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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王小芳进入保
险行业绝非偶然。
2016年 1月，新华
保险在巴中平昌县
成立机构，经朋友
介绍，王小芳在平
昌支公司购买了一
份保险。在某次生
病住院期间，公司
多次安排工作人员
前来探望，出院后，理赔金也很快到达了
账户，这让王小芳对保险、对新华产生了
高度认同感。在朋友的提议下，当时赋闲
在家的她欣然加入了新华保险的大家庭。

王小芳为人真诚、善良，在当地颇具
人缘，签一份保单对她来说并不困难。
然而，哪怕是一份“人情单”，王小芳也绝
不含糊，耐心细致地为客户讲解产品细
则，把合同条款中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

“翻译”成通俗语言讲给客户，同时反复
强调客户容易疏忽的保险免责部分和中
途退保的违约责任。她常说，她并不怕
因此而失去客户，最让她担心的是客户
没能完全理解合同内容而留下潜在风
险。王小芳用严谨负责的职业精神给每
一张冰冷的保单赋予了看得见的温度。

王小芳很快便在保险行业站稳脚，
从一个普通的业务员晋升为团队主管，
销售业绩日渐提升。寿险营销从来都是
抱团打天下，王小芳也深知这个道理。
晋升主管后，王小芳借助公司的创业平
台，通过多种方式招募吸纳营销人员。

王小芳团队里的艾华与她是多年的
朋友，自从生完孩子后艾华就不再工作，成
天闲着没事就去小区的茶馆打发时间。王
小芳实在不忍看到朋友将大好时光白白消
磨掉，于是多番邀请艾华跟她一起做保险，
通过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扭转了艾华的
观念，也得到了艾华家人的支持。后来，在
王小芳的悉心辅导下，艾华实现了从保险

“小白”到团队寿险销售“一姐”的蜕变。
就这样，王小芳看准一个就留下一

个，留下一个就带出一个。在对待属员
上，她坚持严格要求，积极陪访。在她看
来，团队的成长远比个人的成功更重要，
她常说：“客户是最珍贵的资源，属员是最
宝贵的财富。”正因为有这样的认知，她的
团队凝聚力不断增强，实力持续提升。
2019年1至4月，王小芳的团队在全省首
月新增合格率中排名第一。团队的成长、
蜕变、蹁跹，亦让她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

王小芳知道，自己的保险营销事业
才刚刚起步，未来的路还很长，注定会遇
到很多困难或瓶颈，自己要做的就是勇
于迎接挑战，尝试多种突破，秉持一份善
意，怀揣一颗良心，将更多的保险保障和
服务带到千家万户。

新华保险系列人物宣传

王小芳：
深耕寿险一路芬芳

入职培训：
办了2.3万元网贷

7月10日，求职者小王告诉记者，
6月末，他到成都华讯人才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应聘程序工程师，“在面试过程
中，我多次问过面试官，入职过程中会
不会收费，对方一直说不会收费。”

不过，事情的发展出乎小王的意
料。

在签署合同后，该公司人事部主
管说要进行入职培训，并要缴纳一笔
培训费。“说这笔培训费，会在转正后
通过工资的形式返还。”

“人事主管用她的手机，录入了
我的身份信息，我才发现是网络贷
款。”小王说，这笔网贷一共20800
元，加上利息一共是2.3万元。

随后，小王被安排到一家培训公
司学习，但他发觉培训学习明显不正
规，“只有一个老师，给我们布置一个
任务，就没有其他课程了。”

记者了解到，不只是小王，共有
60余名求职者和他一样，在这家公司
求职时，都以缴纳入职培训费为由，被
要求办理了两万余元的网络贷款。

培训太“水”：
我们只做实训项目

多位求职者提供给记者的合同
显示，他们与成都华讯人才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又与另一
家培训公司签署了培训协议。

劳动合同显示，因求职者未能达
到公司的入职要求，因此要参加培
训，培训合格后，才能正式入职公司。

而另一份培训协议显示，小王等
求职者在该处培训的费用是20800
元，培训课程为“java工程师培训”。

在小王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培
训机构实地走访。这家培训机构办
公场地很小，布置了一个教室，当时，
只有零星几个人在自学，老师并没有
讲课。

“我们培训的项目就是实训，所
以不会讲很基础的东西，就是喊大家
做项目。”一位老师向记者解释。

公司回应：
合同是他们自愿签的
10日，记者来到成都华讯人才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了解情况，该公司
在高新区一办公楼共享办公室内办
公。一位人事主管向记者解释了小
王等求职者应聘的事情。

“签合同的时候，公司没有强迫
任何一个人，都是自愿签署的。”她
说，作为成年人，小王等求职者应该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对于小王等人认为培训课程太
差，她解释说：“合同上写得很清楚，
是项目实训，这是每个人的理解不同
而已。”

