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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审判■

汕头最大制贩运输毒品案审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为了规范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民
事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 进一步建立健全
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的规定， 结合审判实
际， 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调解法》 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共同向人民法院
申请确认调解协议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
理。

第二条当事人申请确认调解协议的， 由
主持调解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所在地基层人民法
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管辖。

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委派人民调解委员会调
解并达成调解协议， 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

由委派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条当事人申请确认调解协议， 应当
向人民法院提交司法确认申请书、 调解协议和
身份证明、 资格证明， 以及与调解协议相关的
财产权利证明等证明材料， 并提供双方当事人
的送达地址、 电话号码等联系方式。 委托他人
代为申请的， 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
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第四条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司法确认申
请， 应当在三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人民法院决

定受理的， 应当编立“调确字” 案号， 并及时向
当事人送达受理通知书。 双方当事人同时到法院
申请司法确认的， 人民法院可以当即受理并作出
是否确认的决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一） 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
或者不属于接受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的；

（二） 确认身份关系的；

（三） 确认收养关系的；

（四） 确认婚姻关系的。

第五条人民法院应当自受理司法确认申请
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是否确认的决定。 因特殊情
况需要延长的， 经本院院长批准， 可以延长十
日。

在人民法院作出是否确认的决定前， 一方或
者双方当事人撤回司法确认申请的， 人民法院应

当准许。

第六条人民法院受理司法确认申请后，应
当指定一名审判人员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 人民
法院在必要时可以通知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场，当
面询问当事人。 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院如实陈述
申请确认的调解协议的有关情况， 保证提交的证
明材料真实、合法。 人民法院在审查中，认为当事
人的陈述或者提供的证明材料不充分、 不完备或
者有疑义的， 可以要求当事人补充陈述或者补充
证明材料。 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按时补充或者拒
不接受询问的，可以按撤回司法确认申请处理。

第七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不
予确认调解协议效力：

（一）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二） 侵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的；

（三） 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

（四） 损害社会公序良俗的；

（五） 内容不明确， 无法确认的；

（六） 其他不能进行司法确认的情形。

第八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调解协议符合
确认条件的， 应当作出确认决定书； 决定不予确
认调解协议效力的， 应当作出不予确认决定书。

第九条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确认决定后，一
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 对方当事
人可以向作出确认决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第十条案外人认为经人民法院确认的调解
协议侵害其合法权益的， 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权益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 向作出确认决定的
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确认决定。

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办理人民调解协议司法
确认案件， 不收取费用。

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可以将调解协议不予确
认的情况定期或者不定期通报同级司法行政机关
和相关人民调解委员会。

第十三条经人民法院建立的调解员名册中
的调解员调解达成协议后， 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
的， 参照本规定办理。 人民法院立案后委托他人
调解达成的协议的司法确认， 按照《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

2004

〕

12

号） 的有关规定办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 己于
2011

年
3

月
21

日由最
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15

次会议通过， 现予公布， 自
2011

年
3

月
30

日施行。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

（2011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5次会议通过）

法释〔

2011

〕

5

号

本报成都
3

月
29

日电今天，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侵
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件进行宣判， 一
审认定被告甘某在经营凉粉等小吃
时， 使用“伤心凉粉” 字样的行为，

侵犯了原告林某就“伤心凉粉” 文字
商标所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依法
判决被告甘某立即停止侵权， 赔偿林
某经济损失

