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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6年4月27日（总第6647期）

金凯利（泉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尹建松（系死者杨林之
妻）于 2016 年 4 月 1 日提出关于杨林的工伤认定申请，本局于
2016年 4月 11日受理。因《受理决定书》和《举证通知书》无法送
达你司，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
规定，请于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举证。如不举证，本局将
根据尹建松提供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本案《受理决定
书》和《举证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后视为送达。

泉州市丰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河北思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王宏涛、申火成、吕占良、卢宝
生：本院受理邯郸市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河北思
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廊坊京联汽车改装有限公司、王宏涛、申
火成、吕占良、卢宝生借款纠纷执行异议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 04执异 16号执行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郭贺彬、张鹄：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赵景坡与被执行人郭贺

勋、河北迅达经贸有限公司、张鹄、郭贺彬合同、无因管理、不当
得利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相关文
书，依照法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被执行人郭贺彬名下的坐落
于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华南大街 380号盛景佳园 3-1-1-1501室
房产一套的博泰房估<2015>字第0115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估
价结果：该房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121.26万元）、石家庄市槐安东
路152号金源商务广场018-1-1209室及063号地下停车位的博
泰房估<2015>字第 0121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估价结果：该房
产评估值为人民币55.74万元）、金源商务广场018-1-1210室及
064号地下停车位的博泰房估<2015>字第0122号房地产估价报
告书（估价结果：该房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55.74万元）、金源商务
广场018-1-1211室的博泰房估<2015>字第0117号房地产估价
报告书（估价结果：该房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38.53万元）、金源商
务广场018-1-1212室的博泰房估<2015>字第0118号房地产估
价报告书（估价结果：该房产及其所属土地使用权评估值为人民
币 35.78 万元）、金源商务广场 018-1-1213 室的博泰房估<
2015>字第0119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估价结果：该房产评估值

为人民币113.5万元）、金源商务广场018-1-1214室的博泰房估
<2015>字第 0120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估价结果：该房产评估
值为人民币 47.45万元）、鹿泉市京赞公路龙泉花园西区 26-1-
401室房产一套的博泰房估<2015>字第0116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书（估价结果：该房产评估值为人民币63.27万元）及本院（2015）
深执字第00017-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拍卖被执行人郭贺
彬名下的坐落于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华南大街380号盛景佳园3-
1-1-1501室房产一套<房产证号：434006200>、石家庄市槐安东
路 152 号金源商务广场 018-1-1209 室、1210 室、1211 室、1212
室、1213室、1214室房产六套<房产证号：590001124>、鹿泉市京
赞公路龙泉花园西区 26- 1-401 室房产一套<房产证号：
0431008271>、选取拍卖机构通知书、拍卖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于公告届满后第五日上午9时，在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随机选取拍卖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放弃
相关权利。公告届满后第35日上午9时进行第一次拍卖（以评估
价作为拍卖的保留价），第一次拍卖流拍的，自流拍之日起第 30
日上午 9时降价 20%予以第二次拍卖。第二次拍卖仍流拍的，自
流拍之日起第30日上午9时再在第二次拍卖保留价基础上降价
20%予以第三次拍卖。 [河北]深泽县人民法院

杨后凡、黄艳霞：本院受理张相付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依法委托湖北大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你们所有鄂
K0X951 号奥迪 A6L 型轿车进行了评估，现作出鄂大成评报字
（2015）第089号评估报告，评估标的的价格为：88400元。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法律规定，本院向你们送达评估报告。自公告登
报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在
本院司法技术科选择拍卖机构，逾期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组织
拍卖。 [湖北]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

