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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楼上装修致楼板断裂
楼下诉请赔偿获支持
本报讯 楼上邻居搞装修， 全然不

为安全考虑， 使相邻楼下房屋变成了危
房。 近日，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
院审理该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判决
被告李某赔偿原告岳某房屋修理费

9000 余元。
原告岳某居住在三楼， 系被告李某

楼下。 2011 年 4 月， 因原告去外地承
包工程将该房屋出租。 同年 6 月， 被告
李某开始对其购买的房屋进行装修， 为
了美观需要， 被告在没有考虑安全问题
的情况下， 将承重墙拆除， 造成原、 被
告之间的西侧房间预制板楼板下垂变

形、 横向断裂。 后经房屋安全鉴定部门
鉴定， 原告所有房屋为危房， 需立即采
取安全措施。 对于赔偿问题， 原告多次
找被告协商均无果， 故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 公民、 法人由于过
错侵害国家的 、 集体的财产 ， 侵害他
人财产 、 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
损坏国家的 、 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
产的 ， 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 。
原告的房屋楼板断裂系重物冲击造成

的 ， 从方向上判断系自上而下 ， 方向
来自被告房屋内 ， 被告不能提供证据
证明原告的损害系他人造成 ， 故该损
害后果应由被告承担责任 。 据此 ， 法
院作出上述判决。

（许建军 廉玉光）

■庭审焦点■

本报广州 9 月 10 日电 临近中

秋， 各大品牌的月饼早已上架， 细心的
顾客发现今年市场上有 “元朗荣华” 月
饼和 “荣华 ” 两种不同公司生产的月
饼， 同样都是方形铁盒包装， 包装上都
有牡丹花和月亮， 不仔细分辨， 真搞不
清哪一个才是自己心怡的 “荣华”。 今
天， 打了 15 年官司仍然互不服输的两
家 “荣华” 公司， 又在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打起官司。

“元朗荣华” 月饼是香港荣华公司
生产的香港老字号月饼。 “荣华月饼”
是取得 “荣华” 和 “荣华月” 注册商标
权的苏氏荣华公司生产的月饼 。 从
1998 年开始， 为争夺 “荣华 ” 商标的
使用权 ， 两家月饼公司便官司不断 。
2011 年， 香港荣华公司及其商标权许
可使用人东莞荣华公司以侵害商标权和

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 包装、 装
潢为由再次将黄维德、 苏氏荣华公司和

苏国荣告上法庭。
香港荣华公司和东莞荣华公司一

审起诉要求判令被告黄维德停止销售

侵犯其 “花好月圆 ” 图案注册商标专
用权的商品行为 ， 判令被告苏氏荣华
公司 、 苏国荣停止生产 、 销售侵犯
“花好月圆”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行
为并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

1000 万元， 判令三被告在报纸上公开
道歉。

香港荣华在诉讼中又增加了诉求，
要求认定其 “荣华月饼” 为知名商品特
有名称， 判令苏氏荣华公司、 苏国荣停

止在其月饼商品上使用没有区别的 “荣
华月饼” 商品名称的不正当竞争侵权行
为， 责令苏氏荣华公司、 苏国荣在其生
产、 销售的 “荣华月饼” 上附加足以区
别商品来源的其他标识。 请求判令黄维
德停止销售上述使用了与原告知名商品

特有名称 “荣华月饼” 没有区别的商品
名称的商品。

今年 4 月 2 日 ， 东莞中院依法审
理该案并作出一审判决 。 判决被告苏
氏荣华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并销毁

被控侵犯原告香港荣华公司的注册商

标专用权和知名商品特有包装 、 装潢

的月饼和包装袋 ， 并判赔经济损失
50 万元。

一审判决后， 原、 被告均不服， 都
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香港荣华上诉请求广东高院支持其

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即在认定一审判
决的基础上还请求法院认定其 “荣华月
饼” 为知名商品特有名称。 请求被告赔
偿经济损失 1000 万元， 并在报纸上公
开道歉。 苏氏荣华的上诉状则表示， 请
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 改判驳回原告的
全部诉讼请求。

据悉， 从 1999 年开始， 香港荣华
公司和苏氏荣华公司围绕 “荣华月饼”
相关商标、 知名商品特有名称、 包装装
潢的权属问题， 已经打了几十场官司，
但是谁也没有服过谁。

