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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9月10日（总第6436期）

本院根据北京市七翔实业公司的申请，于 2015年 5月 21日
作出（2015）朝民（商）破字第 08616-1号民事裁定书，受理北京
市七翔实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时指定北京京诚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破产管理人。北京市七翔实业公司的债
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北京市七翔实业公司管理人（通
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乙 10号泰富大厦 9层；联系电
话：010-62252264/62368244）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北京市七翔实业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北京市七翔实业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本院定于 2015年 11月 20日上午 10时在北京市朝阳区人
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北里甲14号）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因柳州市糖果一厂管理人已按照《柳州市糖果一厂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分配完结，并向本院提交了破产财产分配报
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
之规定，本院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裁定终结柳州市糖果一厂破
产程序。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年 4月 29日，本院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

分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河北金磊耐磨钢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磊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金磊公司资产总额 45620067.08
元，负债总额70493717.73元，所有者权益-24873650.65元，资产
负债率154.52%。本院认为，金磊公司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宣告破产的条件。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5年8月31日裁定宣告河北金磊耐磨钢球有限公司破产。

[河北]隆尧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湖南华达机械总厂申请宣告破产清算一

案，2009年 10月 30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审议通过了该厂破产
管理人的债务人财产变价方案和分配方案，本院予以确认。现该
厂已关闭，债务人财产已分配完毕，职工已安置妥当。该厂破产
管理人于2015年5月18日提请本院终结破产程序，本院于2015
年6月2日作出（2009）娄中民破字第2-7号民事裁定书，终结湖
南华达机械总厂的破产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南通华蒲粉末冶金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5

年8月5日裁定受理南通华蒲粉末冶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5年8月28日指定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为南通
华蒲粉末冶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请相关债权人于2015年11
月30日前向管理人（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南大街290号崇川大厦
五楼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邮编 226001；联系人蒋晓
红 、黄 永 菊 ；电 话 ：13906291920、13912280561， 传 真 0513-
85119084）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交债权成
立的相关证据资料。逾期未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
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经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南通华蒲粉末冶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或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5
年12月15日9时在如皋市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当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身份证件；如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事务所指
派函和授权委托书。 [江苏]如皋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凌斌的申请于 2015年 9月 1日裁定受理凌斌申请
吴江市劲立印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同时指定吴江市劲
立印染有限公司资产债务清算小组为吴江市劲立印染有限公司
管理人。吴江市劲立印染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向吴江市劲立印染有限公司管理人【办公及通讯地址：江

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经济服务中心二楼（平望镇镇政府
内）；邮政编码：215225；联系人：王文荣、徐璐；联系电话：0512-
63660596，0512-63661519，18896571022，】申报债权。逾期申报
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吴江市劲立印染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尽快向吴江市劲立印染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5年11月16日上午9时30分在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镇政府大会议室（平望镇镇政府内）
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如系法人，应提
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如系自然人，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凌斌的申请于 2015年 9月 1日裁定受理凌斌申请

苏州炜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同时指定苏州炜
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资产债务清算小组为苏州炜华纺织科技有
限公司管理人。苏州炜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
之日起90日内，向苏州炜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办公及通
讯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盛泽国际会展中心（盛泽镇
舜湖西路与广州路交叉口）一楼会议室 1；邮政编码：215228；联
系人：高国荣、蒋俞；联系电话：0512-63959287，0512-63959288，
13862191841，13205197606】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
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苏州炜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
苏州炜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5年 12月 11日上午 9时 30分在江苏省苏
州市吴江区盛泽镇盛泽国际会展中心（盛泽镇舜湖西路与广州
路交叉口）二楼会议室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出席会议的
债权人如系法人，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如系自然人，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5年 5月 4日裁定受理了债务人曹县棉麻公司申
请破产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有关规定，本院已
指定清算组为破产管理人,该破产企业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曹县棉麻公司东
院内（曹县汽车站东 200 米路北曹县培英学校南路东），邮编
274400，电话0530-3319558，申报时应当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
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该公司的债务人或
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定于 2015年 10月 25日（星期日）上午 9时在曹县人民法院第
一审判庭召开，请届时出席；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应提交身份证
明，委托代理人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山东]曹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海安县方正玻纤隔板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5年

