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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法官■

网上发帖举报 内容真假混同

捏造事实被判道歉并赔偿2000元
本报讯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石油分公司原总经理助理向
仕铭，非法收受油品承运商好处费
14.2万元，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罪。近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审结该案，并依法改判其有期徒
刑四年零六个月。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一审认
定，2011 年至 2013 年的春节，向仕
铭在担任中石化重庆分公司经营管
理处处长、总经理助理的过程中，
利用其负责或领导经营管理处全面
工作及对成品油公路承运商进行监
督、指导等管理工作的职权，先后
三次收受油品承运商高某某以过节
费等名义给予的好处费港币 5 万元、
人民币 5万元及面值 5万元港币的中
国银盛商旅卡一张，另收受油品承
运商赵某给予的好处费人民币 1 万
元。其中，向仕铭对 2013 年春节前
收受的商旅卡，在更改商旅卡使用

密码将其占为己有后并未使用；同
年8月，向仕铭得知高某某被检察机
关带走调查，即主动将该卡退还给行
贿人高某某。一审中，向仕铭的家属
代为退清全部赃款。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向仕铭身
为国家出资企业分支机构中的管理人
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4.2万余元，为他
人牟利，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
员受贿罪，且数额巨大。鉴于被告人
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应
予从轻处罚，且在案发前退清部分赃
款，案发后积极退还全部赃款，依法
可予酌情从轻处罚，遂以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并
处没收财产3万元。

二审期间，向仕铭检举他人犯罪
事实，经查证属实，具有立功情节，
依法可减轻处罚。重庆五中院对其依
法予以改判。 （梁 婷）

本报讯 离婚后发现孩子不是亲
生的，北京市民于先生起诉前妻和孩
子，要求给付 151 万余元并返还轿
车。近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判
决支持了于先生的部分诉讼请求。

于先生和王女士2004年3月登记
结婚。两个月后，王女士生育一子小
奇 （化名）。2009年初，二人协议离
婚，双方约定小奇由王女士抚养，于
先生每月给付 2000 元生活费。2013
年 10 月，于先生与小奇进行了亲子
关系鉴定，经鉴定二人不是亲生父子
关系。

于先生诉称，离婚后，其除了每
月给付抚养费，还多次给付各种费
用，并借给王女士一辆轿车用于接送
孩子上学。其为孩子付出了十年的感
情和精力，现得知儿子并非自己亲
生，难以承受精神与经济的巨大压
力，起诉要求被告王女士和小奇返还
抚养费131万余元，要求王女士赔偿
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并返还轿车。

被告王女士辩称，孩子出生时于

先生知道孩子不是他亲生的，王女士
承认于先生曾给王女士109万元和一
辆车，但该笔钱并不是抚养费，因为
其一直在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帮助于
先生，该笔钱是于先生支付给自己的
商务酬谢、偿还债务和治病费用。

法院审理认为，王女士在与于先
生婚姻存续期间与案外人生育一子，
王女士的行为违反了夫妻之间相互忠
实之义务，给于先生的精神上造成了
一定的痛苦，作为无过错方的于先生
有权要求赔偿。因原告于先生提供的
证据不足以证明支付给被告王女士的
100余万元是抚养费，并且原告于先
生与被告王女士在离婚协议中已对抚
养费的金额及方式进行了约定，故原
告以抚养费为由要求返还该部分款
项，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原告
要求被告返还车辆，被告不同意返
还，双方可另行解决。最终，法院结
合案件具体情况，判决被告返还原告
抚养费 20 万元，支付原告精神损害
赔偿金3万元。 （高琳琳）

收受油品承运商好处费
重庆中石化原总助获刑

离婚后发现孩子非亲生
诉求返还抚养费获支持

本报讯 （记者 马伟锋 通讯员
刘 川 李泽林）被告上网发帖举报他
人违建，为吸引眼球，以“村霸”、“包二
奶”、“私生子”等作标题，举报内容亦真
亦假、真假混同。近日，广东省增城市人
民法院判决被告李某就假的发帖内容向
原告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2000元。

