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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劳动合同 工资被拖欠

李先生 1
8000元工资，
咋要回？
◇晨报融媒记者 刘鑫 实习记者 武海鲜

“ 一 年 多 了 ，工 资 一 直 都 不 给
结。当初法律意识淡薄，没签劳动合
同，现在该怎么办？”近日，在呼和浩
特市呼之味快餐店工作的李先生向
晨报融媒记者反映，他 2019年在呼
之味快餐店上班，被拖欠 18000元工
资至今未要回。

工资被拖欠
据李先生介绍，他是呼之味快餐
店的厨师，2019年 7月入职，每月工
资为 6000元。从 7月份到 10月份，
李先生只领到一个月的工资，至今仍
有 3个月共计 18000元工资未领到。
“当初因为我法律意识比较淡
薄，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呼之味快餐
店刘老板之前说要给打欠条，但是到
最后欠条也没有打成。”李先生说，现
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记者通过李先生提供的电话号
码尝试联系呼之味快餐店刘老板，但
刘老板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简讯
昆区交管大队
查获一辆套牌车

劳动监察大队：
证据不足，
诉讼解决

近日，包头交管支队昆区大队特
勤中队在信息研判过程中发现，辖区
内有一辆悬挂河北籍牌照的悍马越野
车涉嫌使用套牌。由于该车的行踪不
定查找比较困难，办案民警经过半个
月的精准查缉，在昆区某修理厂发现
了该车的落脚点。1月 10日 11时，民
警在连续蹲守五天后，将准备开出修
理厂的套牌车辆当场查获。经查该车
无任何合法手续，涉嫌套用他人机动
车号牌已被暂扣，目前该案件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苌城

2020年 9月，李先生向呼和浩特
市玉泉区劳动监察大队反映自己被
拖欠工资的情况，但是问题没有得到
解决。
记者联系到李先生所在辖区呼
和浩特市玉泉区劳动监察大队，工作
人员表示，该饭店员工没有签订劳动
用工合同，也没有欠条之类的证明，
所以资料不足，只能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律师：
争取家庭财产承担责任
就李先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该
如何拿回自己工资一事，记者联系到
内蒙古文盛律师事务所苗荣盛律
师。苗律师表示，呼之味快餐店如果
是一人投资，那么拖欠员工工资，可
以争取家庭财产承担责任。
员工需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提交申请，争取劳动争议仲裁，如因
证据不足被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驳

◆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笔录。
（图片由李先生提供）
回，接到不予受理的通知书后，可以
持不予受理通知书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必要时申请法律帮助或法律援
助。

点开网页报名被骗了 2380元!
这广告你看到过吗?
◇晨报融媒记者 温晔峰
2020年 4月下旬，通过查看网页
广告，呼和浩特市民高女士在网上报
名参加“三级健康管理师”考试。10
月 20日，距离考试只有 4天时间，高
女士还没有收到报考机构的考试通
知信息。她联系报考机构后才得知，
机构一直未给她报名。此后，高女士
与其他城市存在同样问题的学员，一
起走上维权之路。

报考
“三级健康管理师”
被骗
高女士告诉晨报融媒记者，2020
年 4月 30日，她通过浏览器从网上了
解到“三级健康管理师”的考试内容，
并在网页上填写了自己的信息。很
快，高女士就接到一家名为“北京申
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报考机构的
电话，并且与该机构刘老师互相加了
微信。
“加了微信，了解完三级健康管
理师考试信息后，刘老师告诉我，三
级健康管理师考下来之后，一年的挂
靠费就 3万多元，如果全额缴费可以
给我申请活动价 2380元，于是我通
过 扫 描 二 维 码 支 付 了 2380元 报 名
费 。”高 女 士 说 ，刘 老 师 告 诉 她 ，这
2380元包含了考试所有的费用，没有
第二次收费。
报名后高女士开始认真备考，半
年时间里，一有时间她便学习。
2020年 10月 20日，距离考试仅
有 4天时间，高女士仍未收到“北京申
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考试的任
何信息。高女士情急之下便联系了
当时报名的刘老师，通过刘老师推
荐，她加了报考中心工作人员的微信
号
“baokaozhongxi
n062”。

