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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男子杀妻藏尸 3 个月案发
今年春节前夕自首 朱某涉嫌故意杀人被公诉
青年报记者 卢燕
本报讯 日前，
青年报记者从上
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获悉，
虹口
杀妻藏尸冰柜案犯罪嫌疑人朱某因
涉嫌故意杀人已被提起公诉。
2017 年 2 月 1 日下午 3 点多，
警
方接到报警，
报警人称自己的儿子朱
某（29 岁、
上海籍）杀人了，
报警人携
其儿子投案。民警迅速控制住两人
并展开调查。根据朱某交代，
民警在
小区内发现被害人杨某的尸体，
杨某
系朱某妻子，
29 岁，
上海籍。经了解，
2016 年 10 月 18 日，
朱某与杨某因琐
事发生争吵，
朱某将杨某杀害。
据媒体公开报道，
案发地点在上
海一个老式小区内，
居民反映，
这对
夫妻新婚不久，
2016 年 5 月才搬进这
里，
都是上海人，
妻子是上海某小学
班主任，
丈夫是上海一家公司员工，
平时两人在家中动静不大，
也没有听

到传出过什么争吵声。而在案发后，
小区居民这才想起来，
丈夫在行凶后
的 3 个月里，时常下楼遛狗，且看上
去神情自若。直到春节期间女方家
人屡次联系要求聚餐、
眼看着再也无
法掩藏下去，
朱某于是打电话陆续叫
来了父亲、
母亲，
坦白了自己杀妻的
行为。
检察官认为，
本案是发生在家庭
内部的一起杀人案件。被告人和被
害人之间是夫妻关系，在生活当中
对于家庭事务大家必然会产生不同
的看法，也会产生矛盾。检察官介
绍：
在本案中，
被告人错误地采取了
故意杀人的方式来处理家庭的矛
盾。他的行为不仅伤害了他的家人
和被害人的家人，也给社会造成了
负面的影响。他的行为后果已超出
了家庭矛盾的范畴，应当依法追究
他的刑事责任。目前，
案件审理工作
正在进行中。

状告公司支付工资、奖金被驳回
本报讯 39 岁的周某伪造履历成
功入职一家外企担任模具经理，
月薪
高达三四万，
成为人人羡慕的高薪白
领。谁知入职仅仅五个月之后，
公司
发现周某简历上所称的学历、
相关业
务公司工作经历等都是伪造的，
并将
周某辞退。周某状告公司要求支付
其工资、
奖金等合计 30 多万元，
日前
全部被法院驳回。
2015 年 8 月，
周某入职上海一家
从事模具生产的外企。因其入职简
历中声称毕业于名校、
曾在模具生产
相关的其他两家知名企业有长达八
年担任模具经理的工作经验，
求贤若
渴的该模具公司外企答应给周某优
厚的薪酬待遇：
试用期三个月，
转正
后月薪 34000 元。
然后在到公司工作的近半年里，
周某的实际工作表现并不那么尽如
人意。恰巧，公司正在核对公司人
员的基本信息，公司人事发现周某
提交给公司的学历学位证书上的编

财务总监被曝注会证造假

猎头公司难逃“推荐”之责
一家大型企业委托一家国际背景的专业猎头公
司推荐一名财务方面的人才，承诺支付这位财务人
才总收入的 25%作为服务费。不料，所推荐来的财
务总监丽丽才干了五个月，给企业造成了非常严重
的税务风险。之后，经企业了解，丽丽也坦白自己的
财大本科文凭和注册会计师证 CPA 都是假的。企业
将猎头公司告上普陀法院，
要求赔偿。 青年报记者 卢燕

