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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届毕业生求职工作
陆续展开。据新华社“全民拍”
线索，不少毕业生在招聘网站
上投递求职简历后个人信息遭
泄露，频频接到骚扰电话。

记者调查发现，简历贩卖
已形成产业链，不法中介通过
招聘网站的管理漏洞获取求职
者信息，并以每条2元至8元的
价格出售。主要的简历买家是
刷单、微商、博彩、无证网贷等
灰色和黑色行业。

2元一条
大学生简历遭贩卖

复旦大学大四学生小罗日
前在招聘网站上投递简历时选
择“不公开”自己的简历，根据
网站规定，“不公开”的情况下
信息只能被投递对象企业看
到。但自从投递后，她收到陌
生来电，称让她做“兼职”。

“对方一开口就叫我真名，
对我的信息一清二楚，甚至还
知道我曾经实习的单位，肯定
是简历泄露了。”小罗说。

不少毕业生都有类似遭
遇。在一些QQ群里，这些泄
露的简历被公开出售，并分为

“一手”和“二手”，意为首次出
售和再次出售的简历。“一手”
简历每条2元，100条起售，其
中包含了姓名、地域、电话、学
历等信息。

信息名单上一位李姓求职
者表示，自己在2020年6月通
过几大招聘网站投递简历，随
后一周内就密集接到陌生来

电，对方邀请自己加入微商、刷
单等行业，并称可以兼职，收入
丰厚。事实上，这些团体大多
无工商主体资质。

“刚接到电话时是惊喜，
但瞬间就感到愤怒。”这位求
职者说。

不少大学毕业生对招聘网
站产生怀疑。小罗说：“即便是
我在平台上投递简历选择‘公
开简历’，也应该只能被站内的
用人单位看到，而非流向站外
被所有人知道，更何况我选择
的是‘不公开’简历。”

“批量化”到“订制化”
窃取信息手段多

记者以买家的名义联系了
几位简历贩卖中介。经了解，
他们至少通过三种非法方式收
集简历。

首先，通过企业账号在招
聘平台收集。上述2元一条的
简历正是中介在各大招聘网站
上发招聘信息所获取。他们利
用公开的企业注册登记信息，
伪造营业执照，在招聘网站上
注册账号，发布虚假的招聘信
息，引诱求职者投简历。

“手头有多个企业账号，可
发布各类招聘信息，获取各类
简历。”一位中介称。

中介冒充用人单位，将在招
聘网站上收集到的简历转到个
人邮箱中，用提取软件大批量提
取姓名、所在城市、学历等关键
信息，形成文本文档后出售。
但由于提取软件功能有限，这

类方式所获取的信息量不大，
往往只有简单的个人信息。

“邮件数量太大，邮箱都爆
了。”有中介还“抱怨”道。

其次，借助招聘平台内部
人脉收集。一个“某某招聘平
台简历下载”群的群主称，自己
以前在某招聘平台工作过，虽然
现在平台查得比较严格，但也可
以通过平台内部工作人员的关
系拿到简历。该群主可以利用
网站内部的猎头账号，按8元一
份的价格出售简历全部内容。

记者发现，这些简历将求
职者的个人信息和盘托出，包
括照片、详细履历等，甚至还包
括了求职者在某网站上的“简
历 ID”“最近活跃时间”等信
息，如同将招聘网站上的简历
照搬下来。记者致电了几名求
职者后发现，信息基本无误。

最后，通过帮助买家“一条
龙”注册企业账号牟利。有的
中介还“授人以渔”，出售各大
招聘网站的公司账号，售价在
200元至400元不等。先是制
作假的工商执照，再在招聘网
站上注册、认证“一条龙”服
务。一旦买家拿到账号，就能
自己发布招聘信息，收集简历。

人社部出手
新规定出台

针对网络求职被骗、简历
被卖等问题，2020年12月，人
社部公布了《网络招聘服务管
理规定》，明确要求从事网络招
聘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对

用人单位所提供材料的真实
性、合法性进行审查，不得泄
露、非法出售、非法向他人提供
其收集的个人信息，违者将被
处罚。管理规定还明确了网络
招聘求职信息规范、信息审查
规范、网络安全与信息保护规
范以及收费规范等。

某招聘网站公关部工作人
员对记者说，公司对内部员工
泄露信息有着严格的规定，

“发现就开除，还会移交司
法”，但对公司外的不法分子
窃取信息“查起来很困难，因
为链条比较长”。

人社部流动管理司负责人
日前就管理规定答记者问时
表示，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措
施，提升网络招聘服务效能，
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和优
化配置。

