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2010年 3月 25日 星期四 案件部主办 责任编辑 刘 岚

［权威解读］

新闻热线（０１０）67550763 电子信箱押anjian＠ｒｍｆｙｂ．ｃn

■独家■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联
合发布《关于办理非法生产、 销售烟草
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自
2010

年
3

月
26

日起施行。 “两高” 有
关部门负责人就发布这一司法解释回答
了记者的提问。

《解释》 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 长期以来， 非法生产、 销售烟
草专卖品犯罪活动， 屡禁不止、 屡打不
绝。 假冒卷烟的大量存在， 严重危害了
人体健康， 造成了国家税收大量流失，

严重冲击和扰乱了卷烟市场的正常秩
序， 破坏了国家烟草专卖制度。

2003

年
12

月
23

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
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和国家烟草专卖
局共同印发了《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
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
会纪要》 （以下简称《纪要》）， 对指导
司法实践中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
事案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实践中出
现了一些新情况、 新问题， 因而有必
要在《纪要》 的基础上制定司法解释。

《解释》 的出台为办理制售伪劣烟草制
品刑事案件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法律依
据， 将更为有力地打击非法生产、 销
售烟草专卖品犯罪， 维护人民群众合
法权益。

《解释》 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 《解释》 对非法生产、 销售烟
草专卖品等犯罪行为适用法律问题作出
了较为全面的规定，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 一是进一步明确了非法生产、 销售
烟草专卖品等犯罪行为所适用的具体罪
名； 二是进一步完善了非法生产、 销售
烟草专卖品等犯罪按照生产、 销售伪劣
产品罪处理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有关犯罪
金额的计算方法； 三是规定了按照非法
经营罪处理的定罪量刑标准以及有关犯
罪金额的计算方法； 四是完善了非法生
产、 销售烟草专卖品犯罪的共犯规定；

五是规定了伪劣烟草专卖品的鉴定机构
为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和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
管理部门指定的烟草质量检测机构； 六
是规定了以暴力、 威胁方法阻碍烟草专
卖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以及煽动群
众暴力抗拒烟草专卖法律实施， 构成犯
罪的， 分别以妨害公务罪、 煽动暴力抗

拒法律实施罪追究刑事责任； 七是对
《解释》 中“烟草专卖品”、 “卷烟辅
料”、 “烟草专用机械”、 “同类烟草专
用机械” 等有关专业术语做了明确规
定； 八是对《解释》 的效力问题做了规
定。

�

非法生产、 销售烟草专卖品
犯罪行为都触犯了哪些罪名？ 应
如何适用？

� �

答： 根据《解释》 规定， 非法生
产、 销售烟草专卖品犯罪行为， 按具体
犯罪情形， 分别按照生产、 销售伪劣产
品罪、 假冒注册商标罪、 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罪、 非法制造、 销售非法制
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和非法经营罪定罪
处罚。 《解释》 将非法生产、 销售烟草
专卖品等犯罪应适用的罪名统一明确列
出， 便于司法机关掌握和适用。 同时
《解释》 明确规定， 行为人实施非法生
产、 销售烟草专卖品犯罪行为， 同时构
成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 侵犯知识产

权罪、 非法经营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
规定定罪处罚。

�

《解释》 对于按生产、 销售
伪劣产品罪处理的涉烟犯罪的具
体定罪量刑标准是如何规定的？

如何计算有关犯罪金额？

� �

答： 《解释》 规定，伪劣卷烟、雪茄
烟等烟草专卖品尚未销售， 货值金额达
到十五万元以上， 或者销售金额未达到
五万元， 但与未销售货值金额合计达到
十五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
(

未遂
)

定罪处罚。 销售金额和未销售
货值金额分别达到不同的法定刑幅度或
者均达到同一法定刑幅度的， 在处罚较
重的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重处罚。

对于查获的未销售的伪劣烟草制品
货值金额的计算， 《解释》 规定， 查获
的未销售的伪劣品牌卷烟、 雪茄烟， 能
够查清销售价格的， 按照实际销售价格
计算。 无法查清实际销售价格的， 按照

该品牌卷烟、 雪茄烟的查获地省级烟草专
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零售价格计算， 严
密了法网， 防止制假者随意标价， 避重就
轻、 逃避打击。

