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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19161期开奖结
果：972。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19069期开奖结果：基本号
码：01 03 08 09 15 21 24，特别号码：23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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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161期开奖结果：997，直选：19444
注 ，每 注 奖 金 1040 元 ；组 选 3：10118 注 ，每 注 奖 金 346 元 。
（17340515.0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161期开奖结果：99736，一等奖23
注，每注奖金10万元。（260009693.5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9069期全国销售277867343元。开奖号码：
08 22 23 33 34 04+06，一等奖13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追
加1注，单注奖金800万元。二等奖76注，单注奖金664345元，追加
37注，单注奖金531476元。三等奖139注，单注奖金10000元。
4409347603.61元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于15亿元，
一、二等奖奖金按《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别规定》
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公告)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16日)

兑彩票

章恒对此不服，上诉至北京
一中院。北京一中院认为，双方
虽然续签了劳动合同，但两份合
同不能割裂开来，是双方一直存
续的劳动关系的体现。章恒入职
时签署了有关如实陈述的申明，
自己应当明知欺诈行为的危害
后果。于是，二审法院驳回了章
恒的上诉，维持原判。

对此判决，章恒依然不服，
2019年，他向北京高院申请了再
审。近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发现，

今年3月，北京高院裁定驳回章
恒的再审申请。

章恒表示，自己拥有权威机
构颁发的两本职业资格证书、社会
培训学校颁发的四本证书，这些
都能证明他的技能水平，可以满
足公司对于JAVA工程师的岗位
需求，而且长达2年半的合作时
间也验证了这一点。当第一份劳动
合同到期后，双方又续签，章恒认
为这也是公司对自己的认可，他并
没有给公司造成损失，但公司直接
辞退他，则是给他带来了损失。

北京高院经审查认为，诚实
信用原则是劳资双方均应当遵守
的基本原则，章恒向公司提供了
虚假的毕业证书，此行为显然属
于以欺诈手段使得公司与自己建
立劳动关系。两审法院确认章恒
与公司之间于2015年5月至2017
年11月期间订立的劳动合同无
效，并无不妥。公司据此要求无需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因此，法院裁
定驳回了章恒的再审申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赵瑜

章恒承认自己入职时提交的
毕业证书是虚假的，但他认为自己
没有欺诈的主观恶意，而且双方存
在两份劳动合同，在2017年5月签
订的合同中不存在有关学历的问
题。所以章恒认为公司是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应当支付赔偿金。

但公司一方认为，章恒提交
虚假材料的方式骗取公司信任，
并签订了劳动合同，而在公司要
求他解释时，他仍拒绝说明真实
情况。章恒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与
是否胜任工作，是不同的概念，
确认合同无效是诚实信用原则
的范畴，胜任工作是合同履行的

具体问题。这与双方签订几份合
同无关，欺诈的情况是一直存续
的。因此，公司认为自己有权解
除双方劳动合同，无需支付任何
赔偿金，反而是章恒欺诈了公
司，应对公司进行赔偿。

北京海淀法院一审认为，章
恒提供的学历、工作履历等相关
证明材料是公司能否录用他的
重要考量依据。诚信入职是劳动
者入职的最基本要求，章恒本应
如实向公司告知真实的学历状
况并提供真实的证明材料，因此
章恒存在提供虚假信息的主观
过错，以欺诈手段使公司与自己

建立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合同
法》相关规定，以欺诈、胁迫的手
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
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劳动
合同无效，公司据此解除劳动关
系，并无不当。

至于公司要求章恒返还多
支付的报酬，法院认为，员工付
出了劳动，用人单位应支付报
酬，且双方对此前已经支付的报
酬并无争议，因此没有支持公司
该项请求。

最终，一审法院判决，确认章
恒与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无
效，公司无需支付章恒赔偿金。

