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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波招聘来袭 这些企业等你来
狮山罗村企业又有大批好工作上线，想找工作、换工作的街坊，快来看看有没有你的心水岗位

网上买测温仪
被骗24.5万元
这些最新诈骗套路，大人细路都要注意

警惕！提防！不法分子已积极“复

工”。近日，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对涉

疫情诈骗犯罪保持严打态势，结合近期发

案情况，提醒广大市民，除了要警惕利用

涉疫物资、学生上网课玩手机进行诈骗等

新骗术外，也要警惕冒充警察诈骗、网络

贷款诈骗等老套路。

3月9日11时许，大沥的

值先生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询

问其是否需要贷款。刚好有资

金需求的值先生以为有人送来

“及时雨”，便添加对方为好友，

并提出2万元的借款需求。随

后，对方发来二维码，让值先生

下载一个借贷软件，填写个人

信息。接着，值先生还按照对

方的指引，注册会员并缴纳

699元会员费用。

但此时，对方却以需交保证

金、清除征信问题为由，让值先

生先后往软件里充值了10000

元和14976元。充值后，值先生

仍然无法从软件中提取自己的

贷款金额，方知被骗，于是报

警。目前，该案正侦办中。

警方提醒，正规贷款都有

合法合规的流程，贷款前先交

钱，或者通过社交软件平台推

介的网络贷款都是诈骗。

3月5日，事主余小姐无意间

看到一位微信好友发布炒外汇的

信息，想到用手机投资还能赚钱，

便主动联系对方了解情况。

当听到对方称收益高达投

资额的3-5倍时，余小姐心动

了，按照指引下载安装投资软件

并注册账号，随后开启了自己的

炒外汇之路。起初，余小姐在该

投资平台上充值9.8万元，当看

到平台上显示其已盈利30万元

时，余小姐非常欣喜和满意。

然而，3月7日，当余小姐

要求提现时，平台工作人员就

以各种理由要求其继续充值才

能提现。余小姐信以为真，先

后分6次向该平台充值近15万

元。直到对方又提出需要交保

证金才能申请提现时，余小姐

才意识到自己被诈骗，并于3月

10日报警。至此，余小姐在该

平台上共计充值近25万元人

民币。目前，该案正在侦办中。

警方提醒，投资者要谨慎

选择外汇平台或经纪商，提防

投资陷阱。

2月15日，平洲的胡先生

到派出所报称，2月中下旬，其

通过社交平台添加了一个名叫

“小北”的男子为好友，并以

350元/只的单价购买了500只

测温仪。但当胡先生交付定金

后，对方却称没有货，随后将定

金返还给胡先生。

看到对方愿意先退定金，

胡先生心生信赖，等对方再次

告知其有货时，胡先生没有多

想，立即购买了700只测温仪，

并将24.5万元全款转给了对

方。就在胡先生满心欢喜等待

收到测温仪时，对方却消失了，

胡先生立即报警求助。

经侦查，3月5日，办案民

警驱车前往东莞，将嫌疑人李

某成功抓获。

警方提醒，此类诈骗案件

的犯罪嫌疑人大多是临时起

意，“蹭热点、赚快钱”居多，在

网上发布信息，谎称有防疫物

资货源，当事主付款购买后，嫌

疑人便找各种理由拒不发货或

拉黑客户。

“买不到”的测温仪

案例1

案例2

不能信的“公检法”

案例3

“会跑路”的炒汇平台

案例4

“返不了”的返利

“伤不起”的网贷陷阱

文/整理见习记者杨世聪

佛山市南海区沙隆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狮山镇塘头工业园 21 号
联系人：刘小姐  手机：13433137795

招聘工种 招聘人数 要求及岗位描述 工资（福利待遇）
型材结构设计师 1 大专工业设计 5000-8000（元 / 月）
电商业务员 2 中专以上 3000（元 / 月）+提成

生产 / 采购跟单 2 高中以上 3200-4500（元 / 月）
仓管员、文员 2 中专以上 3200-5000（元 / 月）
平面设计 1 平面设计 3000-4000（元 / 月）
包装检料员 4 不限 3000-4000（元 / 月）

煮饭 1 不限 3200-3800（元 / 月）

佛山市赞隆照明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狮山镇罗村罗务路 10 号
联系人：彭先生    电话：0757-66860071

招聘
工种

招聘
人数

要求及岗位描述 工资（福利待遇）

普工 50

装配本岗位的相

应产品，在规定

的时间内为下道

工序提供质量合

格的产品

月工资收入（计件）：3500-6000（元/月）
应扣：社保、水电
福利待遇：免费三餐、宵夜费、全
勤奖、工龄奖、车费补贴
工作时间：8小时 /天
宿舍 2-4 人，有空调，有夫妻房

广东一度电气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南海区狮山镇罗村工业区惠祥路 7 号
联系人：陈小姐     电话：0757-81809229

招聘

工种

招聘

人数
要求及岗位描述 工资（福利待遇）

普工 10 男女不限，18-45 岁
长期白班，无夜班。
工资：2500-3000（元/月）

技术

储备
2

男，18-30 岁，中专及以
上学历，机电一体化或相
关专业，接受应届毕业生

工资：2500-4000（元/月）

业务员 5
负责市场拓展、信息收集、

新老客户的开发和维护

薪酬模式：

1、底薪 +提成 +差价 +

花费补贴+车补+招待费

2、费用补贴 +利润分成

3、区域市场承包，公司

费用补贴 +总代理模式

佛山市科田电器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狮山镇罗村中怖路段中兴路 4 号
联系人：李小姐     电话：86432078

