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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泰克摩尔国际技术产品展示中心有限公司、北京申全

福熊猫环岛综合市场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海淀支行与北京东方新嘉汇花卉展示交易市场有

限公司、北京泰克摩尔国际技术产品展示中心有限公司、北京

申全福熊猫环岛综合市场有限公司公证债权文书一案过程中，

浙江文华控股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变更其为本案申

请执行人，本案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
海执异字第037号执行裁定书。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日内向本院递交复议申请书及副本，复议于北京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复议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西联机电经营公司：本院在执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四季青支行与北京薛营康达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联机电经营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浙江文华

控股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变更其为本案申请执行

人，本案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海执异
字第036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执
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日内向本院递交复议申请书及副本，复议于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复议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展源兴电子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珂）：

本院受理的汕头市锐科电子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深圳市展源兴电

子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汕头市锐科电子有限公司

向本院申请追加张新华为本案被执行人，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副本、受理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听证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整在本
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听证审查，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法院

海南万昌房地产开发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为潘金平、海

南省农业机械研究所，被告为王菡、陈成平、海南万昌房地产

开发公司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三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3）琼海法执诉字第7、9、1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满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另送达其他当事人上诉状。

［海南］海口海事法院

齐齐哈尔市华虹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张忠显

诉齐齐哈尔市华虹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欠款纠纷执行一案，

依法委托黑龙江省仁杰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齐齐哈尔市华虹建

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位于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公园路38号
龙沙花卉大市场第一至三层拥有的产权面积4643.65平方米的
房产进行评估，现已作出黑仁价评（2014）齐中法民鉴第01号
司法鉴定意见书，现予公告送达，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对本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次日起10日内，
向本院申请委托鉴定机构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逾期未申请

重新鉴定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龙腾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哈尔

滨千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公司返还土地转让费、

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2)黑林
法执字第1-6号拍卖裁定，黑天宝房地鉴字（2014）0867号司
法鉴定书、黑龙江省鑫佳房屋土地估价咨询有限公司（黑）鑫

佳（2014）（估）字第009号土地估价报告。所评估房地产位于
哈尔滨市道里区东五道街、六道街、兆麟街、尚志大街之间的

3675.6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在建工程，评估价值为壹亿
捌仟玖佰捌拾玖万陆仟元（189,896,000元）。如有异议，可在
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本院依法将评估财产
委托有关机构进行司法拍卖、变卖或以物抵债。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省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

濮阳市龙泉聚合物有限公司、郑州市明泉化工产品有限

公司、郑州京联净水材料有限公司、河南省都信化工有限公

司、徐兴伟、徐龙水、徐光增、陈爱华、姜兆庆：本院受理

的程建乐申请执行(2012)许民二初字第28号民事调解书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报告

财产令。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行二庭领取上
述法律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长沙容超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吉首天天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信豪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胡光强、李建平、杨峰、宋保

玉：本院执行湖南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中，因你们一直未履行义务，本院依法委托湖南经典

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李建平所有的位于长沙市雨花区韶山

南路五金机电市场B区10栋108房（权证号：00505384）进行评
估，已作出湘经典评字【2014】长司第000704A号房地产估价报
告。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报告及（2014）岳执字第00678-1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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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自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70天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上午9时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办
公楼南栋A0512室）通过摇珠来确定拍卖机构。并在确定拍卖机
构后开展司法技术拍卖工作，届时请到场监督。同时请主动与本

院联系并对整个拍卖工作予以配合。

［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陈克勇：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王一成、吴业芳、湖

南华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三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澧执字第3号、
第60号、第329号执行通知书，限你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5
日内分别履行（2013）澧民二初字第773号、第1098号、第
757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清偿王一成借款本息5700000.00
元、清偿吴业芳借款本息100000.00元、清偿湖南华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息445337.00元的义务。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姜金明、李云姣：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李致富与被执行

人姜金明合伙协议纠纷执行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嘉执预字第36号执行裁定书，拍卖

你们共同共有的位于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东城区御景花园巴

黎豪园C、D座2单元601室住房。因需对你们共有的位于广东
省东莞市樟木头镇东城区御景花园巴黎豪园C、D座2单元601
室住房的价值进行评估，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参加湖南省郴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专业机构通知书，在本公告期满第3个
工作日上午10点在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室经随
机程序确定本次评估专业机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嘉禾县人民法院

钱慧、褚玉清：本院受理胡春玲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

执行一案，依法委托江苏同方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你所

有的位于六合区雄州街道园林东路100号20幢403室房屋进行
评估，现已作出苏同方（2014）（宁房）（鉴）字第0003号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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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内，向本院
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