6月 17日作出（2015）嘉民二(商)破字第 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
理债务人上海威赫东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通信地址：上海市浦东
新区世纪大道 8号国金中心 2期 10楼；邮政编码：200120；联系
人：夏英；联系电话：60613095）。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2个月
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
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上海威赫东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5年11月17
日上午 9时 15分在司法中心第五法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上海三毛进出口有限公司清算组的申请，于 2015

年 7月 16日裁定受理了上海三毛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

毛进出口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5年8月14日指定上海华
鸿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三毛进出口公司司管理人。三毛进出口
公司的债权人应在公告之日起90日内，向管理人（地址：上海市
黄 浦 路 99 号 ，邮 编 ：200080，联 系 人 ：丁 宁 ，联 系 电 话 ：
13818368795）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三毛
进出口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5年 12月 24日下午 14时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丁香路611号本院第8法庭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
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个人
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文件。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吴江市鼎泰织造厂的申请于 2015年 9月 1日裁定
受理吴江新永联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同时指定吴江
新永联纺织有限公司资产债务清算小组为吴江新永联纺织有限
公司管理人。吴江新永联纺织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
起 45日内，向吴江新永联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办公及通讯地
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盛泽国际会展中心（盛泽镇舜
湖西路与广州路交叉口） 一楼会展部办公室；邮政编码：
215228； 联 系 人 ： 黄 志 明 、 史 敏 寅 ； 联 系 电 话 ： 0512-
63959286、13915567015]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吴江新永联纺织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尽快向吴江新永联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5年 10月 30日上午 9时 30分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
区人民法院四楼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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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
司诉北京极科极客科技有限公司
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极科极客公司是“极路由”路由器

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极路由”路由器
用户在极路由云平台下载安装“屏蔽视
频广告”插件后，通过“极路由”路由
器上网，可屏蔽爱奇艺网站视频的片前
广告。爱奇艺公司认为，极科极客公司
生产销售的“极路由”路由器通过安装

“屏蔽视频广告”插件过滤了“爱奇
艺”网站视频的片前广告，构成不正当
竞争，遂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极科
极客公司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消除影
响、赔偿损失210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极科极客公司为获取商业利益，利用
“屏蔽视频广告”插件直接干预爱奇艺
公司的经营行为，超出正当竞争合理
限度，违反诚信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
德，构成不正当竞争。极科极客公司
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知识
产权法院二审认为，经营者向网络用
户提供服务应当遵守相应的规则，不
应当以影响其他竞争者正当合法的经
营模式为代价获取自身利益，极科极
客公司以强行改变爱奇艺公司经营模
式的方式向用户提供服务，损害了爱
奇艺公司的正当利益，必将导致爱奇
艺公司因难以支付高额的版权使用费
而难以为继，网络用户的利益最终将
受到不利影响，极科极客公司的行为
具有不正当性。遂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网络环境下竞争纠纷日趋

激烈，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层出不穷，
法律定性较为困难。审理法院通过分析
网络经营者的主观恶意、被诉行为对他
人合法经营模式的侵害、消费者最终利
益的影响等，认定被诉行为构成不正当
竞争。本案判决对于网络环境下竞争关
系的认定和竞争行为正当性的判断等均
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二、北京乐动卓越科技有限
公司诉北京昆仑乐享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等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
争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乐动卓越公司是移动终端游戏《我

叫MT on line》、《我叫MT 2》的著作
权人。前述游戏改编自系列 3D 动漫

《我叫 MT》。乐动卓越公司对游戏名
称、人物名称享有独占被许可使用权，
对人物形象享有美术作品著作权。乐动
卓越公司认为昆仑乐享公司等未经其许
可，在《超级MT》游戏中使用与《我
叫MT》游戏名称、人物名称、人物形
象相近的名称和人物，侵犯了其著作
权；昆仑乐享公司等在《超级MT》游
戏中抄袭了 《我叫 MT》 游戏的名称，
在游戏的宣传过程中使用与 《我叫
MT》游戏相关的宣传用语，构成不正
当竞争行为。遂提起本案诉讼。