1

万元和合理开支
3000

元。

原来， 林某在成都洛带古镇经营
小吃店时， 因制作的凉粉具有麻辣的
风味， 甚至辣得人几乎落泪， 故在参

考客家文化的基础上， 将凉粉命名为
“伤心凉粉”， 随着凉粉名气的增大，

越来越多的人慕名前来品尝。

2010

年
1

月， 林某在凉粉类商品上注册了
“伤心凉粉” 文字商标。

2010

年
11

月， 林某在崇州市街子古镇发现， 甘

某在其经营的小吃店的店招、 幌子、

柜台、 菜牌等位置以醒目的方式标注
“伤心凉粉” 字样， 并经营同样的凉
粉类小吃， 涉嫌侵犯其商标权。

林某遂将甘某告上法庭， 要求停
止侵权， 赔偿损失

6

万元及合理费用

1

万余元。 庭审中， 甘某辩称“伤心
凉粉” 是小吃的一个通用名称， 不能
被林某独占， 其赔偿请求没有法律依
据。

法院认为， 由于凉粉类小吃属于
现做现卖现吃的熟食商品， 一般的商

业性标识无法直接附着于其上。 对这
类商品而言， 经营者一般是在商店的
装潢上标注相关字样， 以标识商品的
来源。 因此， 被告甘某在店招、 幌
子、 柜台、 菜牌上标注“伤心凉粉”

字样， 其性质仍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
商标使用行为。 该行为具有攀附原告
“伤心凉粉” 商标的故意， 容易导致
相关公众混淆， 构成商标侵权。 法院
综合侵权行为的性质、 期间、 发生
地、 商标声誉等因素后， 遂依法作出
前述判决。

（冯璐陈敏晓）

擅自使用他人商标构成侵权必须赔偿

“伤心凉粉”从此不再“伤心”

该案主审法官接受采访时对案件
的法律适用情况做了详细的说明。 法
官认为在提供裸露熟食的餐馆、 小吃
店里， 经营者一般是通过在商店的装
潢上标注字样、 图案等标记的方式来
标识食品的提供者和来源。

根据商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 这
种行为也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
用行为。 如果经营者的商标使用行为
不规范， 比如像本案中甘某那样在店

招、 幌子等装潢上标识林某的注册商
标， 并经营与注册商标核定商品相同
或类似商品时， 该行为便构成侵犯他
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行为。 故依
法判决甘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即停

止在甘某的小吃店的招牌、 幌子、 操
作台外侧、 图例及菜牌上使用“阿婆
伤心凉粉”、 “伤心凉粉”、 “伤心米
凉粉”、 “伤心旋子凉粉”、 “伤心豌
豆凉粉” 文字。

由于目前餐饮行业内不规范标注
字号、 使用装潢的现象非常普遍，

法官在此提醒广大餐馆、 小吃店的
经营者， 应将诚实经营作为自己的
立足之本， 杜绝冒用他人商标、 字

号等搭便车的不正当竞争的念头，

以免陷入诉讼的不利境地； 其次，

在经营中应有培养、 保护自身品牌
的意识， 比如积极申请商标注册，

加大品牌宣传力度， 在面对他人的
不正当竞争行为时， 应及时主动地
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以避免损失的扩大。 只有做到了以
上两点， 才能步入一种良性循环的
经营模式中。

■

法官说法
■

不规范装潢的行为也可能构成商标侵权
本报绍兴

3

月
29

日电 （记者孟焕良通
讯员 潘晶晶）今天，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以抢
劫罪、 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唐巧龙有期徒刑十八
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2

万元；

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梁佳萍等四被告人有期徒刑十
二年至四年不等，并分别处以罚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0

年
10

月，被告人梁佳萍
与被告人唐巧龙预谋对兰梅实施抢劫， 并以打麻将
为由将兰梅骗至一宾馆房间， 劫得其手机和挎包各
一只。为了迫使兰梅说出其银行卡密码，唐巧龙又叫
来被告人童文奎帮忙， 商定将兰梅带到沙溪镇继续
对其进行威胁，梁佳萍还向石波波租了一辆车，石波
波在知晓抢劫的前提下仍前往。

唐巧龙因害怕兰梅报警，遂欲用刀杀死兰梅，后
唐巧龙以为被刺休克的兰梅已经死亡，便逃离现场。

兰梅醒后找人报警。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唐巧龙、梁佳萍、童
文奎、梁鑫、石波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暴力、胁
迫手段，抢劫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抢
劫罪。被告人唐巧龙抢劫后，为灭口而故意非法剥夺
他人生命， 其行为又构成故意杀人罪， 其一人犯数
罪，应当数罪并罚；其已经着手实施故意杀人犯罪，