卖。 ［江苏］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

郑功：本院受理李传孟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该案（2011）庄民初字第5393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庄执字第1117号执行通知
书及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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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庄河市人民法院

罗士平：本院在执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城支行

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
海执牌第47号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通知书、财产申报表、报
告财产令，责令你于三日内履行（2013）海民牌初字第00288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并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及本案执行费，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海城市人民法院

罗士平：本院在执行张秀珍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中，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海执牌第
41号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通知书、财产申报表、报告财
产令，责令你于三日内履行（2013）海民牌初字第00257号

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并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及本案执行费，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海城市人民法院

北京三会工贸有限公司、中商财富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北京中南瑞城混凝土有限公司、芦其昌：北京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宋庄支行申请执行北京三会工贸有限

公司、中商财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北京中南瑞城混凝土

有限公司、芦其昌借款合同纠纷案中，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申请变更其为本案的申请执行

人，本院经审查裁定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0）通民
初字第1549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权利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宋庄支行变更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市分公司，即变更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市分公司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4）通执异字第02392号执行裁定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逾期本裁定书即发生法律效

力。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北京中南瑞城贸易有限公司、中商财富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北京中南瑞城混凝土有限公司：北京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宋庄支行申请执行北京中南瑞城

贸易有限公司、中商财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北京中

南瑞城混凝土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中，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申请变更其为本

案的申请执行人，本院经审查裁定北京市通州区人民

法院 （2010） 通民初字第 15502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权
利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宋庄支行变更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即变

更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为本

案的申请执行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 通
执异字第02391号执行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市第三

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逾期本裁定书即发生法律效

力。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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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贵阳 5月 19日电 （记者
金 晶）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今
天一审公开开庭审理贵州省交通厅原厅
长程孟仁及其情妇何文受贿一案。程孟
仁、何文出庭受审。被告人亲属、各界群
众及媒体记者约100余人旁听了庭审。

贵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程孟
仁与何文是情人关系。2003年至2011
年间，程孟仁利用担任贵州省交通厅副
厅长、厅长的职务便利，通过给交通厅下
属企业负责人及相关工程项目负责人打

招呼关照何文承接工程的方式，由何文
出面承接工程后转给他人，从中收取好
处费。何文先后承接了石料供应、隧道
工程、重油供应、边坡绿化等工程项目，
之后将工程项目转给王庆、高程、杨庭林
等人，程孟仁与何文共同收取好处费共
计人民币1804万余元。

2002年至2012年，程孟仁担任贵州
省交通厅副厅长、厅长期间，利用职务便
利，接受车晓宇、高程、崔永进和安顺林
木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申建新的请

托，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承接房开工程、
装修工程、隧道工程、重油供应等事项上
提供帮助，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财物共
计折合人民币252万余元。

贵阳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程孟仁伙
同他人共同或者单独收受财物共计折合
人民币2057万余元，何文伙同他人共同
收受人民币共计1804万余元，均应以受
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在审判长主持下，被告人程孟仁、何
文分别对起诉书指控的受贿犯罪事实进

行了陈述和辩解。法庭就起诉指控程孟
仁、何文受贿的事实进行了法庭调查。公
诉人、辩护人分别讯（询）问了被告人。公
诉人当庭出示了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
有关证据，控辩双方进行了充分质证。被
告人及其辩护人充分发表了意见。

庭审结束时，审判长宣布，本案将择
期宣判。

庭审期间，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官
方微博对庭审情况进行了现场直播，贵
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做了转播。

被控伙同他人共同或者单独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2057万元

贵州交通厅原厅长受贿案一审开庭

新华社沈阳5月19日电 （记者
范春生）辽宁省抚顺市一棚户区搬迁
指挥部干部朱杰在任两年间，利用职
务便利，伙同他人伪造虚假动迁房屋
手续，单独骗取棚户区改造安置房5
套，帮助他人骗取16套。抚顺市中级
人民法院近日终审以贪污罪，判处朱
杰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并处没收
财产50万元。

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2007年至
2008年间，被告人朱杰在担任抚顺市
新抚区华山棚户区搬迁指挥部办公室协
议组组长期间，负责新抚区政府与新抚

区华山棚户区动迁居民的签订协议工
作。经与李某某（另案处理）合谋，李
某某负责办理产权单位的弃管房手续，
朱杰负责提供房源信息、履行资格审
核、确认程序、签订协议、选房等动迁
安置程序。此间朱杰采用冒用他人身份
的手段，骗取棚户区改造安置房一套，