贺庄宁（身份证号码 430304197603270012，男，汉族，
1976年3月2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东平青
龙桥21号附53号）：本院受理鄢勤云申请执行你（2015）岳执字
第669号民间借贷一案[执行依据系本院（2014）岳民初字第90号
民事判决书]，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岳执字第669号执行决定书、限制消费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郑小乐、天津新春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南开支行与郑小乐、天津新春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南开支行申请执行（2014）南民初字第 3816号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津 0104执 6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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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芳、天津市中涵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南开支行与周芳、天津市中涵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南开支行申请执行（2014)南民初字第 3814号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津 0104执 6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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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庆明、陈香兰、天津新春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南开支行与徐庆明、陈香兰、天津新春
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南开支行申请执行（2014）南民初字第3809号民
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津 0104执 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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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中涵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周国星：本院受理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南开支行与天津市中涵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周国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南开支行申请执行（2014）南民初字第 3808号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津 0104 执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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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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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思杭、天津市中涵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南开支行与黄思杭、天津市中涵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南开支行申请执行（2014）南民初字第 3815号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津 0104 执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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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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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浩、天津市中涵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南开支行与朱浩、天津市中涵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南开支行申请执行（2014）南民初字第 3812号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津 0104执 6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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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中涵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张良华、连莲月：本院受理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南开支行与天津市中涵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张良华、连莲月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南开支行申请执行（2014)南民初字第3803号民
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津0104执6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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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丹芭碧商贸有限公司、蔡玉华、郭凤岐：本院受理宋
铠君诉天津市丹芭碧商贸有限公司、天津海泰投资担保有限责
任公司、蔡玉华、郭凤岐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宋
铠君申请执行本院（2013）一中园初字第 0016号民事判决，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津01执21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高明（天津）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马全与你
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16）津
0104执 755执行通知书，责令你方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
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一、被执行人履行相关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向本院交
付执行费50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华宸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天津市腾建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诉华宸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辰悦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天津市腾建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申请执行本院（2015）一中民四初字第0018号民事判决，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6）津01执97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苏州联胜化学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天
津市博宇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杜凤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年津0111执恢5号拍卖裁定书，裁定如下：
拍卖被执行人杜凤芹所有的位于天津市红桥区千禧园22-6-503-
504房屋。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通知杜凤芹在
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到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
院立案大厅参加摇号选定评估机构。逾期未到视为自动放弃相应权
利且不影响评估机构的选定。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

彭海建：本院受理的方忠新申请执行戴自力、彭海建建筑设
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执行案号（2016）新0203执266号，因案件
需要，需对被执行人彭海建所有的新 JPL626号小型轿车进行价
格评估。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听证会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自通知书送达期满后第三日
下午北京时间16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司法技术室306
办公室召开听证会，选择评估机构，逾期则视为放弃权利，本院
将依法处理。(司法技术室联系电话：0990-6237161)

[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
谢海云、龚建芳：本院依法受理邓兴州、王世华申请执行谢

海云、龚建芳民间借贷纠纷二案，申请执行标的为 728970.00元
及承担申请执行费10735.00元。本院依据法律规定，依法查封被
执行人谢海云、龚建芳所有的位于楚雄开发区阳光水城小区A15
幢3单元302室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20099320号）并已公告，但
你们仍不愿意履行义务。现本院依据法律规定，依法对被执行人谢
海云、龚建芳所有的位于楚雄开发区阳光水城小区A15幢3单元
302室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20099320号）进行评估。因本院无法
通知你到庭领取鉴定意见书，现依法向你送达楚雄双赢司法鉴定
所的双赢鉴字【2016】第1号报告书，以上房产的评估价值为人民
币501792.00元，房内部分财产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10140.00元，
合计评估价值为人民币511932.00元。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若期内未提出异议的，本院将以此为依据依
法进行拍卖处理。 [云南]楚雄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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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26 日讯 （记者
何 靖）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今天审
结脉脉社交移动终端非法抓取使用新
浪微博用户信息案，认定被告北京淘
友天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淘友天下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
竞争，判决二被告停止不正当竞争行
为，消除影响，赔偿原告微梦创科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微梦公
司） 经济损失 200 万元及合理费用 20
余万元等。

微梦公司经营的新浪微博，既是社
交媒体网络平台，也是向第三方应用软
件提供接口的开放平台。二被告经营的
脉脉是一款移动端的人脉社交应用，上
线之初因为和新浪微博合作，用户可以
通过新浪微博账号和个人手机号注册登
录脉脉，用户注册时还要向脉脉上传个
人手机通讯录联系人。微梦公司后来发
现，脉脉用户的一度人脉中，大量非脉
脉用户直接显示有新浪微博用户头像、

