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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例重大飞行事故案一审宣判
“伊春空难”飞行员被判三年 违规操纵致飞机坠毁并擅自撤离
本报伊春 12 月 19 日电 （记者 段
春山 通讯员 田爱民） 今天，黑龙江
省伊春市伊春区人民法院对我国首例重
大飞行事故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法
院认定被告人齐全军犯重大飞行事故
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伊春区法院审理查明，
2010年8月24

日，
被告人齐全军担任机长执行河南航空
E190 型哈尔滨至伊春 VD8387 客运航班
任务，
由朱建洲担任副驾驶（已死亡），
二人
均为首次执行伊春林都机场飞行任务。20
时 51 分，飞机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起
飞，
被告人齐全军作为客运航班当班机长，
违反航空运输管理的有关规定，
违规操纵

飞机实施进近并着陆，
致使飞机于21时38
分坠毁。事故发生后，
机长齐全军未履行
机长职责擅自撤离飞机。机上幸存人员分
别通过飞机左后舱门、
驾驶舱左侧滑动窗
和机身壁板的两处裂口逃生。
伊春区法院认为，被告人齐全军作
为客运航班当班机长，违反航空运输管

广药与加多宝
“红罐之争”一审落槌
加多宝构成侵权并赔偿损失 1.5 亿元
本报广州 12 月 19 日电
广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今天一审宣判加多宝与广
药的“红罐之争”，广东加多宝饮料食
品有限公司被判构成侵权，并赔偿广州
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 1.5
亿元以及合理维权费用 26 万余元。
自广药集团收回加多宝公司对“王
老吉”商标的使用许可后，双方便摩擦不
断，在全国各地发生多起诉讼。在广东
高院互诉的这两起案件则是重中之重。
这两起案件均发起在 2012 年 7 月，先是
加多宝公司把广药全资子公司广州王老
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告上法庭，要求
停止侵犯并索赔 3096 万元。接着，广药
集团又把鸿道（集团）有限公司、加多宝
公司告上法庭（后又撤回对鸿道集团的
起诉），要求停止侵犯并索赔 1.5 亿元。

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该两案于
2013 年 2 月 5 日统一由广东高院受理，
案号分别为 （2013） 粤高法民三初字第
1 号和第 2 号案，两案案由均被确定为
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并
合并审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两案所涉知名
商品为“王老吉凉茶”，该知名商品特
有包装装潢的内容是指：标明在王老吉
红罐凉茶产品的罐体上包括三个竖排的
黄色字体“王老吉”等文字、红色底色
等色彩、图案及其排列组合在内的整体
内容。法院认为，在“王老吉”商标被
许可给鸿道集团使用之前，该商标已是
中华老字号和广东省著名商标，在公众
中已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在红罐凉茶
包装装潢上突出使用“王老吉”就承载

着相应的巨大商誉和价值。尽管加多宝
公司在后来确实对王老吉红罐凉茶知名
度提高作出了贡献，但由此所产生的商
誉仍然是附属于知名商品王老吉凉茶
的。而此时的“王老吉”商标已与红罐
凉茶包装装潢的其他要素紧密结合、密
不可分，一并构成本案包装装潢。因
此，广药集团在收回王老吉商标时，附
属于涉案知名商品的特有包装装潢就应
一并归还给广药集团。
法院还认为，加多宝公司生产、销
售的一边标注 “王老吉”、一边标注
“加多宝 ”的红罐凉茶及两边均标注
“加多宝”的红罐凉茶，与王老吉红罐
凉茶包装装潢的各种构成要素，包括文
字、色彩、图案及其排列组合，在整体
视觉效果上无实质性差异，属于相近似

北京动物园原副园长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本 报 北 京 12 月 19 日 讯 （记 者
许 聪） 今天，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一审以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罪数罪并罚，
判处原北京动物园副园
长、
北京市陶然亭公园管理处园长肖绍祥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审理查明，2005 年 4 月至 2012
年 6 月间，
肖绍祥利用担任北京动物园副
园长、陶然亭公园管理处园长，主管动物
园基建、110 千伏输变电站拆迁、草库拆