是否欺诈与是否胜任工作 是不同概念A
公司

工作能力强 并没有给公司造成损失B
员工

争锋
不诚信 能力强

诚信和能力
哪个更重要

两年升职月薪翻倍

2015年5月，90后章恒（化名）
到北京一家网络科技公司上班，担
任JAVA工程师。2017年3月，章恒
升职为技术部项目经理，月薪是过
去的2倍。但好景不长，17年底，公司
发现章恒当初入职提交的毕业证书
是假的，便辞退了章恒。双方因此
发生争议。

近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北京海
淀区法院、北京一中院、北京高院审
查后均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劳资
双方均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章恒
提供虚假的学历证明、采用欺诈手
段让公司与自己建立劳动关系，相
关劳动合同无效，公司也无需支付
赔偿金。

2015年5月，章恒到公司入职时，
填写了《员工入职履历表》，上面写道

“2007-2011年，章恒在上海一所学校
取得本科学历”，章恒还签字确认了
如下申明“我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及
所提供的资料都是真实的……我知
道歪曲这份求职申请表上任何信息
都是可以无偿解聘的”。为证明自己
的学习经历，章恒还向公司提交了毕
业证书，上面有学校落款和盖章。

刚入职时，章恒的职位是JAVA
工程师，转正后工资为12000元，并与
公司签订了2年的劳动合同。约2年

后，2017年3月起，公司将他的职务调
整为技术部门项目经理，月薪涨至
25000元。同年5月，章恒与公司再次
订立了《劳动合同书》，其中约定了合
同期限和岗位，并提到了“乙方（章
恒）所提供的各种与甲方（公司）招聘
要求有关的证件的真实性有疑义的，
甲方可以解除本合同”等内容。

2017年10月，公司接到他人举
报，称章恒的学历有问题。公司核实
后发现章恒毕业证书上记载的查询
网站已经打不开了，而在学信网上
也查不到他的任何学历信息。公司

让章恒进行解释说明，并提交真实
有效的材料，被章恒拒绝。

11月初，该网络科技公司向章
恒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认为章恒不仅违背了入职时的承
诺，还构成对公司的欺诈。章恒离职
后，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延时、休
息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费、工资差
额等。2018年3月，仲裁委裁决公司
需支付章恒工资差额9600元及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万余元。公
司对此不服，将章恒告上法庭。

事件 JAVA工程师入职时学历造假
2年升职经理后遭举报被辞退

女子将房产过户给母亲 被债主告上法庭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向母亲借款买房，变更登记实为出售房屋冲抵债务
因在结婚期间对外借款70万元，

李志强和蒋凝玉夫妇被法院判决应
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019年1月，债主
牛红军发现，在两人离婚后，蒋凝玉
以贷款的方式购买了一套64万余元
的房屋，随后，又将该房产变更登记
在其母姜奇芳名下。

牛红军认为，蒋凝玉在明知其身
负大额债务的情况下，还将财产无偿
转让给姜奇芳，严重损害了其利益，
遂起诉至邛崃市人民法院，认为该无
偿转让行为应予撤销。

但蒋凝玉表示，自己买房的首付

款是从母亲处借得，月供也是由其母
承担，不属于无偿转让。近日，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从邛崃市人民法
院获悉，最终法院认为蒋凝玉变更备
案至第三人，不是无偿转让，驳回了
牛红军的诉讼请求。

邛崃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6
月12日，蒋凝玉购买位于邛崃市滨河
路的一套总价为647460元的房屋，以
贷款方式付款。当日，姜奇芳通过自
己的银行卡转出34万至成都泰悦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账户。2016年2月
22日，蒋凝玉向邛崃市房管局提出

《更名申请》。一年后，姜奇芳向他人
借款20万元提前偿还按揭款。2017年
7月19日，姜奇芳办理了该房屋的不
动产登记证。

邛崃法院认为，债权人认为债务
人有放弃到期债务、无偿转让、以明
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债权
人均有权申请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因
此对被告是否无偿转让进行审查。

