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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中介”招聘陷阱 追踪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被扣
涉事公司停业整改

在 58 同 城 招 聘 信 息 上 投 递 简
历，求职者被引到了一家名为成都
锦程人力资源的公司，缴费办卡后，
工作却迟迟没有落实。5月初，成都
商报记者对该公司进行暗访，发现
公司在网上发布的部分招聘信息并
不属实，目的只是为了将求职者引
到公司缴费办卡。

目前，成都锦程人力资源服务有
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改，人力资源
服务许可证已被暂扣，禁止从事人力
资源服务。

5月25日，经过一周的调查，一份
由青羊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
的限期改正责令书，被送达成都锦程
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5月18日，在锦程人力资源公司招
聘内幕曝光之后，青羊区人社局劳动
保障监察大队执法人员赶到位于尊城
国际大厦的公司办公场所，对多名现
场求职者进行了询问，“经过我们的了
解，这些求职者均是在58同城等网站
上看到了招聘信息，在投递简历之后，
被短信通知到了成都锦程人力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一位执法人员称。

经查明，该公司在网络上假借用人
单位之名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对于公司
内部网站上的招聘信息，也无法提供用
人单位委托其代理发布招聘广告的相
关证明材料，并且未能提供3名以上具
有大专以上学历并取得人才中介服务
资格证书的专职工作人员证明材料。

与此同时，该公司未在服务场所
公布服务内容、收费项目及标准、监督
机关名称和监督电话，未与员工签订
劳动合同，未为员工足额缴纳社会保
险费。执法人员称，该公司6项问题违
反《劳动合同法》等多项法律法规。

在送达限期改正责令书当天，锦
程人力资源公司内部已不见求职者和
工作人员的踪影，一位公司负责人出
面承认，因公司管理工作未做到位，导
致员工在网上发布了一些不实的招聘
信息。据执法人员称，公司员工为了自
身业绩，以此诱导求职者到公司缴费
办卡。“今后将强制要求员工仅发布跟
公司正在合作招聘的信息，并且标明
代招，在通知短信中说明我们是第三
方公司。”成都锦程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方面对此表示。

目前，青羊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已责令该公司在一个月内进行整改，
整改期间禁止从事人力资源服务，并
暂扣了该公司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书，该证书暂不通过年检，“证书年检
通不过，就意味着公司在随后的一整
年不得从事人力资源服务。”执法人员
称，将根据公司的整改情况做出进一
步处理。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国内·社会10
2017年5月26日
星期五

想想//法法
““我现在找到公证我现在找到公证

处处，，主要是看能否通过主要是看能否通过
法律的手段赋予老三这法律的手段赋予老三这
样的权利样的权利，，即在我万一即在我万一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
老三能够代替我进行相老三能够代替我进行相
关处置关处置，，别的兄弟姊妹别的兄弟姊妹
也无话可说也无话可说。。总之总之，，我希我希
望他们即使在我走了望他们即使在我走了
后后，，也能和和睦睦也能和和睦睦。”。”

办办//法法
一位成年人在没有一位成年人在没有

丧失掉民事行为能力之丧失掉民事行为能力之
前前，，即可提前意定某一即可提前意定某一
天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天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
失民事行为能力后的监失民事行为能力后的监
护人护人，，这就是意定监护这就是意定监护。。

不过不过，，对意定监护对意定监护
的规定的规定，，目前都是很原目前都是很原
则性的概括性规定则性的概括性规定，，没没
有任何的实施细则有任何的实施细则。。

美舰擅入领海 中国两艘军舰驱离
“柳州”号“泸州”号导弹护卫舰警告驱离美国“杜威”号导弹驱逐舰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25日在马里亚纳海
沟成功找到一年前因特殊情况留在了6300米
大洋深处的采水器，“大海捞针”的故事变为
现实。

“在距离水面6300米的大洋深处，成功回
收在深海停留了一年的Gas-tight采水器（气密
性保压序列采水器），这在国际上也是罕见
的。同时，已经在海底保存了一年的水样，与
这次采集的水样正好可以对比研究。”刚从深
海回到船上的本航段首席科学家彭晓彤说。