⇨上接第三版
关键词
民事诉讼 执行复议 到期债权
协助履行
裁判要点
被执行人在收到执行法院执行通知
之前，收到另案执行法院要求其向申请
执行人的债权人直接清偿已经法院生效
法律文书确认的债务的通知，并清偿债
务的，执行法院不能将该部分已清偿债
务纳入执行范围。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
基本案情
中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投公司） 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广达路证券营业部 （以下简
称海通证券营业部） 证券权益纠纷一
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福
建 高 院） 于 2009 年 6 月 11 日 作 出
（2009） 闽 民 初 字 第 3 号 民 事 调 解 书 ，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中投公司于 2009
关键词
民事诉讼 执行复议 涉外仲裁裁
决 执行管辖 申请执行期间起算
裁判要点
当事人向我国法院申请执行发生法
律效力的涉外仲裁裁决，发现被申请执
行人或者其财产在我国领域内的，我国
法院即对该案具有执行管辖权。当事人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时效期间，应当自
发现被申请执行人或者其财产在我国领
域内之日起算。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二百三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三条
基本案情
上海金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
简 称 金 纬 公 司） 与 瑞 士 瑞 泰 克 公 司
（RETECH Aktiengesellschaft， 以 下 简
称瑞泰克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由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 2006
年 9 月 18 日作出仲裁裁决。2007 年 8 月
27 日 ， 金 纬 公 司 向 瑞 士 联 邦 兰 茨 堡
（Lenzburg） 法院 （以下简称兰茨堡法
院） 申请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并提
交了由中国中央翻译社翻译、经上海市
外事办公室及瑞士驻上海总领事认证的
仲裁裁决书翻译件。同年 10 月 25 日，
兰茨堡法院以金纬公司所提交的仲裁裁
决书翻译件不能满足 《承认及执行外国
仲 裁 裁决公约》（以下 简称 《纽 约 公
约》） 第四条第二点关于“译文由公设
或宣誓之翻译员或外交或领事人员认
证”的规定为由，驳回金纬公司申请。
其后，金纬公司又先后两次向兰茨堡法

迁等工作的职务便利，在北京动物园兽
舍改造、陶然亭公园玉虹桥改建及休息
游廊工程项目中，
先向中标、施工单位全
额或多支付工程款，要求上述单位开具
发票入账，然后要求上述单位返还部分
或多支付的工程款、指使下属以动物园
职工宿舍厕所和小院的名义向拆迁公司
索要补偿、出具虚假委托书、虚开发票等
手段，将返还的工程款、拆迁公司申领的
补偿款、拆迁方补偿给单位的拆迁补偿
款、从公园领取的转账支票等款项，
存入

其个人实际控制的北京田龙飞宇雕刻艺
术品经营部账户，
予以部分或全部侵吞，
所侵占款项共计人民币 1400 万余元。
2007 年至 2008 年，肖绍祥利用担
任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并主管该园基建工
作的职务便利，为北京诚信双龙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在承揽北京动物园基建工程
方面提供帮助，为此收受该公司实际控
制人尤某给予的好处费 10 万元。
截至 2013 年 3 月 2 日案发前，肖绍
祥个人财产、支付明显超过合法收入，

理的有关规定，违规操纵飞机实施进近
并着陆，致使飞机坠毁，造成机上 44
人死亡、52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人
民币 3.0891 亿元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
构成重大飞行事故罪。依照 《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 规定，伊春区法院作出了
上述判决。