今天的庭审持续了一整天， 法庭没
有当庭宣判。

（何 娟）

中秋佳节将至 月饼官司升级

“荣华月饼”侵权案二审开庭

该案的庭审围绕三个方面的焦点问

题展开： 一是苏氏公司是否侵害香港荣
华公司的 “花好月圆” 图案注册商标专
用权， 二是苏氏公司是否侵害香港荣华
公司主张的 “荣华月饼 “知名商品特有
名称权， 三是苏氏公司是否侵害了香港
荣华公司主张的 “荣华月饼” 的 “花好
月圆” 特有包装装潢权。

关于图案注册商标专用权问题 。
香港荣华认为 ， 其所拥有的注册商标
是系列商标 ， 以月亮为背景 ， 前面是
带叶子的盛开牡丹花的花好月圆图案，
花在月的右下角 ， 花好月圆的背景是
繁星点点的天空 ， 外有一个粗边四方

形框 。 而本案中苏国荣选择相同的植
物 “牡丹花 ”， 相同的物质 “月亮 ”，
同样通过写实的手法来表现 ， 且与香
港荣华的注册商标在组成要素 、 整体
构图等均是近似的 ， 构成注册商标侵
权 。 苏氏荣华认为 ， 其产品的包装装
潢享有多项知识产权 ， 是依法使用的
包装装潢 ， 与香港荣华公司的注册图
形商标不近似 。 这不单是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客观比对的结论 ， 也是多项生
效裁判依法认定的客观事实 ， 因此不
构成侵犯香港荣华公司的注册商标专

用权。
关于知名商品特有名称权问题 。

香港荣华方认为 ， 早在苏国荣 1997
年经受让取得 “荣华 ” 商标权之前 ，
香港荣华公司持续经营 “荣华月饼 ”，
已经具有极高知名度 。 同时 ， 还认为
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在内的多个生

效判决都没有否定其享有该知名商品

特有名称权 。 苏氏荣华认为 ， 最高人
民法院的生效判决驳回了香港荣华公

司要求保护其知名商品特有名称的请

求 ， 正是否定了香港荣华公司享有

“荣华月饼” 知名商品特有名称权。
关于特有包装装潢权问题。 香港荣

华认为， 其在先使用 “荣华月饼” 作为
商品名称， 并在海外华人区、 港澳地区
和祖国大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宣

传， 积累了商誉， 形成知名商品 “荣华
月饼” 的 “花好月圆” 特有包装装潢，
苏氏荣华模仿 “花好月圆” 包装装潢，
是典型的 “搭便车 ”。 苏氏荣华认为 ，
一审法院认定香港荣华公司 “荣华月
饼” 加图形商标构成知名产品特有包装
装潢权， 为其侵权行为披上 “非注册
商标 ” 的合法外衣 ， 认定事实和适用
法律均有错误。

9 月 10 日 9 时 30 分， 张曙光被带
进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法庭

时 ， 身穿黑色夹克衫 ， 里面套着白衬

衫， 脚穿黑布鞋， 头发有些灰白。 这位
曾有着 “高铁第一人 ” 之称的 “重量
级” 人物， 因被指控受贿 4700 多万元

而走上法庭。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后， 审判长让

张曙光坐下， 并提醒他如果身体有什么
不舒服可以举手示意。

之后 ， 审判长发问 ： 被告人张曙
光， 起诉书指控你受贿的事实属实吗？

张曙光： 是事实。
法庭开始逐一审理指控的事实。
第一起事实是 ， 张曙光接受广州

中车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建宇的请托 ，
为 “蓝箭 ” 列车使用以及列车配件销
售等问题提供帮助 ， 多次收受杨建宇
给予的字画 、 瓷器 、 手表 、 装修房屋
费用等款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 1050 万
多元。

公诉人 ： 杨建宇是否为他们公司
“蓝箭” 列车使用及列车配件销售等问
题向你提出过请托？

张曙光： 有。
公诉人： 你帮忙了吗？

张曙光： 杨建宇请我帮他， 一为蓝
箭， 一为列车空调系统推销， 两笔钱我
都收了。 但我没有给任何人打过招呼，
没有影响到各个工厂的招标。 就是带他
和厂长们一起吃过饭。

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中， 有一
起是张曙光向今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戈建鸣索取钱款共计人民币 800 万
元。

庭审中， 张曙光表示对 “索贿” 的
指控有些不能接受， 他说： “我觉得，
说我是索， 我有点难以接受。 我们是老
乡， 多年的关系。 我和他父亲认识 20
多年了， 都没有任何金钱来往。” 只是
为了参评院士 ， 向戈建鸣提出拿点钱
用， 因为之前他给过我， 我没要。