名称、职业、教育等信息。
后双方终止合作，微梦公司提起诉

讼，称二被告非法抓取、使用新浪微博
用户信息，非法获取并使用脉脉注册用
户手机通讯录联系人与新浪微博用户的
对应关系，模仿新浪微博加V认证机制
及展现方式，以及发表言论诋毁微梦公

司商誉。微梦公司要求被告停止不正当
竞争行为、消除影响、赔偿 1000 万元
经济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二被告通过经营
脉脉软件，要求用户注册脉脉账号时
上传自己的手机通讯录联系人，从而
非法获取该联系人与新浪微博中相关

用户的对应关系，将这些人作为脉脉
用户的一度人脉予以展示，并将非法
抓取的该人新浪微博职业信息、教育
信息进行展示。而且，双方终止合作
之后，二被告没有及时删除从微梦公
司获取的新浪微博用户头像、名称
（昵称）、工作单位、教育背景、个人

标签等信息，而是继续使用。二被
告的上述行为，危害到新浪微博平
台用户信息安全，损害了微梦公司
的合法竞争利益，对微梦公司构成
不正当竞争。同时，二被告发表的
网络言论，对微梦公司构成商业诋
毁。法院据此作出以上判决。

本报天津4月26日电 （记者
祖先海 通讯员 霍立刚 刘志敏）
一包工头故意拖欠施工队 51 名工人
的工资，经催促后竟携款潜逃。今天
上午，这名包工头被天津市北辰区人
民法院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拘
役五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1月，山
东省中年男子位某承包了中铁十四局
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的天津市津保
铁路北辰、东丽段承台和墩身的工
程，后又将该工程承包给苏某的施工
队进行施工。其间，位某掌管着苏某
施工队内 51名工人的工资卡。中铁
十四局津保铁路项目部每次将工人
的工资通过银行打入位某的卡内，
位某收取工资 12%的管理费后再将
工资给苏某，再由苏某按工人实际
出工量多少发给每个工人。至 2015
年 4 月该工程完工，上述 51 名工人
2015年 3月和 4月的工资未发。2015
年 6 月 12 日，中铁十四局津保铁路
项目部将前述未发工资共计 46 万余
元存入位某卡内，位某将此款转
移。后苏某等人向北辰区人力社保
局劳动保障大队举报，该大队通过
各种方式多次催促位某给工人发放
工资，而后位某不仅未发放工资且
潜逃。2015年 12月 17日，位某在位
于山东省东营市的家中被抓获归
案。今年 4月 5日，位某全额支付拖
欠上述 51名工人的工资等共计 50万
元。

庭审中，位某表示认罪。据被告
人位某交代，他和被害人苏某之前也
有过合作，苏某在其他工地项目中欠
他的钱，一直没给，位某为此心生怨
恨，为了报复苏某才出此下策，扣下
了工人们的工资。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位某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其行为违反了我国刑
法相关规定，应当以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据此，法院依
法作出前述一审判决。

本报讯 （记者 孟焕良 通讯
员 鹿 轩） 4月21日，浙江省温州
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宣判一起违法发放
贷款案。银行信贷员褚某因违法向 6
人发放贷款173万元，一审被判处有
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6万元。

经法院审理查明，2012 年 3 月
至 2015 年 1 月间，褚某在担任银行
信贷员办理贷款业务时，由于没有
认真核实借款人、担保人提交的产
权证、结婚证的真伪，违法向张某
等 6人发放信用贷款共计人民币 173
万元，造成该银行损失人民币 133.6
万余元。

褚某在 2015 年 4 月 10 日晚上 11
时许被公安人员抓获，截至当日，上
述6名贷款人已经偿还了部分贷款及
利息。至今，该银行尚有 103.8万余
元损失未追回。

法院认为，褚某违反国家规定发
放贷款，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
已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鉴于其归案
后坦白，部分损失已经追回，具有法
定及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故法院作
出上述判决。