小王等求职者认为，公司以入职
培训费的名义，使用他们的个人信息
办理网络贷款是故意欺骗，因此要求
解除贷款合同。但是，这位人事主管
的态度很强硬，表示无法解除，一切
按合同来办事。

10日，记者从成都高新区市场
监管部门了解到，该部门已接到相关
求职者对该公司的投诉，目前正在调
查处理此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成都的哥杨师傅深夜载一名外籍男子，因
出租车车费争执遭对方拳殴。10日晚，成都
郫都区警方通报称，打人的外籍乘客是塞尔维
亚籍男子MARKO，警方高度重视并介入处
理，事后MARKO已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报道该事件后，
网上引发了热议。网友也提及了涉及车费、
返程费、路线、打人处理等诸多问题。带着
这些问题，记者11日再次对相关当事人进
行了回访核实。

焦点1：路线和收费
兰桂坊到百草路，61元车费合理
11日早上，杨师傅告诉记者，当天他接

到乘客以后，走蜀都大道、羊西线，从羊犀立
交出城到百草路，“我走的路线是合理的，61
元车费也是对的，没有坑他，路线轨迹，也可
以从出租车公司调取。”

根据导航地图显示，从兰桂坊到百草路，
杨师傅当晚载MARKO的路线是合理的。

11日，记者在多个导航和打车APP上
对车费进行了预估，从成都兰桂坊到百草
路，价格均为五六十元，而夜间打车要比白
天稍贵，红绿灯情况也会影响车费。

由此来看，计价器显示的车费61元是
比较合理的。

焦点2：关于“返程费”
有相关规定，不超过车费的50%
根据出租车监控视频，双方争执的焦

点，其实在于50%的返程费，也就是30元，
那么这笔钱该收吗？记者从出租车行政管
理部门了解到，按照现行的政策和物价部门
规定，成都“五区一高”传统主城区，出租车
载客到以外的区和郊县，司机可与乘客商定
不超过50%的返程费用，这是因为出租车有
严格的营运区域划分，主城区的出租车载客
到郊县后必须放空返回，不能在当地载人返
回，如果违规载人被查获，会被罚款处理。

最新进展：伤情鉴定下周出结果
10日，塞尔维亚籍乘客MARKO的一

位朋友来到四川现代医院，向被打的杨师傅
致歉。11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电
话联系到这位朋友，他告诉记者，目前
MARKO正在接受警方调查，具体情况他也
不清楚，因此他不方便介绍。而自己到医院
看望杨师傅，只是代表MARKO来表示歉
意，其他就不太清楚了。

目前，杨师傅正在进行伤情鉴定，预计下
周才能出结果，警方仍在对事件进行调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智

郫都区纪委监委
狠杀升学宴、开学宴歪风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你好，我
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现在我们在开
展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
违规操办升学宴、谢师宴的专项监督，请
配合我们把今年6月以来的宴席相关台
账拿给我们查阅一下。”7月10日，成都市
郫都区纪委监委派出专项监督组在该区
多家酒店、农家乐开展明察暗访。

为全面遏制“人情歪风”，弛而不息
纠正“四风”，郫都区纪委监委抓住中、高
考的录取时间节点，开展治理升学宴、谢
师宴专项监督，成立监督组深入各餐馆、
农家乐、酒店等地，对是否存在国家公职
人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违规操办升
学宴、谢师宴进行专项监督检查，并对各
餐饮企业经营者详细介绍了党员领导干
部操办宴席的相关政策、规定，从源头上
遏制操办升学宴、谢师宴的苗头出现。

“凡是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违规操办升
学宴、谢师宴、违规收受‘份子钱’，教育部
门和学校违规举办庆功宴、谢师宴的，根
据情节除对当事人进行谈话提醒、诫勉谈
话直至党纪政务处分外，还要对责任人所
在单位党组织履行主体责任不力进行严
肃问责，并点名道姓通报曝光。”郫都区纪
委监委专项监督组负责人表示

据悉，此次专项监督将持续到9月
份，也将持续做好相关宣传、引导，多管
齐下坚决遏制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借机
敛财等行为，有效推进各项工作取得实
效，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入职培训被办2万元网贷
成都60余名求职者疑被“套路”

23楼窗户坠落吓坏小区业主
开发商：已过两年质保期，门窗需业主维护

求职者小王有点苦闷。不久前他在成都高新一公司应聘后，被公司以入职培训为
由，在网上办理了两万余元贷款。

但是，接下来的培训和想象的差别有点大，“只有一个老师，根本没有课程。”小王
说，明显感觉有点“水”。

不只是小王，共有60余名求职者都有同样的遭遇。这些求职者大多数是大学毕业
生，他们怀疑，自己在求职时被这家负责招聘的成都华讯人才管理有限公司“套路”了。

7月1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来到该公司了解情况，该公司人事主管回应
称，贷款合同是小王等求职者自愿签订的，而且不能退款。