�

《解释》 对按非法经营罪处理
的涉烟犯罪是如何规定定罪量刑标
准的？

� �

答： 《解释》 规定， 非法经营数额在
五万元以上的， 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
元以上的， 或者非法经营卷烟二十万支以
上的， 或者曾因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三年
内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 又非法经营且
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属于非法经营“情
节严重”， 应当定罪处罚。 《解释》 规定，

犯罪数额分别达到“情节严重” 的情形的
五倍以上的， 属于非法经营“情节特别严
重”。

对于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案件有关数
额的计算方法， 《解释》 分为两种情形做
了规定： 一是能够查清销售或者购买价格
的， 按照销售或者购买的价格计算非法经

营数额；二是无法查清价格的，针对不同的
烟草专卖品（卷烟、雪茄烟、复烤烟叶、烟
叶、烟丝、卷烟辅料、烟草专用机械）规定了
相应的计算方法。

�

对于非法生产、 销售烟草专卖
品犯罪的共犯，《解释》 是如何规定
的？

� �

答：关于共犯具体情形，《解释》规定了
三种：一是明知他人实施制售假烟犯罪，而
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许
可证件，二是明知他人实施制售假烟犯罪，

而为其提供生产、经营场所、设备、运输、仓
储、保管、邮寄、代理进出口等便利条件，三
是明知他人实施制售假烟犯罪， 而为其提
供生产技术、卷烟配方。凡是具有上述行为
之一的，均应以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
犯罪的共犯论处。

�

我们注意到，与《纪要》相比，《解
释》对涉烟非法经营罪的定罪量刑标
准没有再区分个人和单位分别作出
规定，这是否意味着无论是个人还是
单位犯罪都适用统一的标准？

� �

答：是的，对于《解释》施行后发生的涉
烟非法经营罪， 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实施
的， 都适用统一的标准。 这主要是出于适
用刑法公平性考虑， 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
从事涉烟非法经营犯罪行为， 对国家烟草
专卖制度的侵害是相同的， 应给予相同的
处罚， 以便有效地打击此类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文本■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
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9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1次会议、2010年2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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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 销售烟草专卖品
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已于

2009

年
12

月
28

日由最高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481

次会议、

2010

年
2

月
4

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
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

29

次会议通过， 现予公布， 自
2010

年
3

月
26

日起施
行。

二
○

一
○

年三月二日

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

依
法惩治非法生产、 销售烟草专卖品等犯
罪， 根据刑法有关规定， 现就办理这类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
如下：

第一条生产、 销售伪劣卷烟、 雪
茄烟等烟草专卖品， 销售金额在五万元
以上的， 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
定， 以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
罚。

未经卷烟、 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注
册商标所有人许可， 在卷烟、 雪茄烟等
烟草专卖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
商标， 情节严重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一
十三条的规定， 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
处罚。

销售明知是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卷
烟、 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 销售金额较
大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
定， 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
处罚。

伪造、 擅自制造他人卷烟、 雪茄烟
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 擅自制造
的卷烟、 雪茄烟注册商标标识， 情节严
重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的规
定， 以非法制造、 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
商标标识罪定罪处罚。

违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

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 无烟

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 烟草专卖批发
企业许可证、 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
可证、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等许可证
明， 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 情节严重
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

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第二条伪劣卷烟、 雪茄烟等烟草
专卖品尚未销售， 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
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金额定罪起点数
额标准的三倍以上的， 或者销售金额未
达到五万元， 但与未销售货值金额合计
达到十五万元以上的， 以生产、 销售伪
劣产品罪

(

未遂
)

定罪处罚。

销售金额和未销售货值金额分别达
到不同的法定刑幅度或者均达到同一法
定刑幅度的， 在处罚较重的法定刑幅度
内酌情从重处罚。

查获的未销售的伪劣卷烟、 雪茄
烟， 能够查清销售价格的， 按照实际销
售价格计算。 无法查清实际销售价格，

有品牌的， 按照该品牌卷烟、 雪茄烟的
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
的零售价格计算； 无品牌的， 按照查获
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上
年度卷烟平均零售价格计算。

第三条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 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 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

的， 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
的；

（二） 非法经营卷烟二十万支以上
的；

（三） 曾因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三
年内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 又非法经
营烟草专卖品且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
严重”：

（一） 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五万元
以上， 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
的；

（二） 非法经营卷烟一百万支以上
的。

第四条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 能
够查清销售或者购买价格的， 按照其销
售或者购买的价格计算非法经营数额。