猎头挖来伪造学历的假人才

一大型企业与一家国际背景的
猎头公司于 2013 年 7 月签署《委托
招聘合同》一份，
企业委托猎头公司
招聘各类所需岗位。根据合同约定，
猎头公司向企业收取的人才招聘服
务费标准为企业录用人员
“年总收入
的 25%”，猎头公司应对被推荐的候
选人的身份及工作经历的真实性等
进行核实。合同签订后，
企业委托猎
头公司招聘一名财务总监，
企业向猎
头公司发送了该岗位的任职要求（其
中包括
“本科学历、
注册会计师”
等），
猎头公司根据该任职要求向企业推
荐了丽丽，
并表示对丽丽的各项资质
证书及工作情况均曾进行核实。
2013 年 8 月，企业与丽丽签订
《劳动合同》，聘请丽丽担任财务总
监。为此，
企业向猎头公司支付了人
才招聘服务费人民币 75700 元（以下
币种均为人民币）。后因丽丽入职后
表现不佳，
经企业了解并经丽丽本人
确认，
丽丽的本科毕业证书、
中国注
册会计师协会 CPA 会员证均为虚假
的，
并且在任职期间给企业造成了非
常严重的税务风险。
因此，企业与丽丽于 2014 年 1
月解除了劳动关系。企业认为，
猎头
周培骏 制图
公司作为企业的受托方，
未积极履行
合同义务，
给企业造成了重大经济损
失，
所以将其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退
还已经支付的委托费用 75700 元并
赔偿经济损失 12 万余元。
法庭上，
猎头公司提出了六个不
同意企业的诉请的观点。第一，
认为
号竟然是虚假的，再与周某简历上
所载的其曾经工作过的公司联系， 自己已履行了合同约定的推荐义务，
应当收取中介费用。第二，
丽丽在企
发现简历上所载的相关工作经历的
业工作五个月后公司才与她解除合
职位及工作时间亦为伪造。2016 年
同，
企业本身有过错。第三，
对于被
1 月，公司人事告知周某，公司无条
推荐的人，
其身份及工作经历的真实
件正式解除和周某之间的劳动合
性核实是企业的义务，
猎头公司仅在
同，
将周某辞退。
企业要求后协助核实，
而企业没有提
经申请劳动仲裁被驳回后，
周某
出过要求猎头公司协助核实的明确
今年 4 月起诉至法院，
声称其 2016 年
要求。第四，
丽丽入职时，
只对证件
1 月并未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目前
的原件和复印件一致性进行了审核，
是受公司指令一直处于待岗状态，
并
没有做进一步调查，
丽丽入职五个月
要求公司支付 2016 年 1 月之后的工
后才做信息整理工作，
说明企业存在
资、
奖金等合计 30 多万元。
工作懈怠和疏忽。第五，
丽丽入职五
松江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用
个月后企业发给猎头公司的邮件中
人单位的举证，
可以证明用人单位已
并未指出丽丽工作不合格，
与企业在
经于 2016 年 1 月明确告知周某无条
庭审中陈述存在矛盾。第六，
企业所
件解除双方之间的 劳 动 合 同 ，该 解
主张的经济损失是丽丽的劳动报酬，
除通知在到达周某时即发生法律效
不应由猎头公司承担。
力。周某称系公司要求其待岗而非
解除劳动关系，认为仍与公司存在
法院：
假简历很多 猎头须核实
劳动关系的说法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普陀法院经过审理认为，
猎头公
证实，且周某也无法合理解释其说
司作为一家具有国际背景的知名人
法，最终判决驳回了周某的全部诉
才资源公司，
企业基于对猎头公司专
讼请求。

伪造履历获高新职位被解雇
青年报记者 卢燕

■都市脉搏

业服务水准的信赖才与猎头公司订
立合同。 这个案子中，
猎头公司的
义务是为企业寻找、
推荐符合要求的
人才，
这既是猎头公司的义务，
也是
企业履行相应义务——付款的前提
条件。
如果认可猎头公司的解释，
那这
个案子中猎头公司只要在网络上搜
索一下，
然后将相关人员材料推送给
企业即可获得 7 万余元的报酬，
这样
的服务明显与企业所付出的报酬不
匹配。
虽然是知名企业，
却并非人才招
聘方面的行家，
而是需要猎头公司为
其提供人才推荐服务的对象。按照
猎头公司的解释，
如果猎头公司对其
推荐的人才最基本的信息都可以像
这个案子中这般
“操作”
，
那么企业订
立合同的目的将无法实现，
因此，
猎
头公司狭义地从文义角度进行的解
释是不合理的。其次，
合同文本由猎
头公司提供，
这个案子中猎头公司并
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明
确告知过企业，
所谓
“协助”
即是说猎
头公司并不负责核实被推荐人的基
本信息真实性。猎头公司完全可以
用更简单、
直白的文字表明其现在的
解 释 ，以 便 企 业 进 行 判 断 。 最 后 ，
CPA 会员证以及学历证书是普通人
通过公开的途径就可以查询到的，
对
该两种证书的核实是不需要付出很
大时间、
金钱成本即可以实现的，
对
于猎头公司这样国际性的人才资源
专业企业而言更是最基本的要求。
综上，
法院认为，
所谓
“协助”
核
实并不是要求猎头公司对被推荐人
的所有信息都一一核实，
也不是说猎
头公司在企业未明确要求猎头公司
核实的情况下猎头公司可以不作为，
而是要求猎头公司的服务体现其专
业水准，
尽到合理的努力来核实被推
荐人信息。现在，
假学历、
证件几可
乱真，
但如果猎头公司尽到了合理的
努力来核实，
例如上相关官方网站或
机构调查，
却仍然未能发现，
也许可
以作为猎头公司的抗辩理由。而这
个案子中，
对于 CPA 会员证以及学历
证书这种基本的、
客观的信息，
猎头
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付出合理
的努力来审核，
猎头公司明显未尽到
其合理的注意义务。
最终，
普陀法院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
第一百零
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九十条的规定，
判决猎头公司返还企
业委托费用人民币 75700 元，
驳回企
业的其余诉讼请求。
（文中人物均是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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