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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文丽娟

  “公务员、事业编，可以开始咨询了。”3月2日

下午，刘诚发了一条朋友圈。

  这条朋友圈背后的暗语是：入职体检即将迎

来一波高峰期，他要开始接单了。半个月后，这个

代检机构“小头目”的生意来了。一名女孩要做入

职体检，检查项目包括采血、测血压、内科检查

等，刘诚告诉她，“包过，肯定没问题”。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一些求职者

为了确保入职体检顺利通过，会求助于“代人体

检”中介机构。这些代检机构通过网络平台招揽

客户，从寻找代检者到联系医院、体检机构，甚至

到修改结果，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灰黑产业链，

业务涵盖普通入职体检、健康证体检、事业编或

公务员体检等，收费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并

宣称“只要交钱就能搞定”。

  这些代检机构“包检包过”的底气来自哪儿？

又是什么催生了这条畸形产业链？

代检机构号称包过

根据不同方案收费

  记者以“代检体检”为关键词在网上搜索，一

些代检机构网页映入眼帘。一些社交平台和论坛

上，也有与“代检”有关的帖子、群聊和讨论小组。

  一家代检机构在其网页称，“提供上海、北

京、广州、深圳、杭州、天津、武汉、重庆、西安等各

大城市专业的入职、福利、出国、留学、移民体检

代检服务”。

  记者以即将参加某事业单位入职体检，但自

身健康状况不佳、担心无法通过为由，咨询上述

代检机构工作人员。对方立即发来一系列问题：

“哪家医院、什么性质的体检、什么性质的单位、

单位有何具体要求？有无人事陪同监督？担心哪

个指标？什么时候体检？根据这些情况给您制定

代检方案，从而定价。”

  记者随机指定了北京两家三甲医院，工作人

员回复称：“这两家医院我们都做过很多次，没问

题的。”同时发来两套方案，方案一是直接由“枪

手”代检，方案二是通过打点医院关系让结果

正常。

  关于具体的操作流程，方案一是体检者先去

医院核对证件、照片，开单领表，然后把表交给

“枪手”完成代检项目，结束后再将表交还给体检

者，完成剩余项目。“医院的核对环节，交给我们

的人搞定就行，你无需担心，现场所有的操作方

法都在你眼皮子底下完成。这个方案的实施具体

要看人事带队等情况来定。”

  方案二是代检机构根据体检者提供的资料，

提前打点好医院关系，然后由体检者自行前往医

院体检。“只当没我们一样，到了医院该干嘛就干

嘛，我们会把您不合格的项目弄成合格的。”

  “第一套方案8000元，代检成功后付清；第二

套方案2万元，拿到结果过关（如果看不到结果，

则以单位通知可以入职为准）后付款。”上述工作

人员说。

  据其介绍，该代检机构位于北京，但全国各

地都有网点，可以迅速安排代检时间，“将身高体

重、身份证资料、联系方式、体检时间等信息发过

来，安排匹配的代检员工”。

  记者留意到，网上看似不同地区、不同联系

方式的代检机构背后，可能是同一班人马在做，

有的代检机构虽然名称不同但留有相同的服务

电话。这些代检机构基本只通过电话联系，付完

定金取得信任后，才会为体检者寻找“枪手”线下

见面。此外，还有一些“枪手”以个人名义在网络

二手交易平台发布信息，提供代检服务。

  刘诚就是自称某代检机构负责人的“雪中

情”介绍给记者的。2月28日，记者以需要入职体

检但肝功能有问题为由，通过某社交平台联系上

“雪中情”。“一种是直接出报告，带医院公章，800

元；另一种是安排代检员体检指定项目，一个项

目1000元。”“雪中情”回复称，交定金后立刻安排

代检员抽血，“没有不过的，不过包退”。

  次日，记者交付了150元定金。很快，刘诚便

打来电话确认体检时间和医院。当得知代检费

用为1000元时，刘诚愣了一下后向记者确认：

“她和你定的费用是多少？1000元没法做，最低

1600元。”