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可以
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 被告人石波波在共同犯罪中
起辅助、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减轻处罚。鉴于被告
人唐巧龙、童文奎、梁佳萍、石波波已经赔偿被害人
的全部经济损失，相对减轻了社会危害性，可以酌情
从轻处罚。 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汕头
3

月
29

日电 （记者宿华文）广东
省汕头市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宗贩卖、运输、制造毒品
案今日审结。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贩卖、运输、制造
毒品罪及非法持有枪支罪、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等罪
名，对被告人黄和龙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
行；被告人张七广、辛玉分别因制造毒品罪和运输、制
造毒品罪，被判处无期徒刑；黄文标、林海等

5

名被告
人分别被判处三年至十五年不等有期徒刑。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7

年初，黄和龙与他人密谋制
造冰毒后，招引了黄文标、辛玉参与合伙制毒，并确定
到汕头建立制毒工场。 黄文标又招引了张七广、林海、

施有仁，由黄和龙提供资金，指使三人在汕头岐山租赁
场地建成制毒工场并购买制毒设备和原料。同年

9

月，

黄和龙指使黄文标、辛玉从广州运输
100

公斤制毒原
料麻黄素到汕头。 黄和龙、辛玉、林海

3

人制造冰毒，

张七广、施有仁予以协助，至
10

月底共制成冰毒（甲
基苯丙胺）

33

公斤。 其后，黄和龙指使黄文标、辛玉将
冰毒运到黄和龙、刘娟在广州的同居处，由黄和龙对
冰毒进行提纯并指使刘娟协助。 提纯后，黄和龙将冰
毒销售。同年

12

月
20

日，黄和龙指使黄文标、辛玉将
另

100

公斤麻黄素运到制毒工场继续制毒。

法院还查明， 黄和龙非法持有枪支及伙同被告
人朱梓铭包庇其他毒品犯罪分子， 被告人汪元红容
留被告人林海吸毒的犯罪事实。

黄和龙归案后， 检举揭发了另一制毒罪犯戴玉
泳并提供具体线索， 公安机关据此抓获制毒罪犯戴
玉泳、莫连德，并查获冰毒。

数人抢劫杀人 害人害己获刑

在年仅四十余岁的王某眼中，这
座繁忙的城市显得那样苍凉和无奈，

因那场猝不及防的意外，

2011

年
3

月
21

日上午
8

时
30

分， 他又一次坐在
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的当
事人席位上。 他拖着仍未恢复的残缺
身体，带着两年来的煎熬、焦虑、痛苦
和委屈， 旁听席上坐着他七十多岁满
头白发的父亲， 庭外是他刚刚学会走
路的孩子。

2009

年初夏，王某在电力施工时
不幸被万伏高压电击伤， 虽经抢救幸
免一死，但也造成右臂截肢、左手功能
完全丧失和性功能丧失等严重后果，

被鉴定为二级伤残。治疗过程中，王某
已用去

20

余万元，后续医疗费更是让
这个已经入不敷出的家庭不堪重负。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 王某连想死的

心都有了。 他将雇主和湘乡市电力局
等告上法庭， 法庭确认了王某与用人
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之后，王某又因工
伤认定问题打起行政官司。 在行政诉
讼期间，王某因担心败诉，同时以人身
权被侵害为由将

6

名被告告上法庭。

一审法院判决由
6

名被告承担相应责
任。湘潭中院法官认为，王某是在从事
职务行为时受伤， 且在确认劳动关系
和工伤认定的诉讼中法院均支持其诉
讼请求， 王某应通过主张工伤赔偿来
维护自己的权利， 而不是在人身损害
赔偿中主张权利， 在这个案件中二审
法院难以支持其诉请。