被告李某是香港居民，现居住在增
城市新塘镇。从 2006 年以来，被告在
奥一网、凯迪网络网、天涯社区等知
名网站实名举报刘某违法建设和包养
情妇等。原告刘某认为被告侵犯了其
名誉权，向法院提起名誉权诉讼，请

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向原告赔礼道
歉，消除影响，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人民币 10 万元。被告当庭否认发帖行
为，并认为违法建设确实存在且被政
府处理。

法院经审理查明：从 2006 年起，
被告李某向有关部门举报刘某违法建设
一事，并同时在国内著名网络社交平台
发表《增城市“违建哥”村支书刘某何
以成为“物业哥”？？？》、《包养两情妇，
育私生子；包办高额公款旅游》等原创
帖文 12 篇。为吸引眼球，发帖标题中
出现“村霸”、“包二奶”、“私生子”等

字眼，将违法建设事实和生活腐化进行
嫁接和杂糅。同时，被告向增城市城乡
规划局举报刘某违法建设，增城市城乡
规划局于 2010 年三次作出 《违法建设
行政告知书》，确认了原告违法建设的
事实，要求原告拆除违建。

2013年5月，原告报警。被告在增
城市公安局某派出所的笔录中承认了举
报原告违章建设和“包二奶、私生子”
的事情，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
原告存在“包二奶、私生子”问题。

法院认为，被告通过网络举报原告
违建及“包二奶、私生子”。根据增城

市城乡规划局增规告字 ［2010］ 第 133
号、第 189号、第 190号《违法建设行
政告知书》 证实，原告存在明显的违
章建设，故该举报属实。据此，原告
以此为由，认为被告侵犯其名誉权无
理，不予采纳。被告在网络上称，原
告“包二奶、私生子”，根据现有证据
无法证明，被告该行为构成借检举、
控告之名侮辱、诽谤他人，造成他人
名誉损害，对此，被告应当承担停止
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
歉、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原告请求被
告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
礼道歉、赔偿损失的理由成立，予以支
持。但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
金 10 万元的依据不充分，不予采纳，
酌定2000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不服一审判决，
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
维持原判。

本报讯 江苏茧缘丝绸科技有限公
司于2013年5月获得“久久黄金”商标
使用权销售大米，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同
一城市的百味食品公司使用“黄金米”
商标销售大米，而“黄金米”商标并未
获准注册，遂以侵犯其注册商标权为由
将该公司告上了法院。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此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决，认定
这两个标志近似度不高且被告善意使用

“黄金米”标志在先，驳回原告的诉讼请
求。

茧缘公司于 2012 年开始种植和销
售“久久黄金”牌有机大米，并于
2013年5月获得“久久黄金”注册商标
权，核定使用商品为米、谷类制品等。
百味公司成立于 2003 年，经营范围为
大米销售、谷物豆类批发零售等。

从 2010 年始，百味食品公司在其
种植销售的大米产品上使用“黄金米”
商标，该品牌大米自 2010 年起连续三
年获得中国优质稻米博览交易会金奖，
并于 2012 年先后荣获全国粳稻米产业
大会金奖大米、第六届中国国际有机食

品博览会暨BioFach China 金奖等诸多
荣誉，但因与他人已注册商标相冲突，

“黄金米”商标虽经百味公司几次申请
均未获准注册。2013年 10月 21日，百
味公司再次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黄
金米”商标，已被受理。

茧缘公司认为，百味公司将“黄金米”
作为商标并在外包装上突出使用“黄金”
二字的行为侵犯了其注册商标专用权，遂
一纸诉状将百味公司告上了海安县法院，
请求立即停止使用“黄金米”商标标识，并
赔偿其经济损失人民币3万元。

海安县法院审理认为，“久久黄
金”商标因其固有的含义显著性较弱，
茧缘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商标经使
用已具有知名度，且在“久久黄金”商
标注册前，百味公司已将“黄金米”作
为商业标识善意使用在先，并获得诸多
荣誉，在业内拥有较高知名度。同时，
两商标在文字字数、字形、呼叫方式、
含义及视觉上明显不同，相关公众施以
一般的注意力，不会对两商标产生混淆
和误认。据此，一审法院驳回茧缘公司
的诉讼请求。