据高女士介绍，她与报考中心的
工作人员添加微信号后，该工作人员
让高女士再交 1000元的考试费才能
参加考试。

涉及 20个省份
高女士拨打了北京市卫生健康
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的电话才得知，
北京卫生人才网上也查不到她的报
名信息。
得知该情况后，高女士没有再继
续缴费。
“我又联系客服时，他们都是
推三阻四不解决问题，就让加其他所
谓老师的微信咨询，可发语音根本不
回信，给公司打电话也打不通。”高女
士说。
此后，高女士走上维权之路，在
维权的过程中，高女士结识了 50名同
样在“北京申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生，情况与其基本
相同。
记者了解到，维权的学员来自江
苏苏州、广西北海、湖南郴州、辽宁本
溪、北京密云、天津宝坻区、安徽芜
湖、四川绵竹、山东临沂等地，涉及全
国 20个省份，其中报名交费最少的为
1980元，最多的 6000多元。
“之前在北京报名的学员，根据
公司注册的办公地点去了解情况，发
现根本没有这家公司。”高女士说，现
在想要回报名费也找不到人，后来报
警、投诉到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但是得到的回复为，涉事公司注
册地址在北京，只能找北京相关单位
处理。

涉事公司被列入
“异常名录”
2020年 10月，与高女士一样被
骗的考生，陆续向北京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进行了投诉。同时，网上资料显
示：
“北京申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被
列入
“市场监管部门异常名录”。
记者通过高女士提供的北京市
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看到，10月 16日，北京市
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北京申路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下达行政处罚
书，期间当事人共招收 352名“健康
管 理 师 ”学 员 ，共 收 取 学 员 费 用
640000元。目前责令当事人立即停
止违法行为，并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罚款 100000元。当事人自收到
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持行政
处罚缴纳书到就近银行缴纳罚款，逾
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2020年 12月 28日，记者联系了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称，北京地区 2020年整
年未开展过此类考试，相关问题需要
咨询报考机构。同时，记者也试着联
系了“北京申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网上公布的法人电话，以及所留座机
号码，
全部无法打通。

律师：
典型的诈骗行为
针对此事，内蒙古文盛律师事务
所苗荣盛律师介绍，这是一个典型的
诈骗行为，属于全国范围内有组织的
犯罪。作为当事人先要报案；其次，
参加各种考试，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平
台，以及亲自到场核实后再进行报
名，一定要提高这方面的认知和警惕
性。而当地的行政主管部门除了罚
款以外，应该要求公安机关介入，以
行政处罚代替罚款，及时移送人民法
院，
进行强制执行。

帮扶路上不停歇
心系群众暖人心

1月 11日，包头交管支队机动勤
务大队民警在高新区一号公馆附近执
勤时，发现一位步履蹒跚、神情恍惚的
老人在路边徘徊。当时正值早高峰
期间，路面车流量较大、车速过快，为
确保老人的安全，执勤民警来到老人
身边，将老人搀扶到路肩上并耐心询
问。经了解，老人要去松石雅居附近
的诊所，但迷路了不知怎样才能前往
该 诊 所 ，所 幸 老 人 知 道 诊 所 医 生 电
话。随后，民警帮助老人拨通了医生
电话，并与医生确定了诊所地点后将
老人送往诊所。
张梅

为校车
“体检”
强化校车安全管理

为确保学生乘车安全，包头交管
支队石拐大队为校车“体检”，强化校
车安全管理。大队坚持关口前移，组
织警力对辖区 6台校车进行全面“体
检”。民警深入校车服务企业逐一核
对校车手续、校车安全设施，全面细致
检查是否配备齐全、是否能正常使用
等。健全完善学生接送车辆电子档
案 ，对 校 车 驾 驶 员 开 展 安 全 教 育 培
训。组织警力深入到辖区学校进行走
访，了解学校周边交通安全隐患，引导
学生自觉拒绝乘坐“黑校车”和超员车
辆，设立非法营运车辆举报电话。同
时，大队不断加大对校园道路交通秩
序管理，发现隐患的现场及时纠正、消
除，
形成严管重罚高压态势。 宋嘉乐

婴儿突发抽搐
交警护送快速就医

1月 12日 16时 40分，包头交管支
队九原大队三中队民警在文明路与沙
河街路交叉路口执勤时，接到大队第
一警务区寻求帮助的信息，称一位出
租车司机车上拉着一名婴儿发生抽
搐，急需就医，需民警配合。执勤民警
闫飞宇、王敏强收到信息后，在路口疏
导交通并观察求助车辆，民警苏超、张
磊驾驶车辆在路边待命。16时 45分，
顺利接到求助出租车司机，驾驶警车
为其开道并通过喊话器让前方车辆避
让，5分钟后，安全将患儿送到九原区
扶贫医院。执勤民警帮忙将患儿抱上
三楼儿童急诊科后才离开。
邬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