（二）裁判结果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认为，乐动

卓越公司的游戏及其人物未构成著作
权法保护的文字作品，被诉游戏中人
物形象与乐动卓越公司游戏中的形象
不构成实质性相似，昆仑乐享公司等
的行为未侵犯乐动卓越公司的著作
权；乐动卓越公司的游戏在先上线并
具有一定知名度，同为手机游戏经营
者的昆仑乐享公司等对乐动卓越公司
的上述游戏和人物名称不但未合理避
让，反而采用相关联的表述方式，并
进行了违背事实的宣传，构成擅自使
用他人知名服务特有名称及虚假宣传
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遂判决昆仑乐享
公司等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乐
动卓越公司经济损失 50 万元以及合理
支出3.5万元。

（三）典型意义
作为新兴文化产业，移动终端游戏

是文化与科技融合的产物，享有巨大
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市场前景。本案
是一起涉及移动终端游戏的著作权侵
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本案事实复
杂，涉及的法律问题繁多且疑难。审
理法院对游戏名称及人物名称等简短
词组能否构成文字作品、改编作品的
著作权保护、移动终端游戏名称是否
能够构成知名商品特有名称、虚假宣
传行为的认定等诸多法律问题，均作
了细致的分析阐述。在民事责任承担
方面，审理法院充分考虑了原告游戏
的市场份额、被诉侵权人的主观状态
等因素，最大限度地保护游戏权利人

的利益，依法打击了不正当攫取他人
利益的行为。本案明确了对移动终端
游戏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思路和方
向，对推动移动终端游戏产业的健康
发展具有示范作用。

三、勃贝雷有限公司诉陈
凯、鲁秋敏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勃贝雷有限公司系“BURBER-

RY”25 类服装系列注册商标的持有
人。2012 年 3 月 20 日，公安机关侦破
了陈凯、鲁秋敏销售假冒上述注册商标
商品的刑事案件，并于次日要求勃贝雷
有限公司协助对涉案假冒商品进行了辨
认。2012 年 8 月 24 日，上海市杨浦区
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两被告人有期徒刑
（缓刑） 和罚金。2014年8月15日，勃
贝雷有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
判令两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
100 万 元 。 两 被 告 陈 凯 、 鲁 秋 敏 认
为，勃贝雷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20 日
已知晓侵权行为存在，其2014年8月才
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勃贝雷有限公司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
效，被告陈凯、鲁秋敏构成侵犯勃贝雷
有限公司商标专用权，应连带赔偿原告
勃贝雷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 15 万
元及合理费用1.5万元。鲁秋敏不服一
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认

定。本案判决明确了知道他人对自己
的侵权行为已进入刑事追诉程序，并
应侦查部门要求协助调查这一事实对
诉讼时效的法律意义。审理法院认
为，上述事实对权利人来说具有双重
意义：一是产生诉讼时效起算的法律
后果，因权利人已知道其权利被侵
害；二是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
果，因为权利人有理由信赖刑事侦查
可使其民事权利得到保护，且被诉行
为构成侵权依赖于生效刑事判决的认
定。这一认定合理界定了诉讼时效中

断的事由，为权利人依法维权提供了
更好保障。

四、申请人欧特克公司、奥
多比公司申请诉前证据保全案

（一）基本案情
欧特克公司、奥多比公司系两家美

国软件公司，其认为上海风语筑展览有
限公司未经许可，擅自复制、安装并商
业使用了两公司的 AutoCAD、Photo-
shop、Acrobat 等系列计算机软件。鉴
于安装有非法计算机软件的计算机均在
风语筑公司的经营场所内，申请人客观
上无法获得相关证据；同时，由于涉案
证据均为计算机软件以及相关数据，具
有无形性，极易藏匿或毁灭，一旦证据
被转移、隐匿或灭失，将难以取得，从
而对相关事实的认定造成困难，故申请
人请求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进行诉前证据
保全。

（二）裁判结果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查认为，申请

人申请保全的证据属于法律规定的可能
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形，且申请
人亦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上述证
据，符合诉前证据保全的条件。遂裁定
对被申请人经营场所内的计算机以及其
他设施设备上的上述系列软件的相关信
息进行证据保全。证据保全裁定作出
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与上海知
识产权法院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充分发
挥“合署办公”的制度优势，顺利完成
了诉前证据保全工作。