安置面积47.53平方米，价值6.2万余
元。此房被其据为己有。

在初尝甜头后，朱杰变得一发不可
收。同样在2007年至2008年间，她如
法炮制，先后4次与李某某合谋，骗得
棚户区改造安置房4套，安置面积分别
为51.78平方米、56.18平方米、61.52

平方米和56.18平方米，总价值27.6万
余元。

法院还查明，2007年至2008年
间，朱杰帮助李某某骗取政府棚改安置
房16套，被李某某占有。

法院认为，朱杰在从事政府棚户区
拆迁安置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伙同
他人共同伪造虚假动迁房屋手续，骗取
公共财物，其行为已经构成贪污罪。法
院遂作出上述终审判决，并对其所占房
产依法追缴，扣缴其在抚顺经济开发区
面积88.25平方米的房产一处，依法没
收，一并上缴国库。

骗取21套棚改安置房

辽宁一拆迁办干部获刑十年半

一场惨烈的车祸夺去了一对小夫妻
年轻的生命。白发人送黑发人，双方四
位老人为子女的离世陷入悲痛之中，不
能自拔。绝望中，老人们想到，小夫妻出
事前正在做试管婴儿，冷冻胚胎到现在
还储存在医院里。他们想拿回这些冷冻
胚胎，为两家人保住最后的“血脉”，却没
想到遭遇了法律空白。

飞来横祸 小夫妻离世留
下四枚胚胎

小明（化名）夫妇于2011年结婚，感
情非常好。由于多年未育，两人求医于
江苏省南京鼓楼医院，做了“试管婴儿”
手术。前期试管培育受精已经全部完
成，就等着他们去南京进行植入胚胎手
术。然而就在手术前一天——2013年3
月20日晚上，两人驾车途中发生车祸，
小明的妻子当场死亡，小明被送往医院
后，经过五天的抢救最终还是没能挽回
生命。

这场飞来横祸一下击垮了两个家
庭，4位失独老人精神陷入崩溃。老人
们想到了医院里还在冷冻中的4枚试管
胚胎。有没有可能拿这4枚胚胎延续两
家的血脉？两家老人用尽各种方法与医
院交涉，但都遭到了拒绝。院方表示，医
院也很同情这家人的遭遇，但由于国家
对辅助生殖技术及胚胎处置都有明文规
定，因此医院不能将这个冷冻胚胎给他
们。
“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我们也不会放

弃。”在咨询了相关人士后，小明的父母
最终决定诉诸法院，并以自己的亲家为
被告，要求法院将冷冻胚胎的处置权判
给他们。审理中，法院依法追加南京鼓
楼医院为第三人。

难以界定 冷冻胚胎该由
谁来处置保管

2014年初，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

对这起特殊的处置权纠纷案件进行了公
开审理。法庭上出现了奇怪的一幕，四
位老人虽然分坐在原、被告席上，但对事
实和诉请的态度却十分一致，所有的矛
盾集中在第三方医院的身上。围绕本案
中冷冻胚胎的性质，能否适用继承法的
条款，三方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辩论。

原、被告双方都认为，冷冻胚胎是死
者双方遗留下来的，是他们生命延续的
标志，作为死者的父母，原、被告都有权
继承并获得胚胎的监管和处置权，要求
法院判令医院移交冷冻胚胎，交予原告
或被告自行保管。

相对于原、被告四位老人的悲恸，作
为第三方出席庭审的江苏省南京鼓楼医
院以事实说话，一口气拿出了当初小明
接受辅助生殖治疗时与医院签订的辅助
生殖染色体诊断知情同意书，配子、胚胎
去向知情同意书及胚胎和囊胚冷冻、解
冻及移植知情同意书三份文件。这三份
文件分别证明了小明夫妇同意医院按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代为处理或丢
弃多余的配子(卵子、精子)或胚胎，对于
已经成功的囊胚由医院负责冷冻保存，
保存期限为一年，首次费用为三个月，如
需继续冷冻，需补交费用，逾期不予保
存。如果超过保存期，则同意将胚胎丢
弃。院方委托代理人认为，小明夫妻生
前已签署手术同意书，同意将过期胚胎
丢弃，如今两人已经去世，无法完成植入
胚胎和生育过程，原、被告都无权替代死
者行使权利，应按同意书的约定由院方
处置涉案的四枚冷冻胚胎。

院方还表示，对于“试管婴儿”技术
及相关管理问题，原卫生部先后出台了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及《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等文
件规定。作为医疗机构，院方不可能违
反主管部门规定而对少数个人特殊对
待。因此，对于老人的请求，院方只能予
以同情。