  原来，刘诚并非“雪中情”所说的“枪手”，

而是北京地区从事代检服务的一个“小头目”，

“手中有不少代检员，想去哪家医院体检都行”。

他告诉记者，他要支付代检员的路费、代检费

以及医院的“打点费”，“1600元已经是最低的行

情价了”。

并未仔细核对身份

体检过程把关不严

  这些代检机构安排的“枪手”，究竟是如何在

医院或体检机构一路绿灯通过体检的？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刘诚所说的“打点好医

院关系”外，一些医院、体检机构的“不设防”状

态，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代检现象。

  近日，记者前往北京市朝阳区一家体检机构

进行体检。进去后的第一件事，是在不摘口罩的

情况下现场照相并录入系统，然后持体检单对每

一个项目进行检测。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该机构规定不允许代

检，主要通过系统里的照片来判断体检者是否为

本人。但记者注意到，具体检测时医护人员并不

会仔细核对照片，一般只询问体检者的姓名、年

龄两项基本信息。

  在抽血环节，记者将贴有姓名、年龄的真空

采血管递给医护人员，对方看了一眼采血管上

贴的信息后让记者报出姓名和年龄，便开始

抽血。

  “每年我们都会遇到几例代检。有一次是一

女孩做入职体检，因为身体某项指标不达标，让

她母亲代检，但她们的年龄相差太大了，很快就

被识别出来了。”上述工作人员说，“可如果找的

代检和体检者很相像，我们也没办法识别。”