据介绍，去年进行的中国大洋37航次第
二航段，“蛟龙”号118潜次和120潜次在马里亚
纳海沟成功布放和回收过这种类型的采水
器。当第122潜次再次布放采水器，拟于该航
段最后一个潜次——123潜次进行回收时，受
当时台风生成影响，潜次临时取消并返航。

本航段现场总指挥邬长斌说，“蛟龙”号
能够在6300米的大深度顺利找到并回收一
年前布放的科学设备，创造了世界载人深潜
的新纪录，验证了“蛟龙”号大深度定点搜寻
的能力。 据新华社

一年前丢在六千米深海
一年后“蛟龙”找了回来大

海
捞
针

25日，刚从深海归来的“蛟龙”号。其最右边样品筐内的物品，即成功回收的Gas-tight采水器（气密性保压序列采水器） 新华社发

中国军机识别查证美机
专业安全

记者：美军日前称，中方军机
17日在东海国际空域拦截美方一
架侦察机，中国国防部回应说中方
飞行员操作安全专业，是美方在黄
海相关海域实施侦察活动，双方的
说 法 是 有 出 入 的 。据 悉 ，这 架
WC-135侦察机曾收集朝鲜核试
验证据。请问中方能否证实美方当
时确实是对中国抵近侦察，而非针
对朝鲜？此外，中美是否已通过外
交和军事渠道妥善解决此事？

任国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
已经发布相关消息，美方有关说法
与事实不符。5月17日，美军一架侦
察机在中国黄海相关空域实施侦
察活动，中国军机依法依规对其进
行了识别查证，有关操作是专业
的、安全的。

美军舰机频繁对华抵近侦察
活动是造成中美海空安全问题的
根源。我们希望美方停止有关侦察

活动，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对于美方频繁对华抵近侦察带

来的安全风险，我们已经多次向美
方表明了立场。今后，我们还将继续
利用相关渠道与美方进行沟通，消
除引发中美海空安全问题的隐患。

“南海禁飞区”？
日媒臆造

有记者提问，日前有日本媒体
报 道 ，中 国 在 海 南 岛 部 署 了 红
旗-9防空导弹系统，并据此认为，
中方已经开始在南海划设“禁飞
区”。能否予以证实？

任国强说，中国在海南岛部署
武器装备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
的事。关于所谓“禁飞区”，完全是
日本某家媒体臆造出来的，无中生
有的尺度之大令我感到非常吃惊。

有记者问，日本政府18日在钓鱼
岛附近海域发现一架小型无人机从
中国海警船上起飞，日本航空自卫队
紧急派出战机进行应对。中方此次起
飞无人机目的是什么？中方对日本航

空自卫队的行动有何回应？
任国强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

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的相关公务活动是中国主权
范围内的事情。对于日方有关行
动，中国军队保持着全程监控并采
取必要处置措施。

“隐形军费”？
不存在

记者：《简氏防务周刊》17日报
道，中航工业集团建立了一项1500
亿元的国家基金，用以发展国防和
其他一些重要战略领域的新技术。
请问这1500亿元是中国国防预算的
一部分吗？还是中国的“隐形军费”？

任国强：据我们了解，你所提
到的《简氏防务周刊》的报道是不
准确的。这项基金是在国务院国资
委指导下成立的中央企业国创投
资引导基金，具体情况建议向政府
主管部门进行询问。在这里我需要
强调的是，中国不存在“隐形军
费”。 据新华社、国防部网站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在
25日的例行记者上，就中国军舰识
别查证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媒体消息称，美国一艘
驱逐舰今天（指25日）进入南海进
行所谓的“航行自由”任务，并进
入中国美济礁12海里。能否予以
证实。

任国强：5月25日，美国“杜威”
号导弹驱逐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沙
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中国海军

“柳州”号导弹护卫舰、“泸州”号导
弹护卫舰对美舰进行识别查证，并
予以警告驱离。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
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于美军
方这种炫耀武力，推动地区军事

化，且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的行
径，中国军队表示坚决反对并已向
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和东盟
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正在趋
稳向好。但美方的错误行为使南海
趋于好转的局面受到破坏，不利于
南海的和平稳定。

