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班半天被辞退，1300元工装费不退？
壹粉上58同城找工作疑被套路，帮办记者介入后已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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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找工作面试合格
被要求先买一套工装

鲍先生今年23岁，家住胶州
市。2021年12月23日，他通过58同
城的招聘端口发现一则青岛航翔
顺贸易有限公司发布的招聘信
息，急招商务司机，工作内容为
办公室用车，职位描述和岗位
要求与其契合度较高。鲍先生
刚看完信息，就接到了该公司人
事处的电话，说收到了他的线上
简历，约他于12月24日前往位于
城阳区的公司办公地点进行面
试。

2021年12月24日，鲍先生准
时到达城阳区锦城路365—25号
参加面试。面试过程中，双方洽谈
好了详细的工作要求，并确定一
个月的试用期以及工资标准。面
试工作人员还表示，公司在胶州
也有办公点，试用2-3天就可以
就近安排他到胶州的办公点上
班。随后，面试主管就拿过来一份
劳动合同让鲍先生签字，签完就
收走了。对方还称，试用期过了会

签署正式合同，让他28日可以直
接上岗。

就在鲍先生觉得工作有了着
落准备离开时，工作人员提出，公
司对司机仪容有要求，需要他先

自费购买一套西装作为工装，这
套西装价值1300元。求职心切的
鲍先生并没多想，就跟着工作人
员到公司前台，通过扫码转账到
该公司账户1300元，工作人员留

下了鲍先生的邮寄收件信息。

穿着工装干了半天活
因家离公司太远被辞

2021年12月27日，鲍先生收
到了公司的定制工装。

28日，鲍先生穿着这套“定
制工装”，开私家车按照约定时
间准时前往公司上班。按时到
岗后，他见到了“公司领导”高
先生。在领导安排下，鲍先生开
车带领导分别前往两处地点，
随后返回公司。在这个过程中，
该领导还让鲍先生花了20元帮
他买了一盒烟。但让鲍先生没
想到的是，刚上岗没有半天，领
导把他喊到办公室，表示鲍先
生家住胶州，公司在城阳，不方
便开展工作，称“鲍先生不合
适”。就这样，鲍先生被辞退了。

鲍先生表示，他为了上岗花
1300元买下工装，现在既然不让
干了，是否能把工装退了，把工装
钱退给他。领导表示，这是定制工
装，不能退，只能看看公司如果招
聘到下一个司机，让鲍先生“转让
给下一个”。

被辞退的鲍先生只能离开
公司回家了。“我感觉是被他们
套路了。我来上班之前他们跟
我说我家住胶州不要紧，先来
城阳熟悉两三天后，再把我安
排在胶州上班，但是我交了工
装费正式上班不到半天就被辞
退 ，跟 之 前 约 定 已 经 不 一 样
了。”鲍先生说。随后，鲍先生将
自己的遭遇投诉给了青岛政务

服务热线。

58同城方面
未对此事做出回复

2021年12月29日上午，帮办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58同城，客服
接线员称，相关诉求会如实记
录进行反馈。“如果调查核实有
问题，我们会对相关公司的招
聘信息下架并对其进行处罚。”
截至记者发稿前，58同城方面未
对此事做出回复。

当日10时36分，根据鲍先生
提供的电话，帮办记者联系上该
公司人事处的王女士。王女士表
示，鲍先生为何被辞退、工装费用
不退等事情自己不是很清楚，要
向公司汇报后予以答复。

10时45分，一名自称是公司
负责人的高经理打来电话表示，
他正在外地出差，本周之内将对
此事进行处理。对于辞退鲍先生
的原因，高经理表示，鲍先生离公
司上班距离太远，“不合适”。

12时32分，高经理再次给帮办
记者打来电话表示，已经将1300元
工装费全额退还给鲍先生。之后，
帮办记者向鲍先生核实，此说法属
实。“谢谢你们帮我把钱要回来，回
头我会根据他们的要求把工装寄
给他们。”鲍先生说。

帮办记者随后通过天眼查查
询获悉，青岛航翔顺贸易有限公
司成立于2021年4月6日。注册地
为城阳区夏庄街道，后更改为青
岛市城阳区锦城路365-25号1-2
层，法人、执行董事为高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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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办下洗车卡
去年10月关门了

周琳是爱义行汽车服务连
锁店的老顾客了，之前就一直
在爱义行经三纬九路店消费，
洗 车 卡 大 概 是 一 年 前 办 的 。

“当时我去洗车，那里的工作
人员都不错，我也是为了帮他
们完成任务，并且还有优惠，
于是就办了洗车卡。”周琳说，
这张洗车卡是她与别人一起
办的。“本来是一张1 6 0 0元的
卡，我交了800元，店里还赠了
几次洗车，一共能享受60次的
洗车服务。”

周琳介绍，这是她在爱义
行办的第二张洗车卡，办完新
卡后她去洗车时，也不知道用
的是新卡还是旧卡。“之后我有
一次看到新卡里只有40次洗车
服务，就问工作人员怎么回事。
对方告诉我说，赠送的20次是
不显示的。”周琳说，当时也没
有凭证证明这20次赠送的洗车
服务是存在的。