而王某受伤后到法院出庭都有八
次之多了， 一家老老少少七八口人带
着被子、铺盖、锅碗瓢盆多次在一审法
院、当地政府、市中院和省高院上访。

如果在这个案件中驳回其诉请， 对法
官来说依法办案没有任何错误， 但身
体已严重残疾的王某和他不堪重负的
家庭又将陷入风雨飘摇中……情与法
的冲突纠结着办案法官的心， 不能就
这么一判了事， 主张工伤赔偿又将是
一场漫漫无期的官司， 要及早找到解
决问题的办法！

办案法官向庭长和分管副院长作
了汇报， 领导指示一定做好当事人工
作，想方设法调解结案，保护好弱势群
体的权益。 合议庭立即分别找各方当
事人，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促使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当事人在已支付
19

万元医疗费的基础上， 做出了
15

日内一次性再赔偿王某
71

万元的重
大决定， 王某也主动放弃了自己再行
主张工伤赔偿的权利。

2011

年
3

月
24

日下午
2

时
30

分，

7

方当事人一起来到法院，在庄严
的法庭里， 大家心平气和地签署了和
解协议。 王某眼中激动的泪水在他那
曾无助的眼眶中悄悄溢满……

最后一次流泪

李强华胡劲

本报讯 （记者朱云峰通讯
员常佳陈涟默） 刚刚装修一新
的家，尚未入住，因楼上住户下水管道
堵塞，致使新居污水横流，遭受损失。 在
与楼上住户、小区物业公司多次交涉赔
偿事宜无果的情况下，一怒将安装在自
己家中的天然气总阀门关闭，导致楼上
12

住户无法正常使用天然气， 被
12

住
户居民诉至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
法院。 该院受理此案后，经法官耐心释
法，细心调解，于

3

月
28

日成功化解了
这起邻里之间的相邻权纠纷案。

该案
12

名原告系居住在西安市
某小区的

12

户业主，自
2010

年
10

月
19

日开始，家中就无法正常使用天然
气，究其原因，是居住在其楼下的住户
王某（被告）因自家新装修房子被楼内
堵塞的下水管道污水破坏，与

12

住户
及物业公司赔偿问题迟迟未达成协
议， 便将安装在自家的天然气总阀门
关闭，使

12

住户居民长达
5

个多月甚
至在春节期间都无法在家做饭、洗澡，

日常生活极为不便。为尽快解决纠纷，

使被告停止不当行为并防止扩大原告的
损失， 雁塔区法院法官接到此案后立即
联系原、被告双方到庭调解。由于被告王
某家中刚装修好的木地板、 墙体被污水
浸泡时间长、受损严重，因此在接到法院
传票时，被告王某情绪极为激动，表示自
己曾为解决矛盾，将天然气阀门打开过，

但原告方却依然不愿意赔偿自己的损
失，故又将阀门关闭，在自家问题没有解
决前，坚决不会打开天然气阀门。面对这
种情况， 此案承办法官吴海鹏首先耐心
稳定被告情绪， 之后主动上门与被告交
谈， 使其将积蓄已久的愤懑和委屈宣泄
而出， 经过吴海鹏从法律关系角度及处
理问题方案等方面的说服工作， 被告终
于同意配合将阀门打开。

法官巧释法
化矛盾赢民心

新华社重庆
3

月
29

日电重庆市第五中级人
民法院

29

日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宁夏回族自治区
原副主席李堂堂受贿一案。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指控，

1998

年至
2009

年， 李堂堂担任陕西省宝鸡市委副书记、 宝
鸡市副市长、 陕西省咸阳市委副书记、 书记、 咸阳
市市长、 陕西省政府秘书长、 陕西省副省长期间，

利用职务便利， 为陕西宝鸡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陕
西新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十四个单位或个人在
房地产开发、 企业建设用地审批、 承揽工程、 安排
工作等方面谋取利益。 为此， 李堂堂先后多次收受
相关人员给予的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

768

万余元，

应以受贿罪追究李堂堂的刑事责任。

法庭上， 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 李堂堂的
律师出庭为其进行了辩护。 数十名群众和媒体记者
旁听了庭审。