首先，蒋凝玉在购买该案涉房屋
时，向母亲借款34万元。后被告为偿
还借款与母亲达成协议，被告将该房
屋出售给母亲，由母亲向他人借款结

清剩余贷款，出售房屋的款项冲抵债
务，因此，该出售房屋冲抵债务的行
为不属于无偿转让。其次，四川省康
定市人民法院在执行牛红军申请执
行李志强、蒋凝玉一案中，冻结了李
志强、蒋凝玉工程款711400元和名下
汽车，但该财产现未处置，因此不能
证明债权人已遭受损害。

据此，法院认定蒋凝玉变更备案
至第三人，不是无偿转让，遂驳回牛
红军的诉讼请求。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柳行

从该案看，入职学历造假
系欺诈行为，非但会丢了工作，
甚至可能面临赔偿损失，那么
员工需要对公司如实说明哪些
个人情况呢？前法官、知名法律
博主郭小明表示，诚实信用作
为劳动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
劳动合同成立的基础，但这并
不是说员工不能对公司有任何
隐瞒、撒谎行为。法律规定，用
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
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也
就是说，员工对公司关于任职
要求的情况要如实说明，而与
任职不相关的情况，则有权拒
绝提供。

“就本案而言，如果公司在
招聘JAVA工程师时对应聘者
学历情况作了明确要求，而应聘
者采用学历造假的方式成功入
职，这就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也违反了劳动合同法关于‘如实
说明’的规定，属于欺诈行为。那
么，公司自然可以根据劳动合同
法规定解除合同。诚信乃为人之
本，诚信也是立身之本。作为民
法的基本原则，诚信是非常重要
的，决定了民事行为是否有效。
我们应该意识到，没有诚信的
人，工作能力再强，也是没有用
的。”郭小明表示。

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郭刚
律师认为，员工需要对公司如
实告知的信息主要包括本人学
历和工作经历，公司以此考察
员工的学识水平或有没有跟原
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等。而员工
个人的身体疾病（如乙肝、艾滋
病等）、婚姻状况、是否有生育
计划等信息则属于个人隐私范
畴，在不影响就职岗位的情况
下，无需向公司说明。

如果员工隐瞒了相关工作
简历和文凭，可能会造成两个
后果，一方面员工违背诚实信
用原则，涉嫌欺诈，将导致劳动
合同无效，这也是法律规定的
合同无效的理由之一。此外，如
果公司得知这些情况，还可以
主张撤销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
同。因此，对公司来说，有必要
在员工入职时要求对方填写员
工入职登记表，并附上“如有不
实填写的信息，需由员工本人
承担全部责任后果”等内容，以
此来规避员工入职时可能出现
的不诚信问题。

都被一张假毕业证毁了
法院判决,因学历造假,劳动合同无效，公司无需支付被辞员工赔偿金

法律人士观点：

没有诚信
工作能力
再强也没用

破难题!
四川美育教育受教育部肯定
2学科教研基地设在省教科院

有报告指出，学校美育教育存在
的问题体现在“重应试轻素养、重少
数轻全体、重比赛轻普及”，这些问题
均指向学校美育教育的功利化倾向。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又如何让学校美
育教育更具特色？

为此，四川省结合本省实际情
况，坚持把美育工作根植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因地制宜，开
发具有文化地域特色的校本艺术课
程。其中，成华区是艺术教育改革试
点区，以列五中学为例，学校积极挖
掘巴蜀和天府之国地方优势，不仅将
课程建设、学科综合等融入非遗项目
课程研究，形成全校跳锅庄的羌族艺
术特色大课间。还将川剧艺术融入学
校的体育锻炼课程，形成特色川剧广
播体操。展演现场，列五的大课间给
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审美与锻炼中
体味到民族文化的魅力。

现场，专家们还参观了四川省高
中美术特色展示——美术实践工作
坊。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艺体所所
长冯恩旭介绍，这次美术实践工作坊
展示以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与地方文
化为主题，把四川地域文化与美术教
育实践结合起来，“工作坊文化氛围
浓厚，孩子们在教师或民间艺人的指
导下专注实践，新颖别致的美术新课
堂，很灵动”。而这也为本次2学科教
研基地设在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奠定了良好基础。