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介入调查。

事发时间：6月末
事发地点：成都市高新区

一家人才招聘公司

事发时间：7月8日晚9时许
事发地点：乐山中心城区

领地国际公馆小区

事发：
10岁娃关窗，窗户从23楼掉下

7月 9日上午，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来到领地国际公馆小
区，不少居民仍在事发地议论着当
晚的惊魂一刻。记者注意到，该小
区的14栋楼均为高层住宅。随后，
记者来到当事的2栋3单元23楼漆
女士家中。

漆女士将记者带到了主卧卫生
间。“窗户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她
指着窗户说，事发时，10岁的儿子正
准备洗澡，他顺手关窗户，发现窗户

拉不动，“我让他把窗户回过去一点
再拉，他就往回拉了一点，再往前关
窗时，窗户突然就掉了下去。”

漆女士说，他们一家于2015年
入住，装修时并未改动开发商安装好
的窗户，这几年也没有暴力破坏过窗
户，却经常出现窗户推拉很紧、很卡
的状况，尤其以主卧卫生间和饭厅的
窗户最为明显。“没想到这回竟然直
接掉了下去。”漆女士认为，出事原因

应为窗户质量问题。
据漆女士介绍，9日上午，物业已

派工作人员上门查看了窗户情况，但
未告知检查结果。

住户：
望查清原因，全面排查安全隐患

“窗户从这么高的楼层落下来，
真要是砸到人，后果不堪设想！”因近
期高空坠物事件引发数起悲剧，此事
在小区住户中引发轩然大波，多位业
主向记者表示：“希望能把小区所有
窗户都排查一遍，消除隐患。”

对此，负责小区物业的汇丰物业
领地国际公馆项目服务中心服务经
理张鸣表示，对于出事的漆女士家，
将再次指派工程主管登门查找原
因。她认为，由于房屋已居住4年
多，难免出现窗户磨损情况，如果确
实存在磨损，需要更换窗户滑轮，物
业会配合其更换。

“我们也将以此为鉴，排查公共
区域的门窗安全隐患。”张鸣说，对其
他业主家中的门窗，希望大家先自
查，需要物业配合排查的，物业将无
条件配合。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物业
管理不包括业主室内，所以并没有权
力和义务主动上门排查。

但漆女士表示，截至7月10日晚
间，物业尚未主动联系她再次上门查
找事故原因。

开发商：
已过质保，两年后由业主维护

采访过程中，漆女士自始至终认
为，窗户质量存在一定问题，“入住4

年多，我们都是正常使用，却还是发
生了这种事。”

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该楼盘开
发商——领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乐
眉公司。客户服务部负责人李芮表
示，漆女士居住的2栋为小区一期项
目，2014年底交房，交房时出具了房
屋建筑质量保修书，当中明确注明：
门窗的质保期为两年，两年后门窗应
由业主自己维护。

/回应

住建部门：
若确有质量问题
开发商仍应担责
门窗过了两年质保期后，出问题

真的必须由业主自己负责吗？
乐山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站副站长龙海峰表示，如果因窗户掉
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将先追
究业主责任，业主若想证明是窗户质
量问题所致，须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
出具的证明，再按照法律关系，追诉
开发商。若证明窗户确实存在质量
问题，即使超出了两年门窗保修期，
开发商也要承担相应责任。

就漆女士家中窗户高空掉落一
事，乐山市住建局安全科科长文强表
示，他们已向乐山市住房保障和房地
产事务中心汇报，督促各小区物业尽
快展开高空坠物的安全隐患排查。

不料倡议发出当晚，就发生了此
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昕锋 丁伟 摄影报道

7月 8日晚9时许，乐山中心城
区，领地国际公馆小区发生高空坠物
事件——一扇窗户从23楼掉下，“啪”
一声摔成几块，险些砸中楼下路人。

当事业主漆女士表示，系10岁儿
子关窗，不料窗户竟被拉出窗框，掉下
了楼。她认为，出事原因应为窗户质
量问题。

但开发商领地集团乐眉分公司表
示，该小区于2014年底交房，门窗质
保期为两年，目前已过质保期，若出事
应由业主负责。

对此，当地住建部门表示，若窗户
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即使超出两年保
修期，开发商也要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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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乘客殴打成都的哥”追踪

朋友代他向的哥致歉

打人外籍乘客正接受警方调查

7月8日晚9时许，乐山领地国际公
馆小区，一扇窗户从23楼掉下，险些砸
中路人。图为事发住宅楼。

业主诚十岁儿子在关窗时，窗户突
然掉落。

求职者小王的手机显示，自己被公司办理了2.3万元的网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