（三）典型意义
此次证据保全系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成立以来的首次计算机软件诉前证据保
全案件。本案涉及大型工作场所近400
台电脑中的相关证据保全，保全工作具
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上海知识产
权法院聘请相关技术专家协助保全，制
定了周密的证据保全工作预案；成立技
术专家组、现场清点组、现场控制组等
工作小组，明确职责，分工协作；各小
组规范操作，有序保全，圆满完成了保
全任务。本案为探索符合知识产权案件
特点的执行机制，加强执行与审判联
动，提高保全裁定执行效率和准确性，

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提供了可借鉴的
工作方法和思路。

五、孙利娟诉快尚时装（广
州）有限公司、广州优岸美致时
装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孙利娟于 2011 年 1 月 12 日在站

酷网发布名为《据说——长颈鹿是寂
寞专家》 的美术作品。2011 年3月，
孙利娟的上述作品获得“红门创意T
恤图案大赛”一等奖。孙利娟认为，
快尚公司与优岸美致公司在共同生产
和销售的女中袖连衣裙上使用了涉案
美术作品，构成对其署名权、复制
权、发行权等著作权的侵犯。遂提起
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停止
侵害，赔偿经济损失 25 万元及合理
开支2万元；两被告作出书面道歉声
明，消除侵权影响。

（二）裁判结果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一

审认为，快尚公司、优岸美致公司未
经许可使用孙利娟的美术作品，构
成著作权侵权，但是由于在服装上
使用作品难以指明作者，客观上不
应认定两被告侵犯了孙利娟的署名
权。遂判决两被告停止侵害，销毁
库存及在售的侵权产品，连带赔偿
孙利娟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3 万
元。孙利娟不服，提起上诉。广州
知识产权法院二审认为，在印有知
名插画师美术作品的服装上标注作
者姓名，在服装设计制造行业屡见
不鲜，本案不属于因作品使用方式
的特性无法指明作者的情况，快尚
公司和优岸美致公司侵害了孙利娟
的署名权。考虑涉案作品具有一定知
名度；优岸美致公司主观恶意明显、
快尚公司经营规模大等因素，一审判
决确定的赔偿数额明显偏低。遂改判
快尚公司和优岸美致公司向孙利娟赔
礼道歉并连带赔偿经济损失8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服装设计领域侵害作者

署名权的认定。审理法院在考察服装
设计领域行业惯例和生活常理的基础

上，认定在服装上使用他人美术作品
时表明作者身份并不存在客观限制，
也不会破坏服装图案的整体美感，且
在服装上标注插画师姓名的事例屡见
不鲜。本案判决依法保护了作者的署
名权，对于规范服装设计领域著作权
使用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六、暴雪娱乐有限公司、
上海网之易网络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申请行为保全案

（一）基本案情
暴雪娱乐公司是《魔兽世界》系

列游戏的著作权人，网之易公司是该
游戏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运营商。
两原告公司认为，由七游公司开发、
分播时代公司独家运营、动景公司提
供下载的被诉游戏《全民魔兽》（原
名《酋长萨尔》）侵害了其美术作品
著作权，构成擅自使用他人知名游戏
商品特有名称、装潢及虚假宣传的不
正当竞争行为。暴雪娱乐公司和网之
易公司在起诉的同时提出行为保全申
请，请求法院立即禁止三被告的被诉
侵权行为，并提供了 1000 万元的等
值现金担保。

（二）裁判结果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组织双方听

证后作出裁定，禁止七游公司复制、
发行及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被诉游戏，
禁止分播时代公司复制、发行、通过
信息网络传播被诉游戏和实施涉案不
正当竞争行为，禁止动景公司通过其
官网传播被诉游戏。裁定作出后，七
游公司和动景公司自动履行了裁定，
分播时代公司在法院督促和释明后亦
履行了裁定。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行为保全（又称临时

禁令）申请案件。依法积极受理和审
查行为保全申请，妥当有效采取知
识产权行为保全措施，对于提高知
识产权司法救济的及时性、便利性
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行
为保全申请必须注意平衡申请人与
被申请人利益，准确把握保全措施
的适用条件，规范审查程序，既要
依法满足权利人迅速保护权利的正
当需求，又要防止滥用行为保全制
度损害竞争对手。本案中，审理法
院在审查行为保全申请时，听取了
双方当事人的意见、考虑了申请人
提供担保的情况，合理确定了行为
保全的措施及其范围，较好地平衡
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结的典型案例（摘登）