茧缘公司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
诉。

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一审认定事
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遂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顾建兵 王立朋）

“久久黄金”米诉“黄金米”侵权

善意使用在先不构成商标侵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
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九条第二款将‘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
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注册
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规定为认定
商标近似的要素，因此使用近似商标而
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应以混淆作为
构成要件。”

据全国法院办案标兵、该案二审审
判长陶新琴介绍，本案“黄金米”标识
与“久久黄金”注册商标不构成混淆，
理由如下：

其一，尽管“黄金米”标识与“久
久黄金”注册商标均使用在大米上，使
用商品相同，但在字数、读音、含义及

字形上存在差异，在当今消费者识别能
力普遍提升的情况下，二者难以使消费
者产生误认。

其二，侵权判定的参照物应是注册
商标而非擅自修改后实际使用商标。
茧缘公司在其大米外包装上使用的

“久久黄金”商标，“黄金”二字明显
超过“久久”及“大米”文字，属于
擅自修改注册商标而不规范使用的情
形，如因此导致或者可能导致消费者

对其商标标识与“黄金米”标识产生
误认，则不可归责于百味公司。双方
实际使用标识的图案背景、汉字大小
均不相同，也能够促进消费者对二者加
以区分。

其三，使用常见词汇作为商标或者
商标要素，商标保护强度相对降低。权
利人注册常用词汇为商标，不应限制他
人正当使用。“黄金米”标识与“久久
黄金”商标相同部分为“黄金”二字，

而黄金是一种贵金属的名称，是通用名
词，茧缘公司不能因其注册商标中含有
该文字而禁止他人使用。双方商标系在
黄金二字上添附前后缀，从实际图案
看，消费者能够加以区分。

其四，判断标识是否造成混淆还应
考量历史等综合因素，并从促进公平竞
争角度保护适当共存关系。百味公司使
用“黄金米”在先，故其无涉嫌攀附

“久久黄金”商标的故意，而茧缘公司
作为同一地区的同业竞争者，应当知道
百味公司在先使用“黄金米”商标，其
仍以“久久黄金”申请注册，说明其自
身认可“久久黄金”与“黄金米”标识
能够区分。

“黄金米”与“久久黄金”米不构成混淆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8月5日（总第6061期）

天津尚元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于庆武诉天津尚元食品
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申请人于庆武申请执行高新区劳
仲案字 （2014） 第 383号裁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
院（2014）南执字第1490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即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天津大元牛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爽诉天津大元牛

业集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申请人刘爽申请执行高新
区劳仲案字（2014)第310号裁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本院（2014）南执字第1208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即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天津宝龙伟业钢结构有限公司：天津盛亿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与你公司厂房租赁纠纷一案，天津盛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
请对你公司租赁使用的产权为天津盛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厂
房损坏程度及修复费用进行评估鉴定。你公司应于本公告送达
期满之日起第3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来本院司法
技术辅助工作办公室参加选择评估机构。逾期视为弃权，不影
响评估鉴定程序的正常进行。本公告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刘子藏：本院受理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大港支行

申请执行（2013）滨港民初字第2576号民事判决书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滨港执字第1235号
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
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承德市建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承德市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本院作出的（2009）承民初字第
93号民事判决书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09） 承中执字第 72-1、72-2、72-3、72-4、72-5号执行
裁定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侯学林、仝子龙：本院受理侯俊峰与你们健康权纠纷一

案，申请人侯俊峰申请执行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许民
终字第 123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4）长法执字第00564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长葛市人民法院
陶学伟、张秋卷、周华民：本院受理苗会军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申请人苗会军申请执行本院（2012）长民二初字
第 02692 号民事调解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3）
长法执字第00035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长葛市人民法院
湖南中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湖南省第五

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湘潭兴鸿润工贸有限公司、湖南中荣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湖南省株
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株中法管终字第 42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南]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

湖南中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湖南省第五
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湘潭兴鸿润工贸有限公司、湖南中荣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重新指定举期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南]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

梁琪 谢爱民：本院受理陈平连申请执行(2013)冷民二初
字第 570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4)冷法执字第 175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自动履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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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冷水江市人民法院