当前，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处在
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认为，健康
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
利益，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我们
要求美方采取切实措施改正错误，
为两国两军关系的发展增添正能
量。美军的错误行为只会促使中国
军队进一步加强能力建设，坚定捍
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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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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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消息称，美国一艘驱逐舰进入中国美济礁12海里。
——国防部回应：中国海军“柳州”号导弹护卫舰、“泸州”
号导弹护卫舰对美舰进行识别查证，并予以警告驱离。

92岁老人做意定监护公证：
弥留之际是否抢救？
老三说了算！
成都公证处办理首例意定监护公证

意定监护实践中
可类推法定监护执行

针对意定监护实施中可能
存在的问题，西南政法大学民商
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张力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可以以类推
法定监护的方式解决。

在张力看来，意定监护目前
在受托人上不存在问题，“所有的
自然人和一些具有法定监护职责
的政府机构，都可以成为意定监
护人。现在让公证机构头疼的，可
能恰恰在于委托人。意定监护的
被监护对象必须是在丧失行为能
力之前形成意定监护，如果已经
丧失行为能力了，那就不存在意
定监护一说了，因此，首先需要医
疗机构对被监护对象进行行为能
力的鉴定。另外，监护人什么时候
可以介入，介入的时间和条件，又
需要专门机构对被监护人的行为
能力进行鉴定。”

张力表示，要很好地解决这
两个问题，一是意定监护协议中
最好有专门的条款明确，“如果
将来我的行为能力状态经某某
机构判断存在问题，意定监护自
动生效。其次，最好由类似于老
龄委这样的第三方出具格式合
同，并由这样的老年人权益保护
机构去监督意定监护的执行。”

另外，对于意定监护人可能
出现的履约不力或者毁约问题，
张力表示，可以类推法定监护，

“现实中，法定监护人损害被监
护人利益，可以通过向法院起诉
请求撤换监护人。意定监护人也
一样。”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摄影报道

前两天，成都公证处接待了一位
特殊客人。老人家虽然已经92岁了，
但思维还很清晰。老人担心万一哪天
变糊涂了，家人会把自己送到养老
院。另外，弥留之际抢不抢救？怎么抢
救？那也是一个问题。毕竟，自己躺在
病床上，可能话都说不出来了……

老人的要求，给公证处摆了道
难题。根据老人意思，他实质是想未
雨绸缪，在自己还足够清醒时，先确
定下监护人。未来一旦丧失民事行
为能力，之前确定的监护人即可代
行监护职责。

成都公证处经过四天的讨论和
严密论证，最终以意定监护公证的方
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据了解，这也是
该处所办的首例意定监护公证。

老人的担忧
不愿意去养老院生活

因为年纪确实大了，张大爷最
先通过电话这一方式，和成都公证
处取得联系。

公证员刘蓉印象深刻，交流中，
张大爷表达了某种担忧。老人不愿意

去养老院生活。
在和张大爷深入交流过程中，

刘蓉了解到，5名子女中，老人最信
任，也觉得最放心的是小女儿和三
儿子。不巧的是，小女儿即将出国。
在这一情况之下，老人表示，他想把
这些事儿托付给自己的三儿子，“他
最孝顺，肯定能完全按照我的意思
办理。但在此之前，最好不要和家里
的任何一名子女沟通。避免彼此之
间有什么猜忌。我现在找到公证处，
主要是看能否通过法律的手段赋予
老三这样的权利，即在我万一丧失
民事行为能力后，老三能够代替我
进行相关处置，别的兄弟姊妹也无
话可说。总之，我希望他们即使在我
走了后，也能和和睦睦。”

公证处的努力
意定监护，更充分保障选择权利

此前，我国有法定监护和指定
监护两种监护类型。但这两种监护，
被监护对象要么是未成年人，要么
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的成年人。

经过四天时间的讨论和严密论
证，公证处最终在2015年修订后的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即将施行的
《民法总则》中找到依据。

其中，《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二十六条明确：“具备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近亲属或者
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愿意承担监
护责任的个人、组织中协商确定自
己的监护人。”

《民法总则》第三十三条则将这
种监护由老年人扩大至所有成年人。
一位成年人在没有丧失掉民事行为
能力之前，即可提前意定某一天自己
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
的监护人，这就是意定监护。