  此外，有的体检机构在体检过程中甚至不

会要求体检者粘贴照片，更不用说仔细核实

身份。

  在北京市另一家医院，记者以驾考为由进行

体检，工作人员接过体检单简单问了姓名后，便

安排记者测试视力。对于体检单右侧空着的照片

栏，其并未提出质疑。5分钟后，记者便拿到了体

检报告。

  现实中，如果实施了体检代检行为，需要承

担哪些法律责任？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杜秀军告诉记

者，对于体检代检的各方主体而言，将依据代检

的具体情节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对求职者而言，找人代体检构成民事欺诈。

杜秀军介绍，劳动合同法规定，以欺诈手段使公

司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劳动合同，可

能被认为是无效的劳动合同，公司可以请求劳动

争议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确认。劳动合同无效

的，视为与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给公司造成损

害的，求职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求职者自

身为传染病患者，找人代体检入职并因此引起传

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危险的，可能构成妨害传染

病防治罪，须承担刑事责任。

  对代检公司而言，如果以此为业，扰乱市场

和社会秩序，情节特别严重的，可能构成刑法第

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如果代体检过

程中，明知求职者有传染病仍帮助其通过体检入

职，因此引起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危险的，同

样可能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如果代体检过程

中伪造、变造身份证件或使用伪造、变造的身份

证件的，可能构成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或使

用虚假身份证件罪。

  “对医疗机构而言，如果不是明知求职者或

中介的代体检行为并积极参与的，一般不承担责

任。但是医疗机构应当采取措施弥补体检过程中

的漏洞，杜绝代体检行为，以维护医疗机构体检

报告的公信力。”杜秀军说。

治理体检代检乱象

亟须消除就业歧视

  “有需求就有市场。”刘诚说，自己在某种程

度上也是“为有需求的人尽心服务”。

  来自山东省的赵琳去年准备报考某高校空

中乘务专业，但她一直存在心律不齐的问题，为

了顺利通过体检，她花500元找了代检，最终被学

校录取。

  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像赵琳这样有

代检需求的人。记者查询各个贴吧发现，不时有

“找人代体检”的求助帖，有的是为了投保、入

学、驾考；有的是身患甲型病毒性肝炎、活动性

肺结核等有碍公共卫生疾病的求职者，想要从

事外卖、食品等行业，找“枪手”代检办理健康

证；还有的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因用人企业违规

强制体检，不得已找人代替入职体检，这部分人

群占多数。

  3月4日，在某贴吧“体检吧”，一名用户称自

身谷丙转氨酶偏高无法通过入职体检，有“体检

助力帮手”回复称“可以解决”；3月21日，在“乙肝

吧”，一名用户称“公司体检，要查乙肝两对半”，

担心遭到同事歧视或失业，寻求如何“躲过”体

检，有人支招可以找代检。

  黄飞龙是一名被逼寻找代检的乙肝病毒携

带者。他幼时便被查出携带乙肝病毒，2012年大

学毕业后找工作，担心受到用人单位歧视，他找

朋友帮忙代检，入职了一家单位。

  今年3月，他跳槽后需要再次做入职体检，便

发了一篇帖子称“有偿找代检，酬金1000元”。没

过多久，一位网友在贴吧私信他，两人约好分两

次付清酬金：抽血结束后先付300元，医院出示体

检结果正常后再付剩下的700元。次日早上，他们

在医院门口见面，到了抽血项目，“枪手”上场，顺

利完成代检。

  “没办法，现在社会依旧对乙肝病毒携带者

存在歧视，找代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黄飞龙有

些无奈。

  实际上，体检代检由来已久。有业内人士告

诉记者，2007年左右，代检生意尤为火爆，甚至出

现一线城市“枪手”忙不过来的现象。后来，随着

国家要求不得强制乙肝检查，医院逐步规范体检

流程，代检现象有所收敛。

  2008年1月开始实施的就业促进法第三十条

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不得以“是传染病病

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

  2010年2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

部、卫生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

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

业权利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取消入学、就业体检

中的乙肝病毒检测项目。

  然而，如刘诚所言，只要“市场”需求存在，体

检代检依然屡禁不止。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

看来，只要有入职体检要求，就可能出现违规

代检的问题，如果责任不到位，这种现象就会

蔓延。

  “在入职体检环节，企业和体检中心是一种

委托关系，除非是国家法律禁止检测的项目，体

检中心接受委托完成体检并不违反法律或者政

策的规定，包括检验特定项目。如果企业有用工

方面的实际需要，因此要求检测特定项目也是可

以的，但这种对特定项目的检测如果没有用工方

面的正当性根据，可能会构成就业歧视的初步证

据。如果因为特定检验项目最终不合格而不录用

劳动者，剥夺劳动者就业竞争的可能，就会构成

就业歧视。尤其是因求职者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

而不录用的，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就业歧视。”沈建

峰说。

  沈建峰认为，虽然相关法律法规禁止就业歧

视，但一方面企业担心疾病或者病原体携带易于

发病，增加用工成本；另一方面涉及大众心理，很

多人对疾病或者病毒携带者本身还有一定偏见，

这些都导致企业可能存在就业歧视行为。

多方发力打击代检

科学态度对待疾病

  遏止体检代检乱象有何治本之策？多位接受

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这需要多方协同发力，其

中消除就业歧视是关键。

  在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刘小楠看

来，把好体检这个入口至关重要，“作出规定禁止

不必要的体检项目，严格执行，这对于防止健康

歧视有一定的效果”。

  沈建峰提出，对劳动领域的违法行为，我国

有专门的劳动保障监察制度，可以通过行政执法

进行救济。但是在就业歧视问题上，劳动行政主

管部门并不是特别积极，主要是就业促进法对就

业歧视并未明确规定行政机关的介入可能，仅规

定了民事责任。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虽然规定

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进行监察，但没有明

确就业歧视的劳动保障监察问题，这就导致个别

地方劳动行政部门在处理就业歧视问题时底气

不足。

  “2018年通过的《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明确，用人单位发布或者向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提供的单位基本情况、招聘人数、招聘条件、工