恶意拖欠51名工人工资
包工头被判拘役五个月

违法放贷173万
信贷员获刑五年

脉脉非法抓取使用新浪微博用户信息
北京海淀法院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判决赔偿200万元

大数据时代，保护用户信息是衡量
经营者行为正当性的重要依据，也是反
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尊重消费者权益的
重要内容。

通过这起案件，人们不难发现新浪
微博作为互联网开放平台，以及脉脉作
为社交 APP 软件在保护用户信息方面

的不足。二被告大量抓取、使用新浪微
博用户职业信息、教育信息，但微梦公
司却未能提交直接证据证明二被告的获
取方式，存在不妥之处，而且在发现脉
脉软件发生非法抓取使用微博用户信息
的情况下，以他人利益作为交换条件，
放纵不正当竞争行为。

脉脉软件通过关联用户手机通讯录
联系人，将大量非脉脉用户的新浪微博用
户信息展示到一度、二度人脉中，一度、二
度人脉间还能提示出哪些是共同好友。
此种对应关系的展现形式，明显未考虑用
户权益：一是没有向脉脉用户充分告知上
传个人手机通讯录的要求及后果，而且一

旦上传手机通讯录，脉脉用户也无权选
择关闭非脉脉用户的信息展示方式；二
是没有尊重新浪微博用户对个人微博
职业、教育等信息，是否公开、如何公开
的自主意愿；三是没有向相关用户提供
一度、二度人脉之间共同好友展示状态
的选择，使那些不愿出现在相关人脉圈
的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关联。

互联网经营者应当遵循自愿、平
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
认的商业道德，更要尊重消费者合法
权益，不能把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甚至
隐私当成交易的筹码。

■新闻观察■

大数据时代，谁来保护我们的个人信息

本报南通4月26日电 因对婚
姻生活不满，江苏省启东市一男子竟
然企图用炸药炸死自己的妻子，结果
导致三人受伤。今天上午，江苏省启
东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判处被告人梁春雷有期徒刑十年六个
月。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梁春雷出
生于 1984 年，于 2010 年与被害人朱
某花结婚，婚后住在启东市汇龙镇东
辰公寓。2012 年 10 月，梁春雷的女

儿梁某某出生，岳父朱某兵、岳母龚某
兰搬至东辰公寓与其共同居住。此后，
梁春雷与岳母就带小孩等问题逐渐产生
矛盾，并开始对自己的婚姻生活产生不
满。2013 年下半年开始，梁春雷产生
与妻子离婚之念，但又担心会遭岳母反
对而久拖不决。2014年9月，梁春雷产
生用爆竹中的火药制作爆炸装置炸死妻
子以摆脱目前婚姻状况之念。

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期间，梁
春雷先后3次驾车至海门市三阳镇、启
东市北新镇等地购买连发爆竹，后分解
爆竹取出火药后装进一只铁桶内。为增
强杀伤力，梁春雷又在火药中加入螺丝
钉。2015年 2月 2日，梁春雷从网上购
买了遥控点火装置。2015 年 2 月 5 日
晚，朱某花让梁春雷送其去海门上班。

梁春雷找借口先行下楼，从自家轿车
后备厢中拿出自制的爆炸装置，放置
于邻居停泊在楼道口的轿车副驾驶位
置下的地面上，后坐在车内等待妻子
下楼。

当日 19 时许，朱某花与父亲、女
儿下楼经过该处时，梁春雷利用遥控器
引爆该自制爆炸装置，致三人受伤，现
场多辆轿车、门窗、路灯等物品受损。
经法医鉴定，朱某花的损伤程度为重伤
二级，另两人的损伤程度均评定为轻微
伤，爆炸还造成周围车辆、车库门窗等
物品损坏，修复价格3万余元。

梁春雷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经民警
电话通知后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当日
未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次日开始如实供
述犯罪事实。审理过程中，梁春雷近亲

属已赔偿部分被害群众及单位的经济损
失，并取得这些人的谅解。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梁春雷自制
爆炸装置并在居民小区内引爆，致多人
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二人轻微伤，周