的包装装潢。加多宝公司上述行为已构
成不正当竞争，应当停止侵权并赔偿广
药集团的损失。而对于赔偿数额问题，
审计结果显示加多宝公司从 2011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0 月 31 日止获利数额已经
超过广药集团诉请的 1.5 亿元赔偿额，
法院据此认为广药集团索赔数额应予以
支持。
综上，法院在第 1 号案中依法判决
驳回了加多宝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在
第 2 号案中，法院判决加多宝公司于判
决生效日起立即停止使用与涉案知名
商品王老吉红罐凉茶特有包装装潢相
同或者相近似的包装装潢，停止生
产、销售上述包装装潢的产品，销毁
库存侵权产品，停止使用并移除或销
毁所有载有被控侵权产品的广告以及
各种介绍、宣传材料等，并在 7 日内赔
偿广药集团经济损失 1.5 亿元及合理维
权费用 265210 元，且须连续七天在指
定媒体上刊登声明 （声明内容由法院
审定），公开消除影响。
（林劲标）
差额部分折合人民币 800 万余元，不能
说明合法来源。
北京二中院经审理认为，肖绍祥身
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
公共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且数
额特别巨大；肖绍祥还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其行
为亦已构成受贿罪；肖绍祥财产、支出
明显超出合法收入，差额特别巨大，且
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其行为又已构成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肖绍祥所犯贪污
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均应
依法惩处，并数罪并罚。鉴于其违法所
得已全部追缴在案，对其可酌予从轻处
罚。据此，北京二中院作出上述判决。

⇨ 上接第一版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郑鄂、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慕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许前
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内
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胡毅峰、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勇
先后就行政审判工作的开展情况作了
交流发言。全国人大代表李大进，
最高
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应松年，
最高人民
法院特邀咨询员曹义孙、
毛婷和最高人
民法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各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分管院领导，部分

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

⇨ 上接第一版 省法制办应会同政
府各部门认真研究《报告》，对所提问
题和建议深入研究、及时整改，
深刻学
习领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提高
行政执法人员政治业务素质，规范行
政执法行为，
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上接第一版
在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后，
沈德咏
表示，
对于代表、委员就人民法院服务
海洋经济发展和其他各项工作提出的
真知灼见，
最高人民法院将认真研究吸
收，
不断加强和改进人民法院工作。他
指出，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
构想，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
“一带一路”
确定为明年重点实施的三
大战略之一。
“一带一路”
是党中央实施
新一轮对外开放、
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
举措。各级人民法院要紧紧围绕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
用，
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促
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积极保障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坚决维护海洋权

⇨ 上接第一版 全国政协委员、自
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郑锦春建议，在
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工作中，要充
分考虑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办案
成本高、双语法官稀缺等实际情况确
定法官员额比例，要确保现有业务核
心骨干不流失。
座谈中，刘学文对代表、委员提
出的具体问题进行了互动解答，并表
示，会后将认真汇总梳理这些意见和
建议，向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汇报，切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4 年 12 月 18 日发布）
申请。申请执行人的主要理由是：北京
东城法院的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和上海
二中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均违反了最
高人民法院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
（2000）执监字第 304 号关于法院判决的
债权不适用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
300 条规定 （以下简称意见第 300 条）
的复函精神，福建高院的裁定错误。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0 年 4 月 13 日
作出 （2010） 执复字第 2 号执行裁定，
驳回中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的复议请
求，维持福建高院 （2009） 闽执异字第
1 号裁定。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
院 （2000） 执监字第 304 号复函是针
对个案的答复，不具有普遍效力。随
着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管辖权的调
整，该函中基于执行只能由一审法院
管辖，认为经法院判决确定的到期债
权不适用意见第 300 条的观点已不再
具有合理性。对此问题正确的解释应
当是：对经法院判决 （或调解书，以
下通称判决） 确定的债权，也可以由
非判决法院按照意见第 300 条规定的
程序执行。因该到期债权已经法院判
决确定，故第三人 （被执行人的债务
人） 不能提出债权不存在的异议 （否

指导案例 37 号

上海金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与瑞士瑞泰克公司仲裁裁决执行复议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4 年 12 月 18 日发布）
院递交了分别由瑞士当地翻译机构翻译
的仲裁裁决书译件和由上海上外翻译公
司翻译、上海市外事办公室、瑞士驻上
海总领事认证的仲裁裁决书翻译件以申
请执行，仍被该法院分别于 2009 年 3 月
17 日和 2010 年 8 月 31 日，以仲裁裁决
书翻译文件没有严格意义上符合 《纽约
公约》 第四条第二点的规定为由，驳回
申请。
2008 年 7 月 30 日，金纬公司发现
瑞泰克公司有一批机器设备正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展览，遂于当日向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
申请执行。上海一中院于同日立案执行
并查封、扣押了瑞泰克公司参展机器设
备。瑞泰克公司遂以金纬公司申请执行
已超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 《民事诉讼法》） 规定的期
限为由提出异议，要求上海一中院不受
理该案，并解除查封，停止执行。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8
年 11 月 17 日作出 （2008） 沪一中执字
第 640－1 民事裁定，驳回瑞泰克公司
的异议。裁定送达后，瑞泰克公司向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复议。2011

