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这几天"小区里就出现了代理扫
墓的广告#仔细一看"上面的内容简直
$雷%到了我& '近日"家住天津河北区
天泰路附近小区的市民贺先生向 !小
崔暗访工作室' 反映这项有些离谱的
服务#贺先生说(!拨打电话后"对方一
名男子介绍" 代理扫墓服务最出彩的
就是)趴在墓前号啕大哭*念悼词%"报
价最高达到两万元# 男子还称目前业
务繁忙"需要提前预约# '

0123

456789*:;<=>

来到贺先生居住的小区"记者发
现" 不少地方都贴着代理扫墓广告#

接通电话后"一名自称姓李的男子说
道(!你需要先把扫墓的日子和地点
告诉我"我得安排时间# 之后咱们谈
妥了"你先交!"#定金# '

当天$%(""左右" 记者来到约定
的一处居民小区# 此时一名身材不高
的男子正等着记者"在一间房门紧闭
的屋里"不断传来啼哭的声音"声音
有时低沉"有时高亢# 见记者面露疑
惑"这名男子说道(!没事"我刚收了
几个小徒弟"正在里面练习哭呢# '

这名男子介绍说" 他这里的代理
扫墓价位一般是&"""元左右" 如果是
在河北省"最高则要两万元#问起&"""

元左右都包含什么内容" 男子介绍(

!上贡果*烧香*摆祭品这都是基本项
目"剩下的包括念悼词*磕头*放声大
哭*喊亲人或者叫爸妈#整个过程中我
们就变成了你们" 口中的名字也都变
成了你们的名字# 其实找我们代理扫
墓的并不是家人都不能去" 更多的是
希望充门面#

见记者觉得价格较高" 男子说(!这
&"""块钱除了服务之外" 我们一次活儿
最少要!个人"车费*餐费都需要钱啊&而
且趴在墓前哭则是这里面收费比较高
的"最少可以哭$"分钟&""块钱# 最多可
以哭&"分钟"可就需要'""块钱"这一行
给钱都讲究单数"不给双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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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委一名官员告诉记者"截
至目前只有部分债权人向当地警方
报警或法院起诉# 一位老板表示"当
地民间借贷盛行"不少人借给顾春芳
的钱都是拆借而来"她事发后"有人
担心去报案就会被债主锁定"因此宁

愿不公开#

在当地一位老板眼中"近年来从
事民间融资和投资小额贷款公司"都
成了比做实体经济更赚钱的选择#近
两年当地民间借贷利润率有&"#到
!"#"很多人难以抵挡!以钱生钱'的

诱惑"投身其中#

顾春芳!跑路'后"银行和老板们
的融资态度都有变化(当地多家银行
目前不再批联保贷款业务#

其实在顾春芳!跑路'之前"已有
不少债主追讨而来# *月"有老板派两

个妹妹在顾春芳家!陪着'"后来她们
把她平时开的一辆估值约&"万元的
尼桑越野车开走,还有一名房地产商
亲自跟她到北京"期待她拿回一笔煤
炭!保证金'"偿还自己一笔亿元的债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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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合肥两家公司砸出重金高
薪求贤引发热议"一家物业公司以月
薪万元招聘保安"但要求保安!高帅
富'"外貌英俊"学历本科"会英语,另
一家房产开发商更是砸出年薪百万
求聘置业顾问*售楼小姐"要求有两
年以上销售豪宅*豪车经验"能在%""

天内将房源售完#

条件如此高"很多网友因自身条件
达不到"面对如此难得一遇的好机会只
能表示!羡慕嫉妒恨'"尤其是一些正处
在找工作焦躁期的大学毕业生#

面对网友关于炒作的质疑" 安徽
海亮物业负责招聘的成小姐表示(!这
是说我们确实需要招聘这样的人才#据
介绍"从招聘启事公布到现在"打电话
来咨询的人非常多" 咨询电话基本没
有停过"还有研究生想应聘# '

做置业顾问的工作"真的可以拿
总裁级的工资- 保安也可以月薪上
万- 对此"乐职网+,-*安徽省人力资
源专家任沿海介绍"企业以这样的方
式招聘是一件好事"表明企业开始从
营销的角度包装自己#

#&1$

招聘网站上近日有关送水工的
招聘需求增多"一些公司打出了!急
聘'*!重金招聘'以及!常年招聘'的
广告# 记者联系了在赶集网发帖!重
金急聘送水工'的上海家中事贸易发
展有限公司"公司招聘工作人员贺小
姐表示"他们在广告上打出了%"""元
的月薪"但招人非常困难#

贺小姐透露"送水工在旺季每人
每月可以送*!""多桶水" 这样算下
来"即使没有底薪"一个月也有."""

多元#

另一家公司招聘人员顾先生表

示"目前行业内每人每月五六千元的
工资很普遍"他们公司给出的提成是
*元钱一桶" 另外加*""元饭贴和*""

元交通工具补贴"公司还负责购买一
份*"万保额的意外保险#

不要学历"不用技能"拿白领的
薪水"为何应聘者寥寥- 原因是不少
人觉得送水工工作辛苦*看不到前途
和发展# 此外"同行挖脚的现象十分
严重"贺小姐表示她就经常遇到同行
佯装打电话来询问招聘"其实是为了
了解公司的薪酬和提成情况"然后用
更高的薪酬把人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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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当地采访获悉"顾春芳出
生于江苏省常熟市碧溪镇"!"岁"身
高近$米."身材苗条"肤色白皙#在很
多债权人的印象中" 她全身名牌"!气

质高雅*出手大方'# 顾春芳曾在常熟
某著名的服装企业当过模特* 卖过化
妆品*开过服装店"也曾在常熟城市形
象宣传片里出现过# 一些自称与顾熟

悉的网友爆料(顾春芳初中没毕业"却
凭借美貌在商界和官场左右逢源# 顾
春芳的儿时玩伴许佳秋/

��

0也说"顾
春芳爱打扮嘴巴甜"从小讨人喜欢,心

思活络人脉广"认识不少老板和官员"

换过很多工作# 她在常熟拥有一家名
为!世界名品店'.

��

/的服装店和一
个叫!芳集'的高档美甲店0

记者从常熟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获悉" 苏州凯维隆贸易有限公司经
营范围是水泥* 金属材料* 润滑油*

化纤* 日用百货* 针纺织品* 服装*

机电设备* 缝纫机及配件* 五金*

交电* 工艺品销售等# 据多名债权

人介绍" 顾春芳曾投资一些房地产
项目" 近年来做过煤炭生意" 和当
地电厂及北京某煤炭业国企都有生
意往来" 并以此向多人融资" 承诺
给对方*"#到!"#的利息" 自己也
放贷#

据知情人士介绍"几年前"顾春
芳自称和朋友在内蒙古投资煤炭生
意"需大量资金"愿以*"#年息借款#

依靠在常熟积累多年的人脉"顾春芳
找到多名私企老板合伙#他们频频借
给她大笔资金或做借款担保"动辄上

千万元#用这些钱顾春芳还息*投资*

放贷#起初运转正常"定期支付利息"

赢得口碑后"借钱更方便# 但从去年
开始"资金链出现问题"她忙于拆东
墙补西墙"依旧于事无补"最终上演
!失踪'戏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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