招聘工种 招聘人数 要求及岗位描述 工资（福利待遇）

装配工 若干
装配本岗位的相

应产品

月工资收入（计件）：
4000（元 / 月）
应扣：400 元（含社保、伙
食、水电）

佛山市爱陶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狮山镇下柏第三工业区创业路 1 号
联系人：张小姐     电话：0757-86448805

招聘

工种

招聘

人数
要求及岗位描述 工资（福利待遇）

焊工 3

50 岁以下，会看图纸，
负责机器架子的焊接，懂
电焊、二氧化碳焊、风割。
持有焊工证优先

8000-10000（ 元 /
月）
应扣：水电费，伙
食 4.5 元 / 餐

机械

工程师
3

45 岁以下，大专以上文化

程度，5 年以上机械行业

研发设计 / 电气工作经验

8000-12000（元/月）
应扣：水电费，伙
食 4.5 元 / 餐

装配工 3

40 岁以下，有陶机装配设

备工作经验、能看懂简单

图纸优先

5000-8000（元/月）
应扣：水电费，伙
食 4.5 元 / 餐

电工 3
40 岁以下，安装电柜，设

备放线

6000-9000（元/月）
应扣：水电费，伙
食 4.5 元 / 餐

佛山市泓佳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狮山塘头鸿盈工业区 1 号
联系人：潘小姐     固定电话：0757-81081115 

招聘

工种

招聘

人数
要求及岗位描述 工资（福利待遇）

外贸

业务员
2

大专及以上学历，机械工
程、自动化等相关专业优
先。负责之星公司的贸易
业务、客户的拓展与维护

4000-8000（元 / 月）
社保 +包吃 +包住 / 住
房补贴 +加班补贴

机械

工程师
2

大专及以上学历，机电工
程、自动化等相关专业优
先。熟悉机械原理、机械
加工工艺，精通 CAD、
Solidworks 等制图软件

5000-8000（元 / 月）
社保 +包吃 +包住 / 住
房补贴 +加班补贴

电气

工程师
2

大专及以上学历，机电工
程、自动化等相关专业优
先。具备 PLC 编程知识，
会看电路图，熟悉电气布
线、电气控制柜设计

5000-8000（元 / 月）
社保 +包吃 +包住 / 住
房补贴 +加班补贴

数控

操作员
1

具有操作数控加工中心及
镗床，编程和具备识图及
独立的加工能力，以及设
备附件操作能力

6000-8000（元 / 月）
社保 +包吃 +包住 / 住
房补贴 +加班补贴

电工 2
男，年龄 18-35 岁，持有
有效的电工上岗证

4000-8000（元 / 月）
社保 +包吃 +包住 / 住
房补贴 +加班补贴

佛山市东方医疗设备厂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兴福路 5 号
联系人：陆小姐  固定电话：0757-81202192  手机号：13674012698

招聘
工种

招聘
人数

要求及岗位描述 工资（福利待遇）

机加工 多名
男，年龄 18-45 岁，能熟练
操作钻床、冲床和铣床

计 件 工 资 3000-
6000（元 / 月）不等

装配工 多名
男女不限，年龄 18-45 岁，
初中以上学历

计 件 工 资 3000-
5000（元 / 月）不等

质检员 5
男女不限，年龄 20-45 岁，
中专以上文化，懂看图纸，
会使用基本的检测工具

计 件 工 资 3000-
4500（元 / 月）不等

3月7日，刚从广西来到南

海九江就业的小莉（化名），接

到自称是某公安局“周警官”的

电话，称有人在上海盗用其身

份信息开通银行卡，实施违法

犯罪行为，导致小莉牵涉其中，

已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且受

疫情影响，公安机关需要采用

线上方式进行办案。

看到对方发过来“刑事案

件取保候审决定书”和“刑事羁

押告知书”，小莉变得十分慌

乱。为“自证清白”，在对方的

指引下，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

银行卡号等信息发给对方，并

向对方转账近15万元。

3月9日中午，小莉接到广州

白云反诈中心的电话，才得知自

己被骗，于是马上到九江派出所

报案。目前，该案正在侦办中。

警方提醒，公检法机关办

案会当面向涉案人出示证件或

相关法律文书，不会通过电话、

QQ、传真、网页等形式办案。

晋江的黄同学某天上网

课时，在QQ群里看到一条交

出任意数额便可拿到10倍返

利的广告。黄同学想到自己

手机里还有一些压岁钱，因此

就分2次支付了500元给到对

方提供的二维码，然后美滋滋

地等着对方返5000元。

突然，对方称必须扫码支

付满10次才能返现，不然之前

的钱也退不了了。这时候黄

同学自己账户已经没钱了，就

拿了父亲的手机，通过微信和

支付宝连续多次支付给对方

发来的二维码，直到当天晚

上，她的父亲洪先生查看手机

短信时才发现，共计被骗了

164500元。

无独有偶，长沙一名12岁

的女孩，因上网课时“走错群”，

4小时发出2万元红包。“当时

她同学的QQ被黑了，然后邀

请她加入粉丝群，粉丝群里面

就有人诱导她玩个返利的游

戏。什么刷一百就返一千，就

这样刷了两万块钱，前后就用

了几分钟。”女孩父亲周先生

说。

警方提醒，线上学习期

间，家长不要觉得把手机交给

孩子就完事了，而是应该通过

这样的契机，帮助孩子们完成

互联网生活的安全教育，引导

他们在网络世界里保持理性。

案例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