法庭宣布此案将择期宣判。

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副主席李堂堂受贿案一审开庭

李春明： 本院受理执行的中丝贸易物流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中，经
查，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69

号
4

单元
507

号房产、办公家俱及李春明所有的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金盏北路

1

号晴翠园
123

号楼
123

幢别墅、家俱，本院已依
法查封上述房产的过户、变更、抵押手续。 因你未在生效判决书限定的日期内履
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故本院决定对上述房产进行评估、拍卖，以保障申请人
的合法权益。 现公告通知你： 你及居住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69

号
4

单元
507

号房屋及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金盏北路
1

号晴翠园
123

号楼
123

幢别墅房屋内
的其他人员应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60

日内将上述房屋腾空， 交付我院进行评
估、拍卖，否则本院将依法强制腾退，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及后果由你承担。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刘志强、孙艳：本院受理的（

2010

）牡法执字第
37

号牡丹江市城郊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拟对查封的刘志强、孙艳名下产
权证号为

616039

，建筑面积
425

平方米；产权证号为
616040

，建筑面积
350.60

平
方米二处房屋进行评估。现向你二人公告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第
3

日上午九时到本院
1112

室
选择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放弃，本院将随机选择。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那伟、刘宝利、姜春梅：本院受理的（

2010

）牡法执字第
23

号牡丹江市城郊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拟对查封的被执行人刘
宝利、姜春梅二人坐落在西安区朝鲜小区地下商场产权证号为

2001906

，建筑面
积

803.43

平方米房屋进行评估。现向你二人公告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第
3

日上午九时到本院
1112

室选择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放弃，本院将随机选择。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静、何映辉、魏素梅：本院受理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华

支行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三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09

） 西执字第

707

、

663

、

659

号执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
们公告期满

2

日内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如不履行我院将在公告期满
2

日选择
评估、拍卖机构等事宜。 公告期满

15

日视为送达评估报告。 如果对评估执行有异
议，应在评估报告送达日的第

10

日内向我院提交书面异议书（节假日顺延）。 如逾
期，视为你们放弃权利，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河北
]

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凌君芳、张小勇：本院受理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华支行与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两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09

）西执字第
317

、

323

号执
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公告期满
2

日内
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如不履行我院将在公告期满

2

日选择评估、拍卖机构等事
宜。公告期满

15

日视为送达评估报告。如果对评估执行有异议，应在评估报告送达
日的第

10

日内向我院提交书面异议书（节假日顺延）。如逾期，视为你们放弃权利，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河北
]

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张丽娜、李昌铜：本院受理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华支行与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两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09

）西执字第
660

、

665

号执
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公告期满
2

日内
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如不履行我院将在公告期满

2

日选择评估、拍卖机构等事
宜。公告期满

15

日视为送达评估报告。如果对评估执行有异议，应在评估报告送达
日的第

10

日内向我院提交书面异议书（节假日顺延）。如逾期，视为你们放弃权利，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河北
]

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李建军、马亚辉、马玉波：本院受理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华

支行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三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09

）西执字第
658

、

667

、

657

号执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公
告期满

2

日内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如不履行我院将在公告期满
2

日选择评估、

拍卖机构等事宜。公告期满
15

日视为送达评估报告。如果对评估执行有异议，应在
评估报告送达日的第

10

日内向我院提交书面异议书（节假日顺延）。 如逾期，视为
你们放弃权利，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河北
]

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齐新来、宋现光、刘霞：本院受理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华支

行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三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09

） 西执字第
666

、

664

、

669

号执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公
告期满

2

日内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如不履行我院将在公告期满
2

日选择评估、

拍卖机构等事宜。公告期满
15

日视为送达评估报告。如果对评估执行有异议，应在
评估报告送达日的第

10

日内向我院提交书面异议书（节假日顺延）。 如逾期，视为
你们放弃权利，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河北
]

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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