马尼拉
有很多。他们公司所在大楼，做这样
工作的中国内地人有几千人。宋林
公司所推的六合彩，49个号码，翻倍
率最高48倍，达到地下六合彩的翻倍
率，由此吸引了很多中国内地的玩家
沉迷其中。“有同事拉的人多，每个月
赌资小到几百元，大到上千万，全是内
地的玩家。”

中介费2万
视频面试后被派到菲律宾

神秘
“网络客服”

这里风行网络博彩
清一色中国人运营

揭秘
“网络客服”

两度讨要
中介费最终退还16500元

维权
“网络客服”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
清）2月10日，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联合工商、食药监、质监
等权威部门，重磅推出“维权先

‘封’华西-封面3·15诚信消费
在行动”。投诉渠道开通后，反响
火爆，读者网友纷纷“吐苦水”。

记者梳理投诉信息发现，
虽然“霸王条款”已被下了禁
令，不过，不少读者网友依旧
饱受其害。《侵害消费者权益
行为处罚办法》中明确了“霸

王条款”的7种具体形式，其
中包括“免除或者部分免除
经营者对其所提供的商品或
者服务应当承担的修理、重
做、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
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赔
偿损失等责任。”对此，专家
提醒，如果遇到优惠卡、宣传
单等上面写有“最终解释权
由本公司所有”“最终解释权
由本商场所有”之类的内容，可
及时向工商部门反映。

遇“霸王条款”
维权渠道帮你“讨公道”

3·15来临之际，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重拳出击，和读者、网友一起维权
到底。如果你在消费过程中遭遇陷阱，我们24小时多渠道等待你的倾诉。

1、电话爆料：028-96111
2、网上留言：下载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客户端，进入互动投诉留言
3、微博爆料：关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新浪微博后私信发送投诉内容
4、微信爆料：关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公众号直接发送投诉内容

四大渠道继续开启

春意新疆。

宋林展示自己在菲网络博彩公司工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