作内容、工作地点、基本劳动报酬等招聘信息，

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民族、种族、性别、宗

教信仰等方面的歧视性内容，并规定了行政机

关处理的可能，但该规则主要针对的是招聘信

息中的歧视，而不包括其他歧视行为。”沈建峰

认为，就业歧视应纳入劳动保障监察的执法

范围。

  此外，记者注意到，2021年修订的《工会劳动

法律监督办法》已明确将就业歧视纳入工会法律

监督的对象中。

  杜秀军则从制度设计层面提出建议，例如可

要求用人单位先确定录用与否，再进行入职体

检，对于符合法律规定入职条件的，用人单位不

得拒绝入职；对于与工作无关的个人隐私，用人

单位不得要求体检；员工入职体检可由第三方中

立机构审查，切实保护求职者与工作无关的个人

隐私。

  “还可以考虑通过技术手段对体检人员进行

身份识别，杜绝代体检行为。”杜秀军说。

  记者注意到，目前有的医院通过给体检表的

个人照片盖骑缝章、给体检者系上带有名字的腕

带、通过身份证扫码机器核对本人信息等办法，

确保每个体检者的信息真实有效。在杜秀军看

来，这种做法值得各个检测机构借鉴，用人单位

在与医院签订体检协议时，不妨约定院方防范代

检的义务，一旦发现有员工蒙混过关，可以依据

协议向医院要求赔偿。

  “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疾病，尊重每一个人

劳动和发展的可能。”杜秀军说。

（文中刘诚、赵琳、黄飞龙均为化名）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余东明

□ 本报实习生 张若琂
□ 本报通讯员 阮隽峰

  2015年7月3日23时37分，浦东新区

某集装箱堆场。

  大门口时不时有重型半挂牵引车

进出，值班员顾杰（化名）和两名同事

站在出口右侧隔离栏处交谈，随后相

继向右前方走去。忽然，一辆原本停在

场外左侧的重型半挂牵引车拖牵着半

挂车试图从出口进入场区。顾杰发现

后，快速跑去试图阻止，然而在出口通

道内，他被撞倒了……

  这是《法治日报》记者看到的案发

当晚两段监控录像内容，第一段时长1

分9秒，第二段时长43秒——— 就是在这

加起来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顾杰失

去了鲜活的生命。

  这是故意杀人还是过失致人死

亡？单凭这两段录像一时无法判断。于

是，警方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以

下简称司鉴院）对这一行为定性的关

键作出鉴定，道路交通事故鉴定研究

室主任、高级工程师冯浩接手了这个

案子。

  他告诉记者，根据警方侦查，当时

驾驶员闯卡从出口进入场区，其实是

想逃避收费，至于发生伤人事故是否

存在故意，需要进一步鉴定才能得出

结论。

  在接到委托后，冯浩迅速组成4个

人的鉴定团队开始工作。

  一个警方调查都无法确认的事

实，司法鉴定人又有什么神通能够明

辨是非呢？冯浩说：“根据警方提供的

信息来看，如果死者顾杰当时出现在

驾驶员的视野范围内，那么就有可能

存在犯罪故意。”于是他们就把鉴定重

点放在了这一问题上。

  冯浩在司鉴院从事道路交通事故

鉴定已有8年，算得上是身经百战的司

法鉴定人，他带着徒弟张泽枫来到现

场进行勘查。

  张泽枫回忆说，当时为了得到想

要的参数，他一共去了3个地方：案件

发生的现场、肇事车辆停放的停车场

以及关押犯罪嫌疑人李某的看守所。

  “要想计算出驾驶员的视野范围以及死者和车辆的距离，需

要建立一个坐标系。”张泽枫说，这件事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做

起来却很难，需要采集一系列参数并进行计算分析，这是一个烦

琐而细致的工作。

  “冯老师叮嘱我，得出的参数要反复推敲，不可有一丝一毫

的差错。”在冯浩的指导下，张泽枫首先查看了刑侦支队提供的

两段监控视频，加起来不足两分钟的内容，张泽枫反复观看了好

几个小时。

  “就是要逐帧播放，还原车辆和死者的移动轨迹。”张泽枫拿

出一张图片，是他处理过的监控视频截图，图上标注的黄点代表

死者的移动轨迹，蓝点代表车辆左前照灯，绿点表示右前照灯。

  “这些点具体是怎么得出的？”记者看着这些不同颜色的小