之后因为工作忙等原因，
周琳很少再去爱义行经三纬
九路店洗车，其间有去保养和
换轮胎。2021年10月份，周琳
想去洗车，发现爱义行经三纬
九路店已经关门了。“我之后
询问他们的工作人员，他们说
是店里检查没过，被有关部门
处 罚 了 ，整 改 之 后 就 可 以 开
门。”周琳说，工作人员告知
她，大概一个月后店铺就会正
常营业。

年底再去洗车
洗车店一直关门

到了2021年底，周琳感觉爱
义行经三纬九路店应该整改完
毕了，准备去洗车，结果到了地
方发现，店铺还是没开门。

“我又去问了他们的工作人
员，对方说全济南的爱义行连锁
店都关门了，要到2022年1月底2
月初才能开门。”周琳说，春节前
是洗车高峰，洗车行为什么不赶
在节前开业？面对周琳的疑问，
接电话的爱义行工作人员表示
无法回答，只是说接到了通知。

周琳说，除了洗车卡外，她
的爱义行会员卡里还有700多块
钱。“我卡里的钱属于比较少的，
我同事还在卡里充值了七八千
块钱，现在也不知道能不能继续
消费。”周琳说，现在爱义行究竟
是什么情况她不清楚，同时也很

担心。“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的
店究竟还能不能开业？”

爱义行工作人员称
资金充足陆续在装修

2022年1月4日，帮办记者来
到爱义行汽车服务连锁经三纬
九路店，看到这里大门紧闭，透
过玻璃向屋内看去，里面各种修
车工具还是很齐全，但是没有
人。据附近一家饭店的工作人员
介绍，爱义行经三纬九路店已经
关闭两个月了，“几乎每天都有
他们的会员找过来，有说他们店
已经倒闭了的”。

帮办记者从天眼查上了解
到，爱义行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总部的部分股权正处于
出质状态，并且该公司股东奥鼎

（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及
该公司投资的山东行者汽车用
品服务有限公司，都被法院列为

限制高消费企业。
帮办记者又拨打了爱义行

的客服电话，但电话一直无人接
听。帮办记者尝试联系位于济南
的爱义行英雄山路店、龙鼎大道
店、明湖路店等分店，但电话也
一直无人接听。

随后记者来到爱义行明湖
路店，此时这里开着门，门口立
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店铺装
修，敬请期待！”里面有工作人员
正在围着一辆车查看着，当帮办
记者询问是否营业时，一名工作
人员表示，全济南的爱义行分店
都暂停营业了。

“经三纬九路那个店要装
修，都是按着顺序来的，我们店

职位应聘成功后还没上班，就被要求先买下一套1300元的工装。
结果上了半天班，就被公司无故辞退，工装费也不给退。日前，壹粉鲍
先生向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反映，他通过58同城的招聘端口应聘青岛
航翔顺贸易有限公司商务司机一职，接下来的遭遇令人气愤，鲍先生
怀疑自己被套路了。帮办记者介入采访后，工装费已全额退还。

连锁洗车店多店关门，急坏消费者
已有两个月未营业，有工作人员回应称正在按顺序装修

近日，济南市民
周琳（化名）向壹点帮
办记者反映，此前她
在爱义行汽车服务连
锁经三纬九路店办了
洗车卡以及会员卡。
前段时间周琳想去洗
车，却发现爱义行经
三纬九路店已经关门
了，之后她又去了爱
义行在济南的其他分
店，结果找了三家都
没开门。周琳获悉，爱
义行经三纬九路店已
经关门两个月了，如
今其他连锁店也不开
门，这让她非常不满。

鲍先生花1300元买下的工作服。

爱义行经三纬九路店已经两个多月没开门了。

装修的东西昨天刚到。英雄山路
店那里快装完了，之后几个店都会
陆续装修完。”该工作人员说，爱义
行没有出现问题，现在与某汽车平
台合作，该汽车平台已经给爱义行
注资了，“现在爱义行资金很充足”。

该工作人员说，此前爱义行
也在公众号里发布了装修通知，
告知了各分店装修的事。“之后店
铺的环境和服务水平都会升级，
会员们也可以关注爱义行的公众
号。”该工作人员说，等店铺装修
升级完成后，会员持卡可以到爱
义行任意门店消费。

目前，部分消费者已经将此
情况反映给了有关部门，壹点帮
办记者将持续关注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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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县：

全面强化党史学习教育
舆论氛围营造工作

本报讯 随着党史学习教育
不断向纵深发展，单县全面加强
舆论引导和氛围营造工作，统筹
运用电视台、电台、两微一端等县
内多种媒体资源，综合协调省市
级媒体资源，对党史学习教育展
开全媒体立体化宣传报道。

发稿实行统一把关，进一步
增强政治敏锐性，确保党史学习
教育宣传稿件的精准性，在做好
向山东广播电视台、电台、《大众
日报》《菏泽日报》等省市主流媒
体推送党史宣传教育稿件的基础
上，积极向中央、省市新媒体供
稿。同时，做好县内新闻媒体的全
媒体推宣和发布。加强典型经验
推宣，综合运用多种新闻形式，选
树宣传党史学习教育先进典型和
典型经验。 （谢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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