对此， 张曙光在下午的庭审中再次
重申： “索也好， 受也好， 反正我拿了
人家的钱， 都是我不该做的， 都是我犯
了罪。

张曙光受贿最大的一起， 是接受武
汉正远铁路电气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

建新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 1850 万元。
法庭上， 张曙光供述， 他与王建新

共事多年， 在王建新得了重病后， 将家
人和工厂托付给张曙光， 同时花 800 万
元给张曙光买了一套房子， 以便将来两
家的女儿好互相有个照应。 另外， 为了
帮张曙光参评院士， 王建新又送 500 万
元。

法庭辩论时， 对于公诉人的 13 起
受贿指控， 张曙光全部承认， 他没有为
自己辩护。

最后陈述时， 张曙光站起身， 感慨
自己虽然有过辉煌的昨天， 年界花甲却
没能善终。 直到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
他才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

图为庭审现场。
王鑫刚 摄

张曙光案庭审直击

承认受贿事实 否认索贿情节
本报记者 韩 芳

检方指控， 张曙光利用先后担任原
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客车处处长、 装备
部副主任和运输局局长等便利， 涉嫌收
受他人贿赂钱款折合人民币共计 4755
万余元。

一 、 2000 年至 2011 年 ： 多次收
受广州中车铁路机车车辆销售租赁公

司、 广州中车轨道交通装备公司法定代
表人杨建宇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050 万余元。
二 、 2004 年至 2006 年 ： 两次收

受青岛四方新诚至卓客车配件公司董事

长杨庆凯给予的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

10 万余元。
三 、 2005 年至 2006 年 ： 收受中

技国际招标公司总经理王康给予的钱款

共计折合人民币 47 万余元。
四 、 2005 年至 2009 年 ： 三次收

受苏州市苏城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徐洪发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

30 万元。
五 、 2007 年至 2010 年 ： 先后两

次收受无锡市万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谈国良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

15 万元。
六、 2005 年： 收受青岛亚通达铁

路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越胜给予的钱

款共计人民币 10 万元。
七 、 2005 年至 2009 年 ： 三次向

今创集团总裁戈建鸣索取钱款共计人民

币 800 万元。
八 、 2009 年至 2010 年 ： 先后两

次收受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刘志远给予的人民币 30 万元
和 3 万欧元 ， 共计折合人民币 57 万
余元 。

九、 2009 年： 收受北京博得交通
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丙玉给予的

钱款共计人民币 500 万元。
十 、 2007 年至 2009 年 ： 先后三

次收受武汉正远铁路电气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王建新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

1850 万元。
十一 、 2009 年至 2010 年 ： 先后

多次收受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薛之桂和总经理郑斌给予的钱

款共计折合人民币 57 万余元。
十二、 2010 年： 收受吉林省金豆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金明南给

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 200 万元。
十三 、 2010 年至 2011 年 ： 先后

两次收受双双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陈晓美给予的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 129
万余元。

张曙光祖籍江苏溧阳， 1982 年从
兰州铁道学院车辆专业毕业后， 被分配
至上海铁路局蚌埠分局蚌埠车辆段工

作， 后升至蚌埠车辆段副段长。 1991
年底， 张被调至铁道部机车车辆局验收
室任管理工程师。 1998 年， 张升任铁
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客车处处长， 负责审
批地方铁路局的客车更新计划和进京、
进沪的列车时刻。 此后历任沈阳铁路局
局长助理、 北京铁路局副局长、 铁道部
装备部副部长兼高速办副主任、 铁道部
运输局局长兼副总工程师等职务， 并任
多所大学兼职教授， 铁路专业技术带头
人，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2011 年 2 月 28 日， 张曙光被停
职审查。

■背景资料■■新闻链接■

检方指控的 13起受贿事实

黑作坊制劣质肉
父子俩分别获刑
本报讯 近日， 广东省高州市人

民法院审结一起黑作坊生产劣质猪肉

案。 苏某福和苏某生父子犯生产不符
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分别被判处有
期徒刑六个月和八个月， 并处罚金人
民币 5000 元。

法院审理查明，2011 年， 苏某福
与其儿子苏某生在没有经过相关部门

许可，没有取得合格证照的情况下，从
各处猪肉摊收购变质猪头进行加工。
加工后的制成品一部分销往外省，一
部分销往珠三角地区， 经转手批发后
再销售到快餐店。 2012 年 7 月 16 日，
工商部门根据群众举报对黑作坊进行