本报德州9月9日电 今天，一起
特大组织、领导传销案在山东省德州市
德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17 名

被告人站在法庭上接受审理。当地多名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多家媒体记
者、社会公众代表参加了庭审旁听。

今天出庭的 17 名被告人分别来自
广西、广东、福建、江苏、上海、浙
江、内蒙古、山东等地，年龄大都是

“60 后”、“70 后”。其中，黄华是传销
组织中级别最高的传销头目，自称系某
大学退休教师，现年 61 岁。2014 年 1
月 23 日，该传销组织中的部分传销头
目在德州某大酒店从事传销活动时，被
群众向当地警方举报，不久全案告破。

据公诉机关指控，自 2011 年以
来，被告人黄华、俞伟莲、白英、张建
华等人成为美国“凯安尼”公司成员后
发展传销组织，被告人张鸿为凯安尼网
络中国上海公司 （凯娅尼贸易有限公
司） 负责人，为被告人黄华、王中勇、
俞伟莲、王小利、郑万龙、张建华等人
发展传销组织提供“合法性”掩护，欺
骗会员认为公司合法而大量加入该传销
组织。

该传销组织以推销蓝莓汁、鱼油、尼
多乐等“凯安尼”系列产品为名，依托互

联网报单发展会员，要求加入者交纳 1
万元人民币购买一套产品获得会员资
格，成为会员后继续发展下线，网络下线
分布广西、内蒙古、宁夏、江苏、浙江、上
海等 10 多个省区市，网络传销人员达
1.9万余人，累计获利604.35万美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黄华、王中
勇、俞伟莲等 17 人组织、领导以推销
商品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商品加入
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
展人员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他人参
加传销组织，扰乱市场秩序，其行为触
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
十四条之一的规定，应当以组织、领导
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鉴于该案涉及人员众多、案情复
杂，德城法院计划用三天时间连续开庭
审理，庭审结束后择日公开宣判。

（郑春笋 张瑞环）
图为17名被告人在法庭上受审。

郑春笋 摄

德州德城开庭审理一起特大传销案
下线分布10多个省份 传销人员近2万人

本报讯 一家动物驯养场只有饲
养黑熊的许可证，但驯养场场主却从
外地运回了一头棕熊。近日，海南省
万宁市人民法院审结这起非法收购、
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判
处驯养场场主朱某有期徒刑一年，缓
刑二年。

被告人朱某为海南省万宁市东山
鹿场驯养场场主，其驯养场允许驯养的
动物包括梅花鹿、水鹿、黑熊三种。
2013年10月28日，为扩大养殖规模，朱
某到吉林省某黑熊繁育场欲购买黑熊，
因价格问题无法与该繁育场达成一致，
便在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
转而擅自购买了一头棕熊。在将棕熊
运回海南时，朱某明知运输证与货物不
符，为逃避检查将熊藏在玉米堆中运回
了万宁市东山鹿场驯养场。

2013年11月，朱某与当地一家酒
店商议，准备把棕熊卖给该酒店用以
吸引顾客。由于双方未能就价格达成
一致，最终达成以每月1000元的价格
进行出租的协议。因棕熊体型巨大存
在伤人风险，该酒店展出棕熊没多久

便被附近群众举报。2014年1月，公
安机关根据举报将该只棕熊扣押。

经鉴定，涉案的动物为棕熊（学名
Ursus arctos），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动物。

庭审中，被告人朱某辩称，其饲养
场有饲养熊的许可证，因此其行为没
有违法。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的饲养场
只有饲养黑熊的许可证，棕熊不属于
国家林业局《关于发布商业性经营利
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梅花鹿等 54
种陆生野生动物名单的通知》（林护发

〔2003〕121 号）规定可驯养的野生动
物之列，不能进行驯养繁殖和商业性
经营利用，并且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动物。因此朱某非法收购、运输、出
售棕熊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收购、
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鉴
于被告人朱某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
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因此对其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执行，并处
罚金4000元。

（冯泽舟 蒋佩瑾）

非法贩运棕熊 驯养场主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