无法查清销售或者购买价格的， 按照下
列方法计算非法经营数额：

（一） 查获的卷烟、 雪茄烟的价
格， 有品牌的， 按照该品牌卷烟、 雪茄
烟的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
出具的零售价格计算； 无品牌的， 按照
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
的上年度卷烟平均零售价格计算；

（二） 查获的复烤烟叶、 烟叶的价
格按照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
门出具的上年度烤烟调拨平均基准价格
计算；

（三） 烟丝的价格按照第（二） 项规
定价格计算标准的一点五倍计算；

（四） 卷烟辅料的价格， 有品牌的，

按照该品牌辅料的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
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价格计算； 无品牌的，

按照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
具的上年度烟草行业生产卷烟所需该类卷
烟辅料的平均价格计算；

（五） 非法生产、 销售、 购买烟草专
用机械的价格按照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
管部门下发的全国烟草专用机械产品指导
价格目录进行计算； 目录中没有该烟草专
用机械的， 按照省级以上烟草专卖行政主
管部门出具的目录中同类烟草专用机械的
平均价格计算。

第五条行为人实施非法生产、 销售
烟草专卖品犯罪， 同时构成生产、 销售伪
劣产品罪、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非法经营
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六条明知他人实施本解释第一条
所列犯罪， 而为其提供贷款、 资金、 账
号、 发票、 证明、 许可证件， 或者提供生
产、 经营场所、 设备、 运输、 仓储、 保
管、 邮寄、 代理进出口等便利条件， 或者
提供生产技术、 卷烟配方的， 应当按照共
犯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条办理非法生产、 销售烟草专
卖品等刑事案件， 需要对伪劣烟草专卖品
鉴定的， 应当委托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管

理部门和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产
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烟草质量检测
机构进行。

第八条以暴力、 威胁方法阻碍烟草
专卖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构成犯罪
的， 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

煽动群众暴力抗拒烟草专卖法律实
施， 构成犯罪的， 以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
施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条本解释所称“烟草专卖品”，

是指卷烟、 雪茄烟、 烟丝、 复烤烟叶、 烟
叶、 卷烟纸、 滤嘴棒、 烟用丝束、 烟草专
用机械。

本解释所称“卷烟辅料”， 是指卷烟
纸、 滤嘴棒、 烟用丝束。

本解释所称“烟草专用机械”， 是指
由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烟草专用
机械名录所公布的， 在卷烟、 雪茄烟、 烟
丝、 复烤烟叶、 烟叶、 卷烟纸、 滤嘴棒、

烟用丝束的生产加工过程中， 能够完成一
项或者多项特定加工工序， 可以独立操作
的机械设备。

本解释所称“同类烟草专用机械”，

是指在卷烟、 雪茄烟、 烟丝、 复烤烟叶、

烟叶、 卷烟纸、 滤嘴棒、 烟用丝束的生产
加工过程中， 能够完成相同加工工序的机
械设备。

第十条以前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解
释不一致的， 以本解释为准。

打击制售伪劣烟草犯罪 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两高”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
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答记者问

受溧阳市中南冶炼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委托，江苏
佳信拍卖有限公司定于

2010

年
4

月
10

日上午十时在
溧阳市燕山路

88

号四楼本公司拍卖厅拍卖溧阳市中南
冶炼有限公司破产财产，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拍卖标
的：溧阳市中南冶炼有限公司破产财产。 包括房屋建筑
面积约为

8292.56

平方米（无产权证）及厂区场地道路、

构筑物、围墙、机器设备、料棚、码头、办公用品等〈详见评
估报告〉。 土地使用权面积约

123696.3

平方米（其中工业
出让土地

111998

平方米， 工业划拨土地
11698.3

平方
米），上述标的整体拍卖〈详见拍卖资料〉。 二、标的咨询、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查阅资料、现场实物
察看。 三、注意事项：有竞买意向的单位和个人均可参加
竞拍，单位竞买人需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法人证明或法人委托书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到本公司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 个人竞买者须持本人身份证

(

如委托他
人竞买， 被委托人除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外还须出具委托
证明

)

。 竞买人须于
2010

年
4

月
9

日下午四时前到本公
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缴纳拍卖保证金肆佰万元（户
名：江苏佳信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溧
阳燕山路支行， 账号：

57232001626348051228371)

