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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和经纪公司解约，助理失业了

为何讨薪未获法院支持？
■劳动报记者 郭娜 通讯员 张超

雄风一号源自中国台湾 ， 其主要成分鱼
胶低聚粉 、雄蜂蛹 、蛹虫草 、地龙蛋白 、L-精
氨酸成分，五大优质原材料合理配比，采用现
代萃取技术，精制而成高浓缩男士营养品 ，经
专业检测机构检测。是放心、可靠的男性营养
品 ，按周期食用感觉更好 ，本品携带 、食用方
便，吸收好，自上市以来深受广大男性朋友的
青睐！

雄风一号诚祝你精力旺、身体壮、生活品质
好、幸福又自信。

七天一次 ，早晨饭前食用（可搭配温开水或
牛奶），一盒可食用一个月，三盒为一个周期，来电
可享受“买二赠一（同品同规格）”优惠套餐体验。

郑重承诺： 本品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诚信经营，绝不添加任何非法添加物质，如
有违背，售价 100倍赔偿，欢迎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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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一次、放心、可靠，食用方便、吸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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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您的公积金账户
被 ** 娱乐公司封存……”，2018
年 9 月 25 日，一条住房公积金热
线的短信从手机屏幕上弹出 ，让
身为明星助理的周女士心头一

震，出什么事儿了？ 原来，周女士
作为某明星的助理， 在明星与所
属娱乐公司解约后也遭遇了职业

“滑铁卢”， 被娱乐公司停发工资
及停止缴纳社保、公积金，后又被
娱乐公司从员工宿舍中赶出。

周女士认为娱乐公司不应该

因与明星之间发生经纪纠纷 ，就
单方面无故解除双方劳动关系 。

于是， 周女士诉至仲裁要求娱乐
公司支付加班工资及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等共计 4 万余元， 被驳
回后，周女士不服仲裁，诉至上海
徐汇法院。

诉状中， 周女士称其于 2016
年 10 月 8 日被娱乐公司聘请担
任公司签约艺人陈某某的生活助

理， 双方约定周女士每月基本工
资 5000 元、外勤补助 1000 元、交
通费及餐补 400 元等。 娱乐公司
为周女士缴纳五险一金、 提供公
司住宿并于每月 15 日支付上月
工资。 现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
同， 应支付赔偿金和补发未发工
资合计约 3 万元。

然而 ，事实真如周女士所说

吗 ？ 庭审中，公司表示不同意周
女士的任何诉请。 公司称其并不
是周女士的实际雇主 ，而明星陈
某某与其家人才是。 前期公司为
周女士支付工资 、社保 、公积金
等，完全是应陈某某家人的要求
代为支付 。 现陈某某及家人于
2018 年 9 月向公司发出单方解
约通知函，意味着公司与陈某某
及其家人委托支付劳动报酬的

义务也同步解除。
2018 年 9 月 15 日，公司已将

周女士的工资支付完毕， 因此不
应当再向其支付工资。 且公司仅
为周某某代缴社保、公积金，周女
士从未为公司工作， 不存在管理
与被管理的关系，亦不存在人身依

附性。 公司与陈某某的委托关系
解除后，公司终止支付代付劳动报
酬合情合理，无须支付赔偿金。

原被告陈述差异巨大， 如何
理清头绪？ 上海徐汇法院法官决
定从证据入手， 调查周女士实际
的人身依附关系即可拨开谜团。

经查， 娱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8 月。 根据娱乐公司提供的微
信聊天记录， 早在 2016 年 2 月，
周女士就以“陈某某助理”的身份
添加现今娱乐公司负责人马某的

微信，这与其主张的在 2016 年 10
月 8 日被娱乐公司聘请才担任陈
某某的生活助理相矛盾， 就此周
女士拿不出相反证据。 因此，法院
认定周女士并非根据娱乐公司的

安排担任陈某某的生活助理。
在案证据显示， 周女士并非

根据公司的安排进行工作， 公司
给周女士的工资数额是在陈某某

母亲的授意下发放。 同时，周女士
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接受公司

的用工管理， 遵守公司的规章制
度，在公司的安排下进行工作，因
此法院认定双方无建立劳动关系

的合意， 并未形成具有人身从属
性的劳动关系。

最终 ，谜团揭开 ，周女士主
张与娱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缺
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基于劳动
关系提出的本案诉讼请求 ，法院
不予支持，并驳回周女士的全部
诉请。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郭娜

通讯员 陶韬） 电动滑板车小巧轻
便深受欢迎，一些市民贪图便捷，
却忽视了安全隐患。 近日，上海铁
路运输法院审理了上海市适用修

改后的 《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
例》 对电动滑板车采取先予扣留
的首例涉诉行政案件。

2018 年 11 月的某天，朱某驾
驶电动滑板车在道路上行驶 ，被
交警部门拦下。 随后，交警支队对
朱某作出先予扣留措施， 并要求
朱某 15 日内到交通部门接受处
理。 朱某不服，认为电动滑板车并
非通行工具， 且相关法律规定并
未规定电动滑板车需要登记 ，遂
诉至上铁法院。

上铁法院受理案件后， 第一
时间内确定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交

警支队认定朱某在道路上行驶电

动滑板车的行为违反 《上海市道
路交通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第一
款之规定，适用《上海市道路交通
管理条例》 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
（一） 项之规定采取先予扣留措
施，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上铁法院认真研判案涉法律