怎么做？
已制定3年发展计划

8项举措保障美育教育推进

四川省美育教育成果显著。据了
解，截至目前，全省有近两百课例音
乐、美术教育资源，形成了显著特色
的地方教材，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发
展，形成鲜活的艺术作品案例，受到
国家乃至联合国环境署的重视。同
时，全省校园内创建了数百个个性鲜
明的艺术工作坊，现已作为全国大中
小学艺术展演活动必评项目之一。

对教研基地未来发展的规划，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刘涛
表示，已制定好3年发展计划，并有
8项举措保障美育工作推进。其中
包括：组建高中音乐、美术学科专
家团队；建设高中音乐、美术学科
教研资源平台；建立基地实验学
校；服务教育发展薄弱地区；在普
通高中阶段推广艺术实践工作坊、
艺术馆及艺术馆教育研究成果；研
究普通高中高品质艺术课堂教学
模式；为普通高中音乐、美术测评
工作的正常开展形成一套合理、规
范、科学的体系等。

“学科教研基地的主要任务是
开展研究，比如，通过聚焦基础教育
课程实施中的重大问题、前沿问题
和难点问题，开展专题研究与实验，
总结经验和成果并辐射全国，引领
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方向。”教育
部基础教育课程材料发展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赵雨欣

昨日，四川大学锦江学院董事
会2019年第二次会议举行。会议就
四川大学推荐晏世经同志为四川大
学锦江学院校长人选进行了讨论，
一致同意聘任四川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晏世经同志为四川大学锦江
学院校长。

晏世经同志1982年1月毕业于
四川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
位。1986年12月-1987年12月在美
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南亚与东南
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1989年12
月-1991年12月在印度尼赫鲁大学
经济与计划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
已发表论文30多篇，著有《西南大陆

桥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中国西
南对印度贸易问题研究》《印巴关
系研究》等。他先后任四川大学港
澳台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全国人
大常委秘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副处长兼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副主
任、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港澳
台事务办公室主任）、四川大学校
长助理兼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
长、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海外
教育学院院长、四川大学-香港理
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院
长，2011年至今任四川大学校党
委常委、副校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许雯

昨日早上的升旗仪式上，树德
中学博瑞实验学校（以下简称“树德
博瑞”）全体师生见到了他们的新校
长——树德中学党委书记、树德中
学光华校区执行校长陈华忠。上周
四，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发
布了人事任命：树德中学党委书记、
树德中学光华校区执行校长陈华忠
同志被正式任命为树德博瑞校长，
全面主持学校教育教学工作。

公开资料显示，陈华忠在教育
战 线 工 作 经 历 超 过 20 年 。
1998-2003年为四川省犍为县教育
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4-2006年
间，由成都市教育局主任科员下派
四 川 省 第 十 四 中 学 担 任 校 长 ；
2007-2009年间，担任成都市教育
局普教二处副处长 ；2010年3月至
今，担任树德中学党委书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樊英

陈华忠任树德中学博瑞实验学校校长

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晏世经同志
出任川大锦江学院校长

全国唯一！
教育部高中音乐、美术学科
教研基地“花落”四川

撕刻画展现川西民居，川剧广播体操特色大课间震撼全
场。少年跳起《拽花灯》，用舞蹈诠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与发展……17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课程
教材研究所全国普通高中音乐、美术学科四川教研基地启动
仪式暨基地课题开题会，在四川省成都列五中学启动，该活
动由成华区教育局承办。这意味着，四川省两学科（音乐和美
术）成为全国唯一普通高中教研基地。

据介绍，教育部课程教材中心针对基础教育所有学段、
所有学科，全国一共设立了37个教研基地。此次将普通高中
音乐学科教研基地和普通高中美术学科教研基地设在四川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无疑是对四川教育科研的极大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