如以银行本票、汇票等现金以外方式交款则以款到银
行账户为准。 四、 咨询电话：

0519-87208938

、

0519-

87207968 13921063837

，联系人：王先生。 五、竞买登
记处：江苏佳信拍卖有限公司：溧阳市燕山路

88

号四
楼。 六、网址：更多信息请点击

www.paifun.net

。

江苏佳信拍卖有限公司
2010

年
3

月
25

日

白涛、韩凌玉：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大庆市圆方建
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你二人装饰工程合同纠纷一
案，本会已依法作出（

2010

）庆仲（裁）字第（

1

）号裁决。

现向你二人公告送达， 请于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会领取裁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大庆仲裁委员会

南京东方制药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根据管理人
提交、由债权人会议一致通过并经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
院裁定认可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依法实施第二次分
配。 本次分配的财产额为

320000

元， 债权权额为
6139745.28

元。管理人依法根据债权表确认的名单及金
额按比例向各债权人分别发放并已逐一支付完毕。本次
分配为破产财产的最后分配。破产财产分配中未发生有
关附生效条件或解除条件须提存分配额的情形。

南京东方制药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四川内江四海锻压机床有限公司因所持
有的交通银行洛阳分行

GA/01 07306854

丢失， 票面
金额

48000

元， 出票人洛阳北方易初摩托车有限公
司，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
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南
]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聊城金汇通管业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洛

阳银行
GA/01 04622341

丢失，票面金额
50000

元，出
票人一拖（洛阳）信诺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申请人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

河南
]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嘉兴市标准件模具厂因所持有的银行承

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

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
EA/01 01649975

，票面
金额

30000

元，出票日期
2010

年
1

月
29

日，出票人苏
州美达斯机电有限公司，收款人苏州市宏凯不锈钢紧固
件厂，出票行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吴中支行，付款期限为
2010

年
7

月
29

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昆山市徐源铸造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江苏

昆山农业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陆扬支行出具的空白
支票

24

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
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 编号

3302777-3302800

联
号；空白转帐支票

16

份，编号
4242635-4242650

联号。

持票人为申请人。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昆山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阴市新妮服饰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
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

GA/01 03771893

，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银行江苏银行无锡分行清算中心，出票
日期

2010

年
1

月
14

日，汇票到期日
2010

年
7

月
14

日，

汇票出票人江阴麦克司针纺织有限公司，收款人江阴市
伟亚纺织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阴市乐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银

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
GA/01 01359092

，票
面金额

20000

元，出票人江阴市乐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收款人、最后持票人为江阴久盛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出票
行江苏江阴农村商行。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江阴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阴祥盛纺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

本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
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

CB/03 10419459

，票面金额
5000

元，出票人江阴祥盛印机制造有限公司，收款人、最
后持票人为无锡创明电子有限公司， 出票行农行经济开
发区支行。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

江苏
]

江阴市人民法院
中国农业银行长治金穗支行：申请人邯郸市鹏博物资

有限公司因所持你行出具的票号为
GB/01 01601928

，票
面金额为

500000

元整， 出票日期为
2009

年
12

月
15

日，

汇票到期日是
2010

年
6

月
14

日，出票人为国电长治热电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西省电力公司出电力环保设备总厂
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山西
]

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北华仁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持杭州银行余杭支

行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号
GA/01 06353027

，票面金额
20

万元，出票人海宁蒙努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浙江阿波罗
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被盗，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青云起重机机械有限公司重机厂因遗失银
行承兑汇票一份，该汇票号码

DB/01 04757793

，出票日期
是

2009

年
9

月
21

日，出票金额是
20000

元，出票人宁波市
海厨电器有限公司，帐号

8170374661008093006

，收款人慈
溪市万友电器有限公司，帐号

62030127000022943

，付款行
中行慈溪支行营业部，行号

104332552749

，背书人慈溪市万
友电器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慈溪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慈溪市银星异型铆钉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该汇票号码
GA/01 02912996

，出票日期是
2009

年
12

月
1

日，出票金额是
200000

元，出票人宁波宁达电器有限
公司，帐号

7336210182100042800

，收款人宁波豪兴化工有
限公司，帐号

4103810727789408093001

，付款行中信银行宁
波慈溪支行，行号

302332533622

，背书人宁波豪兴化工有限
公司，持票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

浙江
]

慈溪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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