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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移动放任员工造假偷吃话费
内部人士称“领导都知道”

成本低、获利高：
专钻“集团客户”空子

广东中山的苏女士到移
动营业厅查询话费清单时，发
现自己的手机从 2004 年开
始，无缘无故多了每月 5 元的
梦网月租费， 一扣就是 8 年。
“我从未开通，为何扣费？ ”

手机莫名其妙被消费，很
多人都经历过。各级消费者组
织统计的投诉中，手机服务历
来是排名靠前“重灾区”：擅自
给消费者开通彩铃、短信包月
套餐、变更收费项目……很多
消费者甚至已经见怪不怪。

一位广东移动公司的内
部人员对记者表示，只要伪造
几个公章， 就可以同时给几
十、数百个同一单位的人开通
收费业务， 消费者根本不知
道。这比给单个客户开业务成
本更低、收益更高。

这位内部人员表示，经常
有私刻印章的人到移动公司
送公章，“为了防止泄密，他们
在电话和短信里把刻的公章
都叫‘萝卜头’。 ”

近日，记者在广州市区广
东移动某分公司单位楼下看
到，8 时 45 分左右，一个手提
硕大黑色塑料袋的男子出现

在移动公司楼下，拨打了几个
电话，几分钟后，从办公楼内
先后走出三四名男子，有的脖
子上还带着移动公司工牌，每
个人都从该男子的大袋子里
取走了几个小袋子。

记者随后从其中一个小
袋子中看到，内有 3 个单位的
红色公章。

“刻一个 10 元， 超过 10
个打八折。 ”这位内部人员告
诉记者，因为长期合作，数量
很大，这是刻公章的人给移动
公司员工的优惠价，“要是不
熟的人，刻一个要 25 元”。

这位内部人员说，类似伪
造公章的行为至少从 2010 年
起就有了， 已经成了潜规则。
“平均一周要刻三四次公章，
最多一次刻了 33 个单位的公
章，多数是一些小公司，也有
少部分是国家单位。 ”

营造业绩增长
不惜铤而走险
刑法规定，“伪造公司、企

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
章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
利。”法律规定如此严格，惩罚
如此严重，为何移动公司的员

工还敢铤而走险，拿伪造公章
偷开集团客户大做文章？

一位中国移动的客户经
理表示，地方政府考核 GDP，
我们考核“KPI”，重点是放号、
增值业务，每个项目动辄要求
一个月完成上百个， 完不成，
就扣发奖金， 剩下每月 1000
元的基本工资， 只能喝西北
风，甚至随时可能被辞退。

“公司只要业绩， 我们还
要吃饭，靠自己跑业务，一个
月也拉不到几个，对于这种显

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能依
靠伪造公章偷开集团客户来
充数。 ”一些移动公司的员工
告诉记者，长期、大规模使用
伪造公章，也与移动公司的管
理人员疏于管理、甚至有意放
纵密切相关。

这位内部人士表示，公司
管理层对此没有提出异议或
采取措施，“伪造公章的事公
司很多领导都知道，但都‘睁
一只 眼闭 一 只 眼 ’，2011 年
时，有领导还特意叮嘱，上级

部门要来检查，‘把萝卜头都
收好’。 ”

审计署今年 5 月披露的
对中国移动的审计报告显示，
2009 年至 2011 年，广东移动
江门分公司在未经客户同意
的情况下，给 145 个号码开通
了数据业务功能。

在审计署披露问题几年
之后，时至今日，记者暗访了
解到，私刻“萝卜头”的行为仍
在继续。

公众常遭劫
企业鲜受罚

截至 2013 年 7 月，中国
移动公布其用户达 7.45 亿 ，
全国手机用户超过 11 亿。扣费
几块钱，看似不多，但有如此庞
大用户基数，危害不容忽视。

一些消费者表示，在“被
消费”之后，移动等运营商既
不发送信息， 也不寄送账单，
如果消费者自己不查询，根本
不知道。 苏女士表示，自己就
被扣费已经投诉了 1 年有余，
找过移动公司 、消协 ,甚至还
在政府问政平台发过投诉，移
动公司仅仅停止了收费业务，
对多扣的几百元退不退、赔不
赔，至今也没给个说法。

专家表示，消费者不爱较
真， 有维权意识淡薄的因素，
更在于维权难度大成本高，经
常是“为讨 1 元钱，要花 10 元
钱”，举证困难不说，还要搭时
间费精力，因此虽然抱怨声众
多，但往往自认倒霉了事。

正在提请修订的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也对此进行回应。
其中规定，违反消费者的意愿
提供服务，涉嫌欺诈。 消费者
不仅可要求企业退款，赔偿金
额也从过去的双倍提升到三
倍。 这将提升企业违规成本，
有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

一些专家认为，公众经常
遭劫，企业却鲜少受罚，需要
法规持续健全，更需要监管部
门持续“给力”，杜绝违规企业
屡被整改屡不改的情况。

法律专家表示，伪造公章
行为触犯法律，如果大规模伪
造并从事非法行为，性质就十
分恶劣。 作为国企，移动公司
理应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
带头垂范，如果调查证明其公
司管理人员对下属员工的违
法行为持纵容态度，甚至是授
意放纵，需要追究其管理人员
的法律责任。

据新华社广州 9 月 1 日电

只要 10 元钱，伪造一个单位公章，几十、上百个消费者就“被订阅”音乐彩铃、手机报、包月等收费业务，移动公司的
集团客户业绩不断增长，而绝大多数消费者还被蒙在鼓里。 记者暗访发现，这种“刻”出来的业绩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移动
广东分公司部分员工长期执行的潜规则。 “野蛮增长”侵害公众利益背后，也凸显监管部门监督乏力。

“钱”规则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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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持续健全，更需要监管部
门持续“给力”，杜绝违规企业
屡被整改屡不改的情况。

法律专家表示，伪造公章
行为触犯法律，如果大规模伪
造并从事非法行为，性质就十
分恶劣。 作为国企，移动公司
理应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
带头垂范，如果调查证明其公
司管理人员对下属员工的违
法行为持纵容态度，甚至是授
意放纵，需要追究其管理人员
的法律责任。

据新华社广州 9 月 1 日电

广东移动放任员工造假偷吃话费
内部人士称“领导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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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山的苏女士到移
动营业厅查询话费清单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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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很多领导都知道，但都‘睁
一只 眼闭 一 只 眼 ’，2011 年
时，有领导还特意叮嘱，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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