年 12 月 20 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
出 （2009） 沪高执复议字第 2 号执行裁
定，驳回复议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
是我国法院对该案是否具有管辖权以及
申请执行期间应当从何时开始起算。
一、关于我国法院的执行管辖权
问题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涉
外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如果被执
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域内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
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鉴于本
案所涉仲裁裁决生效时，被执行人瑞泰
克公司及其财产均不在我国领域内，因
此，人民法院在该仲裁裁决生效当时，
对裁决的执行没有管辖权。
2008 年 7 月 30 日，金纬公司发现
被执行人瑞泰克公司有财产正在上海
市参展。此时，被申请执行人瑞泰克
公司有财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
的事实，使我国法院产生了对本案的
执行管辖权。申请执行人依据 《民事
诉讼法》“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仲裁裁决
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被申请人住所

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执行”的规定，基于被执行人不履
行仲裁裁决义务的事实，行使民事强
制执行请求权，向上海一中院申请执
行。这符合我国 《民事诉讼法》 有关
人民法院管辖涉外仲裁裁决执行案件
所应当具备的要求，上海一中院对该
执行申请有管辖权。
考虑到 《纽约公约》 规定的原则
是，只要仲裁裁决符合公约规定的基
本条件，就允许在任何缔约国得到承
认和执行。《纽约公约》 的目的在于便
利仲裁裁决在各缔约国得到顺利执
行，因此并不禁止当事人向多个公约
成员国申请相关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
行。被执行人一方可以通过举证已经履
行了仲裁裁决义务进行抗辩，向执行地
法院提交已经清偿债务数额的证据，这
样即可防止被执行人被强制重复履行或
者超标的履行的问题。因此，人民法院
对该案行使执行管辖权，符合 《纽约公
约》 规定的精神，也不会造成被执行人
重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义务的问题。
二、关于本案申请执行期间起算问
题
依 照 《民 事 诉 讼 法》（2007 年 修

益，
为
“一带一路”
战略的实施和海洋经
济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沈德咏表示，青岛是首批沿海开
放城市，与丝绸之路源远流长，在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具有独特优
势和条件。希望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及辖区法院、青岛海事法院加强调研
论证，认真研判“一带一路”建设中
面临的法律问题，妥善审理各类案
件，以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实际行
动保障和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8 位驻青岛及威海的全国人大代
表、2 位全国政协委员应邀出席座谈
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白泉
民，青岛中院和青岛海事法院负责同
志，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参加座谈。

通报法院情况 听取意见建议

中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证券权益纠纷执行复议案
法院账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二中院） 为执行上海中
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投公司纠纷
案，向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并于
2009 年 6 月 22 日扣划了海通证券的银
行存款 8777238.45 元。以上共计向中投
公司的债权人支付了 2000 万元，故其与
中投公司之间已经不存在未履行（2009）
闽民初字第 3 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付款
义务的事实，福建高院向其发出的执行
通知书应当撤销。为此，福建高院作出
（2009）闽执异字第 1 号裁定书，认定被
执行人异议成立，撤销（2009）闽执行字
第 99 号执行通知书。申请执行人中投
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复议

据了解，
《报告》分析了山西法院行
政案件审理情况及所呈现的特点和趋
势，
剖析了行政机关败诉的原因，
并针
对如何改进依法行政工作提出建议。
据悉，
2013 年，
山西全省法院共受理行
政一审案件1369件，
审结1296件，
受理
行政二审案件647件，
审结586件。