于桂兰：本院受理申请人大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请强
制执行被执行人于桂兰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2014） 大行非执字第 109号行政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行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本裁定则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大安市人民法院

吴炳明、王俊宝、郭玉胜、梅芳、王柱：本院受理的瓦房
店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李官信用社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查终结，作出（2014）瓦执更字第82、84、86、87、89
号执行裁定书，变更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瓦房店李
官支行为本院 （2012） 瓦民初字第 2316、2339、2251、2347、
2337号民事判决书的申请执行人。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述
执行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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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

吴炳然、孙成和、包朝乐门、任丽芳、贾永辉、宋允奇：
本院受理的瓦房店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李官信用社与你们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查终结，作出 （2014） 瓦执更字第 72、
73、75、76、78号执行裁定书，变更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瓦房店李官支行为本院 （2012） 瓦民初字第 2256、
2350、2318、2351、2250号民事判决书的申请执行人。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述执行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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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

关世成、苏国华：本院受理的瓦房店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李官信用社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查终结，作出
（2014） 瓦执更字第 92、93号执行裁定书，变更大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瓦房店李官支行为本院（2012）瓦民初字第
2342、2338号民事判决书的申请执行人。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上述执行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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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

丁胜：本院受理的瓦房店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得利寺分社
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作出（2014）瓦
执更字第 161号执行裁定书，变更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瓦房店得利寺分理处为本院 （2011） 瓦民初字第 338号民
事判决书的申请执行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执行裁定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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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

杨淑红：本院受理赵延庆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
赵延庆申请执行 （2013） 站民二初字第 00142 号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站执字第 00298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3日内，自动履
行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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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

曹旭辉：本院已立案执行的伊勇与你及耿茜茹、山东齐诺
投资有限公司、山东凯达格兰食品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山东启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启
新鉴字 （2014） 第 27 号价值评估鉴定报告和本院作出的
（2013） 桓执字第 836号-5号执行裁定书。如对该评估报告有
异议，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异议。逾期未
提出异议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包括拍卖选机构、降价等
相关事项）。 [山东]桓台县人民法院

肖迎雪、孙建标、王锡庆、蔡红霞、胡金山、孙娟娟：本院
受理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立案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潍城执字第503号
执行通知书、（2014）潍城执字第503-1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吴志刚、高玉秋：本院执行的白晓燕、张瑞国申请执行你

们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二案，因你们不在家，无法送达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 青法执字第 451号、452号
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自本公告送达之日次日起叁日内履行法
律义务。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
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东]青州市人民法院
梁秀华：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凌新廷申请执行（2014）安

民初字第 401号民事判决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
法律文书确定的住址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执行通知书，现向你公
告送达 （2014） 安执字第 401号执行通知书，限你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来本院领
取执行通知书，逾期视为送达。 [山东]安丘市人民法院

高红霞：申请执行人丛树信与你民间借贷合同纠纷
（2011） 威环民初字第 2177号民事调解书一案，本院已立案执
行。因你住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2）威环执

字第541-6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山东]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张东田：本院受理的王义章申请执行你确认合同有效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宁法执字第 456号执行通
知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于本通知书
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 （2013） 宁商初字第 372号民事判决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东]宁津县人民法院
史玉良：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王瑞安与你欠款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2） 沂南执字第 96-1号
执行裁定书，拍卖被执行人史玉良所有的柳工ZL30E装载机一
台。上述裁判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本裁定生效后，请于生效后的第2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
顺延）到本院技术室监督选择拍卖机构，逾期视为放弃监督选
择权利。 [山东]沂南县人民法院

成都珈美印务有限公司、李居易、郑六强：本院执行的四
川众汇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们其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武侯执字第2557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按照本院（2012）武侯民初字第4988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义务。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曹县昊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贵林、陈莉：我院执行
的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曹县昊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
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裁定变更第三人董付龙为本案
的申请执行人，继受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权利义务，现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1） 菏执字第 41-2号、第 41-3号执行
裁定书。你们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行一庭领取执行
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届时如不领取，本院将不再另行公
告，直至过户。 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魏衍陶、魏衍顺：本院受理朱锁庆申请执行魏衍陶、魏衍
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朱锁庆申请执行菏泽市牡丹区人
民法院 （2013） 菏牡民字第 334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2014） 菏牡执字第 660号执行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五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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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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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清远 8月 4日电 今天下
午，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对
清城区环保局原局长陈柏和滥用职
权、受贿一案进行了一审宣判，以滥
用职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以受
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
财产3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
零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3万元。