检查， 当场依法扣押库存销售的猪肉
产品，包括脱毛和未脱毛猪头肉、猪腮
肉 、猪耳肉共计 255 件 ，总重量 5860
公斤， 涉案货值金额 4 万多元。 经检
验， 所缴获的猪头肉菌落总数和猪耳
肉菌落总数、大肠菌群均不合格，工业
用猪油酸甲不合格。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苏某福、苏
某生无视国家法律， 生产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 足以造成严重食物
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其
行为已构成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

品罪。 （黄梦别）

刘敬松、天津市天照化工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市北辰区
长欣加油站：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天津北辰农村合作银行西
堤头支行（现名称为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辰西
堤头支行）与被执行人刘敬松、天津市天照化工商贸有限公
司，天津市北辰区长欣加油站借款合同一案中 ，申请人刘有
旺以其受让了该笔债权为由，向本院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
人。 经审查本院依法裁定变更刘有旺为本院（2009）辰执字第
1793 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 。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3）辰执裁字第 10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
视为送达。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北辰区明峰加油站、 天津市天照化工商贸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天津北辰农村合作银行北仓支行（现
名称为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辰北仓支行）与被执
行人天津市北辰区明峰加油站、天津市天照化工商贸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 申请人刘有旺以其受让了该笔债权为
由，向本院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 经审查本院依法裁定变
更刘有旺为本院（2008）辰执字第 60 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 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辰执裁字第 7 号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
力。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北辰区明峰加油站、 天津市天照化工商贸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天津北辰农村合作银行北仓支行（现
名称为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辰北仓支行）与被执
行人天津市北辰区明峰加油站、天津市天照化工商贸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一案中， 申请人刘有旺以其受让了该笔债权为由，向
本院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 经审查本院依法裁定变更刘有
旺为本院（2008）辰执字第 62 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 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辰执裁字第 8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北辰区霍庄加油站、 天津市北辰区长欣加油站：本

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天津北辰农村合作银行西堤头支行（现名称
为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辰西堤头支行）与被执行
人天津市北辰区霍庄加油站，天津市北辰区长欣加油站借款合
同一案中，申请人刘有旺以其受让了该笔债权为由，向本院申
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 经审查本院依法裁定变更刘有旺为本
院（2009）辰执字第 1795 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 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3）辰执裁字第 11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北辰区明峰加油站、 天津市北辰区长欣加油站：本
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天津北辰农村合作银行北仓支行（现名称为
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辰北仓支行）与被执行人天
津市北辰区明峰加油站、天津市北辰区长欣加油站借款合同一
案中，申请人刘有旺以其受让了该笔债权为由，向本院申请变
更其为申请执行人。 经审查本院依法裁定变更刘有旺为本院
（2008）辰执字第 61 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3）辰执裁字第 9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费尔（天津）特种门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孙海潮与你其他
合同纠纷执行一案，依法委托天津市会龙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
公司对车牌号为津 NE1502、津 B16781 车辆进行评估，现已作
出津会龙车鉴估（2013）第 002号、003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现予
公告送达，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 向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申
请重新评估。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吴国璜、杨春珍：本院受理郑社琼申请执行吴国璜、杨春珍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吴国璜、杨春珍未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现依法评估、拍卖被执行人吴国璜、杨春
珍名下位于安徽省肥东县店埠镇包公学府花园 14 幢 509 室房
屋（产权证号：肥东 022867）。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拍卖执行
裁定书及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并于公告期满后的第三个工作日上午 9 时在肥东县人

民法院立案二庭公开选择评估机构。 逾期不到视为放弃权利。
[安徽]肥东县人民法院

陈露生等厦门大园酒店有限公司系列案件申请人：本院执
行的你们与被执行人厦门大圆酒店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
厦门市土地开发总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5 日将被执行人厦门大
圆酒店有限公司登记场所厦门市湖滨东路 291 号房屋出租的
租金人民币 376115.20元转至本院帐户， 由于该款项不足以支
付全部款项， 本院根据你们的债权比列对上述款项进行分配，
并制作了分配方案，因无法向你们一一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分配方案，详细内容可至我院执行局 126 办公室徐
文聪处查看。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有
异议，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逾期不提则视为对评估结果无异议。

[福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郝阳：本院受理郝婧暄申请执行（2012）广少初字第 15 号

民事调解书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3）广执字第 33 号扣划
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
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
天津一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分公司、天津一建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天津市津奥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占
华申请执行（2010）广民初字第 2151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诚信联动信息管
理平台作用风险告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 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