为“一带一路”建设和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指导案例 36 号

年 6 月 25 日向福建高院申请执行。福建
高院于同年 7 月 3 日立案执行，并于当
月 15 日向被执行人海通证券营业部、
海通证券发出 （2009） 闽执行字第 99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履行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被执行人海通证券及海通证券营业
部不服福建高院 （2009） 闽执行字第
99 号执行通知书，向该院提出书面异
议。异议称：被执行人已于 2009 年 6 月
12 日根据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以
下简称北京东城法院） 的履行到期债务
通知书，向中投公司的执行债权人潘鼎
履行其对中投公司所负的到期债务
11222761.55 元，该款汇入了北京东城

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部分基层人民法院
院长和行政审判庭法官在分会场参加
了会议。
又讯 会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与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李大
进，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应松
年，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曹义
孙、毛婷等人进行了座谈，认真听取
了他们对行政审判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李
少平、景汉朝出席，最高人民法院有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正） 第二百一十五条的规定，“申请
执行的期间为二年。
”
“前款规定的期
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
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
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
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
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鉴于我国法律有关申请执行期间起
算，是针对生效法律文书作出时，被
执行人或者其财产在我国领域内的一
般情况作出的规定；而本案的具体
情况是，仲裁裁决生效当时，我国
法院对该案并没有执行管辖权，当
事人依法向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
行该裁决而未能得到执行，不存在
怠于行使申请执行权的问题；被执
行人一直拒绝履行裁决所确定的法
律义务；申请执行人在发现被执行
人有财产在我国领域内之后，即向
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考虑到这类情
况下，外国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何
时会再次进入我国领域内，具有较
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应当合理确定
申请执行期间起算点，才能公平保护
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鉴于债权人取得有给付内容的生

实将好的建议落在实际工作中。同时
希望代表、委员能够继续关注、理
解、监督、支持法院工作，不断推动
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科学健康发展。
18 日上午，刘学文到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拜访自治区人大党组副书
记、副主任邢云，通报人民法院一年
来的工作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随
后到呼和浩特、包头法院就审判管理
工作、信息化建设和三大平台建设进
行调研。

认生效判决的定论）。本案中，北京
东城法院和上海二中院正是按照上述
精神对福建高院 （2009） 闽民初字第
3 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债权进行执行
的。被执行人海通证券无权对生效调
解书确定的债权提出异议，不能对抗
上海二中院强制扣划行为，其自动按
照北京东城法院的通知要求履行，也
是合法的。
被执行人海通证券营业部、海通
证券收到有关法院通知的时间及其协
助有关法院执行，是在福建高院向其
发出执行通知之前。在其协助有关法
院执行后，其因 （2009） 闽民初字第
3 号民事调解书而对于申请执行人中
投公司负有的 2000 万元债务已经消
灭，被执行人有权请求福建高院不得
再依据该调解书强制执行。
综上，福建高院（2009）闽执异字
第 1 号裁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
律正确。故驳回中投公司的复议请
求，维持福建高院（2009）闽执异字第
1 号裁定。
效法律文书后，如债务人未履行生效
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债权人即可申请
法院行使强制执行权，实现其实体法
上的请求权，此项权利即为民事强制
执行请求权。民事强制执行请求权的
存在依赖于实体权利，取得依赖于执
行根据，行使依赖于执行管辖权。执
行管辖权是民事强制执行请求权的基
础和前提。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
的执行管辖权与当事人的民事强制执
行请求权不能是抽象或不确定的，而
应是具体且可操作的。义务人瑞泰克
公司未履行裁决所确定的义务时，权
利人金纬公司即拥有了民事强制执行
请求权，但是，根据 《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对于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仲
裁申请执行，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
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应当
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
申请承认和执行。此时，因被执行人
或者其财产不在我国领域内，我国法
院对该案没有执行管辖权，申请执行
人金纬公司并非其主观上不愿或怠于
行使权利，而是由于客观上纠纷本身
没有产生人民法院执行管辖连接点，
导致其无法向 人 民 法 院 申 请 执 行 。
人民法院在受理强制执行申请后，
应当审查申请是否在法律规定的时
效期间内提出。具有执行管辖权是
人民法院审查申请执行人相关申请
的必要前提，因此应当自执行管辖
确定之日，即发现被执行人可供执
行财产之日，开始计算申请执行人
的申请执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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