2011 年 4 月的一天，村民向清城
区环保局投诉甲公司将经营的猪场的
猪粪排入北江某支流，影响了村民的
生活用水。但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陈
柏和却利用其局长身份、职权，以行政
处罚作为生财之道，在2011年中秋节
前后某天收取该公司经理王某好处费
3 万元。之后，又分别四次共收取王
某好处费2万元。

另查明， 2010 年至 2013 年期
间，陈柏和在对清城区相关企业进行
执法、检查、协助年审及介绍环评业
务、审批过程中，多次收受乙公司法
人代表张某8万元、收受丙公司职员
王某12万元。

此外，陈柏和还在对清城区石角
镇一家无牌无证电镀作坊进行环保执
法过程中，在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手续
的情况下将并不属于危险废物范围的
铜板、电镀挂件等违规扣押后非法变
卖，从中获利1万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柏和身为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
权，造成他人经济损失，严重损害国
家行政执法机关的声誉，造成恶劣的
社会影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
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依法
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不属于自动投
案，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也没有如实供
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不能认定为
自首，也不属于认罪态度好，但鉴于
被告人退出赃款 25 万元，可酌情从
轻处罚，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
节、悔罪表现等，遂依法作出前述判
决。

宣判后，被告人陈柏和当庭表示
上诉。 （蒋茂杰）

防城港开审一起逃税逾13亿元走私烟酒大案 滥用职权并受贿

清远市清城区原环保局长一审获刑十年半

本报防城港 8 月 4 日电 （记者
费文彬 通讯员 吴凰汇 朱学泳）今
天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特大走私名
烟名酒案件，偷逃税款高达 13 亿余
元。据悉，该案是防城港中院建院以来
审理的偷逃税款最大的走私案，在广西
也实属罕见，庭审当天有近200名家属
及群众前来旁听。

公诉机关指控，2012年9月至2013
年 8 月 15 日间，被告人简建华、陈海
鹏、杨发强、曾庆欢等人为牟取非法利
益，通过“保货”的方式组织人员从越
南将烟酒走私进入中国境内。在“保

货”环节中，简建华占40%的股份，陈
海鹏、杨发强各占20%股份，简建华负
责联系货源及买家，杨发强、陈海鹏
具体组织安排人员做工，曾庆欢负责
管理走私烟酒的账目和费用。

在具体走私过程中，被告人吴明
龙负责到越南开柜验货、点数，并将
货物数量编成短信发送给境内接应的杨
发强、陈海鹏等人，然后安排船只将烟
酒从越南经中越界河北仑河偷运至中国
东兴市罗浮渔鸭埠等非设关码头。陈宇
仪（另案处理）在码头雇请人员驾驶摩
托车将烟酒拉运到东兴市东郊社区附近
的货场过驳至面包车，在货场由被告人
曾庆华等（另案处理）点数、记录，再
由其他被告人驾驶面包车经小路绕过横
江公安边防检查站将烟酒拉运至防城港
石角货场交货。根据查获的数名被告人
的手机短信及笔记本记录走私烟酒的信
息统计，该团伙在2013年3月至8月15
日 期 间 ， 走 私 各 类 烟 酒 入 境 共 计

234073件，偷逃税款人民币13亿余元。
公诉机关认为，简建华等 15 名被

告人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从
国外走私烟酒入境，偷逃应缴税额特别
巨大，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相关规定，犯
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走

私普通货物罪追究刑责。
据了解，该 15 人作案团伙中，年龄

最大的 37 岁，最小的 20 岁，有 7 名作案
人员是“90后”。

该案在当地影响很大，由于案情复
杂、证据繁多，庭审时间预计为期4天。

图为15名被告人在法庭上接受审判。 吴凰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