点，忍不住问。

  张泽枫指了指黄点说：“比如说死者的行动轨迹，就是以顾

杰奔跑的每一帧图像作为参考帧，然后根据他脚落位置进行标

注，最后找出了11个轨迹点。”翻看鉴定报告，记者发现他们甚至

标出了死者着地的左、右脚的位置，可谓细致入微。

  得到了车和人的移动轨迹，只有将他们放入一个标定的坐

标系中才有意义。“我们想通过专业技术，在地面上建立一个虚

拟的平面坐标系。”于是冯浩带着张泽枫前往案发现场，经过现

场勘查，找出4个参考点，之后他们利用专业软件进行图像处理，

计算得出了车辆前照灯光区的后缘与死者顾杰着地脚的相对

距离。

  接下来，他们需要确定的是在这个相对距离内，驾驶员能否

看到顾杰，这就需要在之前平面坐标系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维

度。这一次，他们去了看守所，给驾驶员测量了身高和坐高，以及

眼睛到地面的距离；又去勘查车辆，确定座椅到地面的距离以及

前挡风玻璃的高度等。

  “这是为了还原驾驶员的视野范围，看有没有可能出现视野

盲区。”冯浩告诉记者，一周时间，他们跑了3个地方，得到的每一

项参数都非常关键，他们需要更加精准的测量和计算。

  经过勘查，冯浩发现当驾驶员李某处于正常驾驶状态时，眼

睛的高度大约在243厘米到248厘米这个范围内，而根据监控视

频和尸检报告，死者顾杰在走路时高度大约是160厘米，所以在

某些区域，受害人（死者）可能不会出现在驾驶员的视野范围内。

  但这只是鉴定意见中的一条，张泽枫对于那两段监控视频

早已经烂熟于心，他清楚记得视频中的每一个细节，他指着一张

监控视频截图告诉记者：“23时37分21秒，司机是有可能透过侧

向车窗玻璃看见死者的。”截图上，李某驾驶的车辆正在驶向进

口的通道，受害人（死者）顾杰正站在他的左前方，只是后来顾杰

朝着车辆行驶方向跑来时，就有可能进入驾驶员的盲区。

  据此，冯浩团队给出鉴定意见：在23时37分21秒处，存在行

人顾杰出现在驾驶员视野范围内的可能性，其余可视参考图像

帧中，存在顾杰不出现在驾驶员视野范围内的可能性。

  最终，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驾驶员李某有期徒刑2

年，缓刑2年。

  “按您所说，其实最后还是没有得出准确结论？”记者问。

  “这就是准确结论。”冯浩说，“要保证鉴定意见的客观、严

谨，我们需要做到依据充分，这样的结果才经得起推敲。每年我

们接手上千件案件，很多案子最后都表明，结论并不是非此即

彼的。”

  这个案件也给当时初出茅庐的张泽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

在其中收获颇丰，当时他们使用的“近景摄影测量”技术可谓全

新技术，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现在已全面普及。

  “我们就是在寻找真相中得到成长。”张泽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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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入职体检报告是如何炮制的
记者调查体检代检灰黑产业链

  ● 一些求职者为了确保入职体

检顺利通过，会求助于“代人体检”中

介机构。这些代检机构通过网络平台

招揽客户，从寻找代检者到联系医

院、体检机构，甚至到修改结果，已经

形成一条完整的灰黑产业链，收费从

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

  ● 对医疗机构而言，如果

不是明知求职者或中介的代

体检行为并积极参与的，一

般不承担责任。但是医疗机构

应当采取措施弥补体检过程中

的漏洞，杜绝代体检行为，以维护医

疗机构体检报告的公信力

  ● 遏止住体检代检乱象需要多

方协同发力，其中消除就业歧视是关

键。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疾病，尊重

每一个人劳动和发展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