缺乏细则
意定监护公证摸索中前进

四天的研讨中，除了寻找相关
法律依据外，公证处还需直面这样
一个问题——包括《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在内对意定监护的规定，目前
都是很原则性的概括性规定，没有
任何的实施细则。另外，这也是公证

处办理的第一起意定监护公证，一
切无章可循，全都只能摸索前行。

在讨论解决了意定监护公证相
关法律问题和细节操作问题后，考
虑到张大爷上了年纪，刘蓉带上助
理人员带上打印机、照相机、摄影机
等办公设备，赶到张大爷家。

在公证员见证下，张大爷明确，
自己的三儿子成为自己的意定监护
人。即使自己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家
人也不要将其送到养老院，另外，生
命弥留之际，是否抢救，如何抢救等
一系列问题，一切均由老三做主。通
过询问、记录、起草文书、拍照等一系
列工作后，按照张大爷意思，公证员
为其办理了公证，并出具了公证书。

刘蓉介绍，该起意定监护公证还
有另外一个特殊之处，“担心影响子
女关系，张大爷明确公证机构暂时不
要去惊扰他的子女。因此，作为老人
的第三子，也就是老人选定的意定监
护人，虽然老人此前和他沟通过，但
实际上老人和三儿子之间也没有一
个成文协议。因此，这个意定监护公
证看起来更像是老人单方面的一个
声明。该声明的法律意义在于，意定
监护属附条件协议，一旦条件达成随
即生效。换句话来说，一旦老人某天
丧失掉民事行为能力，老人的第三子
即可以因该意定监护公证成为老人
的监护人并以此对抗其他法定监护
人。从法律上讲，意定监护人的法律
效力高于法定监护人。”

不过，刘蓉也表示，由于意定监
护属于全新的东西，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肯定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包
括如何判断老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等等。”由于《民法总则》今年10月1日
才会生效，公证书中并未直接引用

《民法总则》条文。法律依据中，相关
表述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
六条和参照《民法总则》立法精神。

专家观点

据了解，这份公证书也是成都公证处所办的首例意定监护公证

香港特区政府回应港珠澳大桥混
凝土测试涉嫌造假事件：

确认大桥结构良好
未发现异常迹象及裂痕

香港特区政府署理运输及房屋局
局长邱诚武25日在特区政府召开的港
珠澳大桥混凝土测试涉嫌造假事件记
者会上表示，路政署在得悉事件后已
初步检查大桥结构，确认大桥结构良
好，未发现异常迹象，也未发现裂痕。

香港廉政公署23日拘捕了土木工
程拓展署外判的试验所共21名相关人
员，他们涉嫌在港珠澳大桥香港相关
工程混凝土测试中造假，包括调整测
试器材所显示的时间及用强力混凝土
砖代替混凝土样本，以伪造测试结果。

邱诚武表示，路政署于19日第一
次得悉试验所测试的混凝土样本质量
可能出问题，便马上作出相应行动。聘
请的工程顾问驻工地工程人员在数天
内完成香港口岸、香港接线以及屯门
至赤鱲角连接路工程三项工程项目初
步的结构检查，结果确认全部结构良
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迹象，看不到
任何裂纹。

邱诚武说，与此同时，路政署也已
要求驻工地工程人员就以上三项工程
项目的桥身、桥墩、楼房、隧道结构等
范围进行非破坏性混凝土结构强度测
试，以检查其混凝土结构的强度是否
达到合约要求。测试结果到目前为止
均显示全部符合标准，看不到有任何
结构安全问题，所以余下的工程可以
继续按原计划和目标进行。

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马绍祥
在记者会上表示，特区政府将基建工程
的安全及品质放在首位，不容许有虚假
行骗行为危及工程的安全和质量。

据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长林世雄介
绍，涉事的试验所由土木工程拓展署
的外判服务供应商提供服务。2016年7
月，负责监督该试验所的土木工程拓
展署人员在检查混凝土砖测试报告
中，发现有些试验报告所显示的时间
有不寻常迹象。土木工程拓展署就此
展开调查。

24日晚，廉政公署发表声明表示，
根据调查所得，违规行为只涉及土木
工程拓展署承判商及其人员。廉署调
查没有任何资料或证据显示除该承判
商及其人员外，有任何公职人员、承建
商或物料供应商（或其人员）牵涉上述
违规行为。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