判决结果 法院不支持原
告诉请

事实上，关于冷冻胚胎的归属，不仅
是国内的难题，即使在国外也没有一致
的判定标准。我国法律中关于“试管婴
儿”技术中冷冻胚胎的性质界定及相关
人所有的权利至今还是空白，法律学界
也有多种看法和观点。

在本案之前，国内曾出现过冷冻胚
胎的归属官司，例如山东曾出现过夫妻
在进行辅助生殖治疗过程中离婚时胚胎
的归属权纠纷，原卫生部也曾特许妻子
在丈夫去世后再次植入冷冻胚胎受孕，
但像本案这样夫妻双双离世由双方父
母争夺胚胎处置权的情况，国内尚属首
次。有学者认为，胚胎是生命而非遗
产，取得冷冻胚胎的指向很明显就是代
孕，在我国目前明令禁止代孕的情况
下，第三人取得冷冻胚胎的处置权是不
合法的。但也有专家认为，虽然冷冻胚
胎是否属于“物品”还存在一定争议，但
如果纯粹从民法物权的概念来说，在夫
妻已经死亡的前提下，父母可以对其子
女留下的“冷冻胚胎”进行处置，这个处
置权既包括销毁，也可以包括拿走。法
律禁止代孕，但不影响对方行使这种“处
置权”。

经过详细调查取证并广泛咨询相关
专家意见后，2014年5月15日，宜兴法
院对这起冷冻胚胎处置权纠纷案作出一
审判决。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
法律保护。小明夫妇因自身原因而无法
自然生育，为实现生育目的，夫妻双方至
鼓楼医院施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
术。现夫妻双方已死亡，作为双方父母
的原、被告均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原告主
张小明夫妇手术过程中留下的胚胎作为
其生命延续的标志，应由其负责保管。
但施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过程中
产生的受精胚胎为具有发展为生命的潜

能，含有未来生命特征的特殊之物，不能
像一般之物一样任意转让或继承，故其
不能成为继承的标的。同时，夫妻双方
对其权利的行使应受到限制，即必须符
合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不违
背社会伦理和道德，并且必须以生育为
目的，不能捐赠、买卖胚胎等。本案中小
明夫妇均已死亡，通过手术达到生育的
目的已无法实现，故其夫妇两人对手术
过程中留下的胚胎所享有的受限制的权
利不能被继承。综上，宜兴法院依法判
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失独”背后的深层思考

老人们没能够通过法律拿到冷冻胚
胎，争夺冷冻胚胎的案件到此告一段
落。但几乎所有知道案情的人无不对老
人的遭遇唏嘘同情。据媒体报道，中国
目前失独家庭已超100万，并正以每年
7.6万的速度递增。这些经历坎坷的老
人们唯一的孩子不幸离世，再生育无望，
“无儿防老”的他们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
地。“失独后的余生何处安放”，成为了一
个心酸但又现实的问题。

针对失独现象，各地政府已相继出
台相关补助政策。例如杭州就于2013
年末发布了针对失独家庭的特殊辅助制
度，规定由计划生育公益金给予失独家
庭一次性的资金补助。但对于更多晚年
寂寥的失独老人来说，亲情的抚慰才是
他们解开心结、安度晚年的保障。就如
同案件中的4位老人，不惜花费大量精
力物力所求的是精神的安慰和家族的传
承。他们的艰难索求也得到了人们的普
遍同情，在媒体前期报道后，就有网友评
论：“四位失独老人，就不能考虑一下他
们的特殊情况吗？也许这个孩子能给他
们带来一生的快乐。”

对此，主审此案的法官陆亚琴表示，
不论是为了缓解“失独”问题，还是为了
应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和需求，
制定和出台辅助生殖相关问题的法律法
规都将是大势所趋。据她调查，自1988
年大陆首例试管婴儿诞生后，国内相关
技术产业呈现飞速发展态势，目前国家
批准的可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机构
共356家，仅江苏省就有22家，估计每年
全国试管婴儿培育数量在30万左右，且
在不断增长中。

失独老人要求继承冷冻胚胎未获支持

辅助生殖领域法律空白亟待填补
赵 玲

本报邵阳5月19日电 今天，
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邵阳
市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人大代
表，原邵阳市大祥区政协常委李科良
等19名被告人被控犯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12项罪名
一案一审开庭审理。

检察机关指控，2000年至2012
年，李科良及其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
通过虚报注册资本，隐匿、销毁会计
凭证、骗取贷款，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发放高利贷等经济犯罪获取巨额
经济利益的同时，组织指挥手下成员
不断以暴力手段实施故意伤害、敲诈
勒索、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等行为强