张志华、衣宝军：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中国光大银行长
春北京大街支行与被执行人张志华、衣宝军借款合同纠纷执行
一案，在执行中本院依法委托有关机构对被执行人张志华所有
的位于长春市宽城区雁鸣湖山庄 26 栋 1 单元 101 号商品房屋
一套进行拍卖。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吉联司鉴字【2013】第 011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2012） 宽执字第 720-1 号执行裁定书、
（2012）宽执字第 720-2 号执行裁定书、选择拍卖机构通知书，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并限你自本公告届满
后的第一个星期三下午 1时 30分到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第 37
号法庭选择拍卖机构，逾期视为放弃选择拍卖机构的权利。 并
于每次拍卖五日前来我院领取《拍卖通知书》，逾期视为送达。
届时我院将按相关程序对该标的物进行拍卖，具体情况详见刊
登公告的报纸。 [吉林]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李培新： 申请执行人程桂贤与你身体权纠纷执行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绿民执字第 367 号立案通知书、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 责令你自动履行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扣留、提取、冻结、划拨被
执行人李培新的收入或银行存款 8,650.00 元或查封、 扣押、拍
卖、变卖、变价其相应数额的财产。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吉林]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

陆建平：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家祥与你买卖合同纠纷执
行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绿民执字第 310 号立
案通知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 责令你立即
向申请执行人清偿债务，否则本院将扣留、提取、冻结、划拨被
执行人陆建平的收入或银行存款 41,312.00 元 （含案件受理费
800.00 元、执行费 512.00 元）及利息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或查封、扣押、拍卖、变卖你相应数额的财产。 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吉林]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
王勇、邱子一、殷军：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庄河市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3）庄执字第 2041 号执行通知书，限你们自公告
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已生效的本院（2012）庄民初字第 2569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执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庄河市人民法院

陈吉涛、冷树民：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伊兴民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庄执字第
1727号执行通知书，限你们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已生
效的本院 （2012） 庄民初字第 2324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
务，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执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庄河市人民法院

吕其国：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石鹏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庄执字第 2263 号执行
通知书， 限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已生效的本院
（2012）庄民初字第 888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执行，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 [辽宁]庄河市人民法院

林长盛、林翰颖、施德玉：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庄河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3）庄执字第 2047号执行通知书，限你们自公告送达
之日起三日内履行已生效的本院（2012）庄民初字第 2562号民事
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逾期不执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庄河市人民法院

曲佐良、刘忠良、王东、梁瑞财、王成田：本院在执行申请执
行人庄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庄执字第 2037 号执行通知
书，限你们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已生效的本院（2012）
庄民初字第 2576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执行，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辽宁]庄河市人民法院

刘兴海、孙世斌、于新明：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庄河市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3）庄执字第 2032 号执行通知书，限你们自
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已生效的本院（2012）庄民初字第
2559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执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庄河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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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 9 月 10 电 电信诈骗

又出新花样， 专门诈骗韩国人。 9 月
10 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一起新型跨国电信诈骗案。 被
告人崔某 、 康某被控诈骗金额高达
500 余万元。

公诉机关指控称 ， 2012 年初被
告人崔某 （朝鲜族） 事先租借上海一
房屋作为实施诈骗活动的窝点， 招募
多人假冒韩国警察、 检察机关或银行
的工作人员， 使用吴某等人 （另案处
理） 设置的网络电话账号拨打电话至
韩国， 向接电话的韩国公民谎称其银
行账户状态异常等， 诱使受骗的韩国
公民登录虚假银行网站， 从而窃取对
方真实银行账户信息等资料， 并将韩
国公民银行账户内的资金通过被告人

康某 （朝鲜族）、 吴某等人控制的银
行账户逐层骗划至崔某控制的他人及

本人银行账户 。 2012 年 2 月至 6 月
间， 被告人崔某用其控制的 4 个银行
账户共计骗得人民币 502 万余元。

2011 年 12 月至 2012 年 6 月间，
被告人康某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
仍用其控制的银行账户帮助崔某等人

共计骗得人民币 517 万余元。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崔某、 康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 采用虚构事
实、 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
应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庭审中 ， 崔某对诈骗事实无异
议， 并称他曾找人将自己诈骗用的电
话的拨出号码设置成韩国区号， 让接
听者以为是韩国境内来电； 并通过朋
友介绍雇了多名会讲韩语的人， 根据
他提供的诈骗 “说辞” 进行诈骗。 康
某则当庭辩称对犯罪罪名有异议， 否
认自己构成诈骗罪。 庭审中， 控辩双
方还就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进行了质

证， 并在辩论阶段发表了相应的诉、
辩意见。

法院将择期对案件进行宣判。
（潘静波）

上海开庭审理一起
新型跨国电信诈骗案
两被告人被控诈骗
韩国公民 500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