围公私财物受损，其行为已构成爆
炸罪，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综合
梁春雷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法院
遂作出上述判决。

（倪栋威 闫丽丽）

启东“东辰公寓爆炸杀妻案”宣判
被告人一审获刑十年六个月

本报重庆 4 月 26 日电 （记者
陈小康 通讯员 刘继雁 郭金生）重
庆市武隆喀斯特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诉《变形金刚4》制作方：美国派拉蒙
影业公司、一九零五 （北京） 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合同违约一案，今天上午
在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
开庭。原告要求《变形金刚 4》向全球
观众提供载有“中国武隆”标识的特
别版电影，并赔偿各项损失 2000 余万
元。这是重庆首例涉外影视植入广告合
作纠纷。

2013年 12月 26日，重庆喀斯特公
司与派拉蒙影业、一九零五公司签订合
作协议，约定以场景拍摄和台词体现武
隆景区品牌和景观，在 《变形金刚 4》
电影画面中以地标牌的方式醒目呈现

“中国武隆”标识等内容。合作协议签
署后，派拉蒙影业、一九零五公司将其
设计拟植入电影中的“中国武隆”效果
图发给原告，重庆喀斯特公司依约垫付
了在景区的拍摄费用并支付 480 万元。
首映式上，重庆喀斯特公司发现影片中
没有呈现“中国武隆”标识。

重庆喀斯特公司认为，影片中没有
如约出现“中国武隆”标识，导致普通
观众从电影中无法得知武隆景区系外景

拍摄地之一，景区也没能通过电影的高
票房达到预期效益。 2014 年 7 月 17
日，重庆喀斯特公司将被告诉至重庆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派拉蒙影业采
取补救措施，向全球观众提供一个正确
载有“中国武隆”标识的特别版电影，

并与一九零五公司连带赔偿其各项损失
2000 余万元。重庆三中院受理该案
后，被告一九零五公司以合同约定发生
纠纷应由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重庆市
非植入协议的履行地为由，提出管辖权
异议。重庆三中院认为，合同的履行与
武隆县景区有着紧密的联系，应当认定
合同履行地为重庆市武隆县，裁定驳回
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被告未再
上诉。2016年 3月 3日，一九零五公司
提出反诉，要求原告支付合同尾款、滞
纳金等共计 1240 余万元。同月，原告
申请变更诉讼请求第一项为解除双方签
订的合作协议。

庭审中，派拉蒙影业辩称，“中国
武隆”标识已经在影片其他版本中呈
现，只是未在全球公映版本中体现，
影片中有 3 次展示了武隆景区的地
貌，片尾显示了武隆为合作方，宣传
海报也以武隆景区为背景，加之影片
拍摄中大量新闻媒体跟踪报道，武隆

景区知名度有显著提升。植入“中
国武隆”标识只是合作协议中的一
小部分内容，被告已经实际履行了
协议中约定的其他合同义务，合同
目的基本实现，不存在违约，原告
无权解除合同。原告主张退还 480
万元合同款，赔偿经济损失、逾期
利益等均无依据。

被告一九零五公司辩称，武隆景
区到现在仍有大量影片元素，原告诉
称植入行为给他们造成负面影响不成
立。一九零五公司已经根据原告首次
提出诉讼时的要求，及时在其他版本
中加入了“中国武隆”标识，现在原
告要求解除合作协议的主张不成立。

针对一九零五公司的反诉请求，
重庆喀斯特公司辩称，合作协议尾款
支付是有前提条件的，影片未能呈现
合同约定标识已构成根本违约，一九
零五公司因为自身原因导致前期合同
付款条件不成立，己方有权拒绝支付
后续款项。

庭审期间，双方举示了各自的证
据，并对对方举示的证据进行了质
证，各方围绕争议焦点进行了法庭辩
论。

该案将择日宣判。

涉外影视作品植入广告引发合作纠纷

重庆武隆景区诉《变形金刚4》索赔2000余万

图为庭审现场。

图为法庭上，被告人梁春雷无法面对自己的妻子（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