揽工程、垄断行业大肆敛财，实施故
意伤害犯罪4起，重伤3人，轻伤4
人；寻衅滋事16起，打伤20余人；
敲诈勒索5起；强迫交易6起。该涉
黑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从邵阳市区一
直蔓延至邵阳县谷洲镇，严重侵害了
当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财产权
益，严重扰乱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
秩序，严重影响了当地社会治安稳定
和经济社会发展。

包括5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
及部分被告人亲属在内的200余名群
众参加旁听。由于案情重大复杂，本
次庭审预计将持续5天，庭审后法院
将择期宣判。 （刘 勇 周盖雄）

邵阳市原人大代表涉黑案提起公诉

本报讯 近日，陕西省汉中市
汉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利用微
信诈骗他人钱财的案件，以诈骗罪
判处被告人张俊有期徒刑九个月，
并处罚金1.3万元；并责令退赔被害
人损失6549元。

2013年10月，被告人张俊在使
用微信“查找附近的人”功能时，
与被害人小艳加为好友。随后，张
俊虚构了姓名和其交谈，谎称自己
在汉中做水电工程，并称自己在汉
中市区内有房有车，因在聊天中得
知小艳正在为租房子而发愁，张俊
便“仗义”的表示，会将自己一套
精装房屋租给小艳，由此获得了小
艳的信任，一来二去聊得火热的二
人见了面吃了饭，小艳更是对体贴

的张俊颇有好感。几天后，张俊便
以自己的车被同事开到外地，而钱
包和钥匙全在车上，回不了家又身
无分文为由向小艳借钱。随后短短
的一个月里，张俊先后多次以各种
理由骗取小艳现金及透支其信用
卡。后小艳多次向张俊索要钱款未
果，这才察觉自己可能上当受骗，
赶忙报了案。经查明，张俊先后骗
得小艳钱财共计6549元，所得钱财
已全部挥霍。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俊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诈骗他人
钱财，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
罪。公诉机关指控其罪名成立。遂依
法对其作出以上判决。

（贾明会 姜晓玲）

微信“找人”设陷阱 骗取钱财获刑罚

本报东莞5月19日电 小作坊
违法生产销售国外名牌眼镜，前后生
产标识有GUCCI和GIVENCHY商
标的眼镜1.4万余副，非法经营额高
达90.7万元。今天，广东省东莞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二审公开开庭审
理，并当庭作出判决。作坊老板张某
虽在质监部门查处后投案自首，但终
因触犯假冒注册商标罪,且非法经营
额超过25万元，属法律规定的特别
严重情节，被终审判处有期徒刑四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5万元。

2010年5月，张某与他人合资注
册东莞市常平锦浩眼镜厂，经营加工
眼镜。为牟取更大利益，当年8月
起，在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即被害单
位古乔古希股份公司 （GUCCIO
GUCCIS.P.A.）和法国纪梵希有限
公司（GIVENCHY S.A）许可的情
况下，张某开始私自制造并销售带有
GUCCI、GIVENCHY注册商标的眼
镜。

截至2012年5月，张某制造并销
售标注 GUCCI商标的眼镜 10408
副，得款68.84万元；制造并销售标
注GIVENCHY商标的眼镜48副，得
款2400元，累计销售额达69.06万
元。

2013年1月5日，在一场执法行
动中，东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在张某
设在常平镇的眼镜加工作坊内现场查
获其制造但尚未销售的眼镜3410副，
总价达21.64万元。其中，标注GUC�
CI商标的成品太阳镜有3060副，价
值约19.89万元；标注GIVENCHY商
标的成品眼镜有350副，价值约1.75

万元。
同年3月25日，张某前往公安机

关投案。
当年11月6日，东莞市第三人民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未经注册商标
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
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非法经营数
额达90.7万元，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
罪。考虑到其案值远超25万元，属于
法律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应在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间进行量
刑。但鉴于张某有自首情节，且系初
犯偶犯，认罪态度好，东莞市第三人
民法院遂以假冒注册商标罪从轻判处
张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45万元。

一审判决后，张某不服，并提出
上诉。东莞中院经审理后认为，一审
法院已充分考虑了上诉人自首及认罪
态度好等情节，定罪准确，量刑适
当，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马远斌 黎谢荣）

违法产销名牌眼镜 小作坊主获刑4年
非法经营数额在25万元以上 属“情节特别严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一十三条 未经注册商标
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
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
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法条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