争议后认为：首先，根据《上海市
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第
一款之规定，机动车、除实施自愿
登记的自行车等非机动车外的非

机动车、 其他通行工具在道路上
行驶，需经注册登记。 电动滑板车
作为娱乐工具， 应在娱乐场所等
允许使用的场所使用， 其在道路
行驶作为通行工具使用， 需经注
册登记。 朱某在道路上行驶未经
注册登记的电动滑板车的行为 ，
违反上述规定， 可判定为违法行
为。 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及《上海
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第八十一
条之规定， 交通部门具有作出被
诉先予扣留措施的法定职权 ，且
未按规定注册登记的非机动车以

及其他通行工具上道路行驶的 ，
可以先予扣留车辆或者通行工

具，并通知当事人及时接受处理。
因此， 交警支队当场告知朱

某采取先予扣留措施， 并通知其
及时接受处理，符合法律规定。 故
上铁法院驳回朱某的诉讼请求。

本报讯 便宜点的 4000 元可
以买到，花纹好看点的售价超万
元。 近期，徐汇警方会同市公安
局经侦总队，历时 6 个多月缜密
侦查，侦破一起非法收购、出售
辐射陆龟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案，并先后在广东、浙江、上海等
地抓获犯罪嫌疑人 8 名，查获辐
射陆龟等珍稀陆龟 53 只。

去年 12 月，徐汇公安分局
接群众举报称，有人在互联网上
发布出售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

信息，并通过微信进行售卖。 民
警随即展开调查，发现网上出售
的动物为辐射陆龟。辐射陆龟又
叫放射陆龟， 陆龟科土龟属，分
布区域为非洲马达加斯加岛的

南部，是一种花纹非常美丽的龟
类，属于国际濒危动物，列入《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华盛顿公约 ）（CITES）I 附录 ，
等同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该物
种仅在非洲马达加斯加岛国繁

殖生存， 在中国销售的辐射陆
龟，均为边境走私进入。 分局立
即成立专案组， 多次赴广东惠
州、深圳、浙江宁波、杭州等地排
摸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轨迹及交

易流程，为初步抓捕工作奠定了
扎实的基础。

今年 5 月 14 日， 专案组在
广东省惠州市抓获犯罪嫌疑人

袁某，当场查获辐射陆龟 24 只。
经查，袁某自 2018 年起，从上家
黄某等人处购入辐射陆龟，通过

互联网、微信等网络平台对外销
售，涉案金额 40 余万元。 次日，
民警在浙江省宁波市抓获犯罪

嫌疑人黄某。 经查，黄某通过微
信认识了广西的许某，许某称有
渠道通过境外卖家将辐射陆龟

走私入境。2018 年 10 月，黄曾驾
车从宁波至广西与许某交接，购
入了辐射陆龟，主要销售给了下
家袁某，收取袁某 20 万余元。

2019 年 7 月， 许某被广西
警方抓获。 目前，袁某、黄某、杨
某等 8 人已因涉嫌非法收购、出
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移送
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徐汇警方表示 ，根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
条，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
护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的，或
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
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
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警方提醒，凡是
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名录保护的国际濒危野
生动物， 受到我国法律保护，不
能随意买卖。 ■黄兴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胡玉

荣）近日，上海界龙出租汽车有限
公司所属沪 HW5205 出租车驾驶
员张某因“多收费”被交通执法部
门查处。 由于是第二次因 “多收
费 ”被查处 ，张某的两 “黄 ”变一
“红”被直接吊销《出租汽车驾驶员
从业资格证》。 值得注意的是，该
起案件交通执法部门并没有采取

以往通过现场检查来进行直接查

处的方式，而是根据乘客投诉举报
并运用大数据进行“线上”查处。

据了解， 交通执法部门在对
出租汽车行业信访投诉数据进行

梳理中发现， 该出租车今年以来
已有多起涉嫌多收费和服务质量

的投诉。 而该车驾驶员张某也在
今年 8 月因“多收费”被交通执法
部门查处过一次。 交通执法部门
随即上户调取该车 9 月份的 GPS
轨迹数据和实际营运数据， 对比
发现该车有多笔长差业务的营驶

里程数均比 GPS 轨迹显示的里程
数多出五至十公里左右。

9 月 11 日，一笔从浦东机场
到长兴岛的业务引起执法人员注

意： 车辆 GPS 轨迹显示起点为上
海浦东机场终点到长兴岛， 累计
里程 55.7 公里。 而车辆的实际营
运数据却显示为 66.7 公里。 在事
后询问过程中，驾驶员张某承认其
在行驶过程中使用了“小马达”。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以往通
过路面检查来查处计价器舞弊 、
多收费等违法行为时， 由于执法
力量限制和现场取证难等一系列

因素，查处的效率相对有限。 现在
通过信访投诉数据梳理出这些

“问题”驾驶员，可以针对性上门
调取 GPS 轨迹数据和实际营运数
据并进行比对， 从而对像 “多收
费”这样的严重侵害乘客利益，有
损出租车服务形象的行为进行

查，并形成有效震慑作用。

最便宜的4000元 “颜值高”的上万

警方查获网上非法售卖珍稀陆龟

（徐汇警方供图）

骑电动滑板上路被扣车
法院说：交警这么做没错

大数据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

出租司机“多收费”遭吊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