BOSS直聘招聘平台梳理

了已经采取的人防、技防手段，
其中包括：企业认证须提交企
业营业执照、在职证明等相关
资料，进行对公打款验证、企业
邮箱验证、办公环境视频认证
等，专门的团队会对部分企业
进行上门实地认证。此外，招
聘者发布招聘信息前须动态人
脸认证，获取简历前必须在线
征得求职者同意。

有网民呼吁，网络招聘行
业应联合制定统一规范，完善
内部管理流程，保障毕业生安
全、高效地进行网络求职。

多位专家表示，我国的刑
法、网络安全法等都有保护隐
私的条款，个人信息保护法
（草案）正在研究制定中，人社
部的管理规定也已出台并将
于今年3月起施行，如今对于
这类事件可以说是有规可循、
有法可依，具体落实时也必须
做到违法必究。

■徐伟伦 董学敏 张 圆

魏先生在某健身公司健
身期间，该公司未经魏先生许
可将其健身前后的对比照发布
在大众点评APP上，用于经营
宣传。魏先生发现此事后，将
健身公司和运营大众点评APP
的上海汉涛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汉涛公司）诉至
法院。

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对
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健身
公司未经魏先生许可在互联网
上发布其照片的行为存在明显
过错，侵犯了魏先生的肖像权，
判决健身公司赔礼道歉，并赔
偿魏先生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
抚慰金共计11070元；汉涛公
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已履行
适当的注意义务，不承担侵权
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

1月，教练王某应魏先生要求，
为其拍摄并拼接了健身前后对
比照片三组共9张，分别为魏
先生上半身赤裸的正面照、背
面照、侧面照。魏先生与王某
通过微信聊天确定，健身公司
使用上述健身前后对比照片用
于宣传，作为回报可发展魏先
生成为“效果会员”，但双方并
未在聊天中确认宣传方式。健
身公司在大众点评APP的相
关宣传页面上，上传了上述魏
先生照片中的两组对比照片中
的各两张照片，分别标注为“训
练前”和“训练后”。不过，关于

“效果会员”所涉及的优惠制
度，健身公司并未向法庭提供
充分证据加以证实。

法院认为，魏先生与健身
公司并未签订任何关于其肖像
使用的书面合同，根据微信聊
天记录，魏先生仅同意成为其

“效果会员”，但健身公司并未

对“效果会员”作出相关书面文
件和解释，其主张“效果会员”
指代用户宣传和课程优惠。经
法庭询问，健身公司承认“效果
会员”系其单方解释。经法庭
询问，证人王某表示，“效果会
员”主要是将其健身前后对比
照片给健身的朋友们看，会有
课程优惠。

法院认为，王某多次询问
魏先生是否同意成为“效果会
员”，却始终未能明示范围，健
身公司对“效果会员”单方解释
更具有随意性。肖像权作为一
种人格权利，与自然人的人格
尊严息息相关，如无肖像权人
明确授权，对其使用范围不宜
做扩大解释。在对“效果会员”
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理解
为普通意义上的宣传行为，即
为了给客户宣传当面使用。

法院认为，健身公司未经
魏先生同意在互联网上发布其

照片的行为存在明显过错，侵
犯了魏先生的肖像权。健身公
司使用照片的行为尚在正面宣
传范围内，未侵犯魏先生的名
誉权。汉涛公司作为大众点评
APP的运营主体，是网络服务
提供者，汉涛公司在收到起诉
状后，经查找涉案照片已经删
除，已履行适当的注意义务，不
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因涉案
账号已停止运行，考虑到侵权
行为发生于互联网，损害后果
波及范围广泛，且健身公司在
诉讼中一直拒绝承认存在过
错，故判决健身公司在《人民法
院报》上向魏先生赔礼道歉。

关于魏先生的经济损失，
法院认为，魏先生虽非公众人
物，但健身公司作为从事健身
行业的主体，在其大众点评账
号上使用魏先生训练前后的对
比照片，并标明“100天减脂塑
形计划”及“课程周期：三个

月”，意在使公众看到健身项目
的实际效果，达到商业宣传、吸
引新会员入会的目的。因此，
健身公司系利用魏先生健身前
后的肖像对比所带来的商业化
价值，为其企业营利，应当赔偿
魏先生经济损失。

涉案照片系魏先生健身前
后上半身裸露的对比照片，魏
先生认为涉案照片并不雅观，
不愿在互联网上公开，符合一
般公众的价值判断标准，应当
予以尊重。健身公司并未认识
到自己的过错，未积极消除侵
权行为的影响，致使侵权持续
时间较长，其侵权行为造成的
负面影响已经超出一般公众的
容忍程度，给魏先生造成较严
重的精神痛苦，应当依法赔偿
魏先生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
金。据此，北京互联网法院作
出如上判决。（转自《法治日
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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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潘 旭 吴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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