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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11月14日（总第7180期）

申请人浙江向隆机械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票据记载：签发日
期2017年3月1日，票号为30500051/42541229，出票人为北京汽
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申请人，票面金额为502 261.2元。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小榄镇王邦纸箱加工厂因持有的普通支票2张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中
山市小榄镇王邦纸箱加工厂。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58709794、
58709795，付款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出票
人中山市小榄镇王邦纸箱加工厂，票面金额空白，收款人空白。三、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璟丽照明有限公司因持有的普通支票1张遗失，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中山市璟丽照
明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3140443041175918，付款行中
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横栏四沙支行，出票人中山市璟丽照明
有限公司，票面金额10495.45元，收款人空白。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东凤镇天辉燃具电器厂因持有的普通支票4
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
告申请人：中山市东凤镇天辉燃具电器厂。二、公示催告的票据：
号码61332852、61332857、61332864、61332866，付款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东凤支行，出票人中山市东凤镇天辉燃
具电器厂，票面金额空白，收款人空白。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博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于2017年8月23日遗失
银行承兑汇票1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
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河南博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的票号：31300052 30669218，出
票日期：2017年5月9日，出票人全称：河南中轴股份有限公司，出票
人账号：600410020000001189，付款行全称：洛阳银行焦作分行，收
款 人 全 称 ：河 南 中 轴 福 源 汽 车 零 部 件 有 限 公 司 ，账 号 ：
1709029019200003385，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环城东路支行，出
票金额：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元整，汇票到期日：2017年11月9日。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平县东山网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份，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安平县东
山网业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140005130773561，出票人为常熟市迅达亿针纺织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无锡恒田印染有限公司，持票人为安平县东山网业有限公司，
出票行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2017年8月29日，汇
票到期日为2018年2月28日，票面金额为50000元)1份。三、申报权
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30日内。四、自公告之日起
至汇票到期日后3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 请 人无锡东安消防设备有限公司因 所 持 编 号 为
1020005225918499(出票日期为2017年4月28日，票面金额为2965
元，收款人为无锡东安消防设备有限公司，出票人为无锡先导智能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新吴支行
营业室)的银行承兑汇票1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已决定
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
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江苏]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宏舜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承兑汇票1
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遗失的银
行承兑汇票的票号为3130005227253727，该银行承兑汇票记载的内

容为：出票人东营市永利精工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收款人东营
市腾辉工贸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人民币100000元，出票日期2017年
10月12日,到期日期2018年4月12日。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4月
27日期间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乾通环境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因遗失中信银行威海文
登支行承兑汇票1张，于2017年10月17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票据记载：申请人乾通环境科技（苏
州）有限公司，出票人威海市芸祥绣品有限公司,收款人山东滨州祥
和 家 纺 有 限 公 司 ，出 票 日 期 2017 年 7 月 6 日 ，票 号 为 ：
3020005326759633，票面金额100000元，到期日期2018年1月5日。
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山东]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国秀泵业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号码
为31300052 29957827，签发行为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城
支行，出票日期为2017年8月7日，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2月7
日，出票人为山东众泰达工业装备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东中航
泰达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50 000.00元，持票人
为申请人江苏国秀泵业有限公司。现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10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山东]诸城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辰岳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付款
行烟台农村商业银行清洋园区支行）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
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山东辰岳重型机械
有 限 公 司 。二 、公 示 催 告 票 据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票 据 号 码

40200052/22012987、票面金额5万元、出票人山东鑫海矿业技术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背书人淄博市淄川丰瑞机床配件厂、持票人
山东辰岳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2017年11月22日。三、
申报权利期间：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四、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兵航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
人：中兵航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
汇票 1 张(票号为 10400052 29055065、金额为 194116.5 元、出票
人为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收款人为中兵航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收款人、付款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南郊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10 月 18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8年1月18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
2月2日期间内。四、自公告之日至2018年2月2日期间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陕西]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康健伦医药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票
号为3100005122855785、票面金额为人民币282,240元、出票日期为
2017年8月4日、到期日为2017年12月3日，出票人为上海慈济药业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北京康健伦医药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闸北支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
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威鹏晟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1张银行承兑汇票，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银行承
兑汇票号码为3130005142496231，出票日期为2016年11月17日，
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5月17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40万元，出票
人为上海树农化工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湖南昊华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背书人为湖南昊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安阳九天精细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安阳华一达塑化有限公司、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回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持票人为北京威鹏晟科技有限公
司，付款行、承兑行均为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正时乐液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
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
载：号码为3030005123929541，票面金额100000元,出票日期2017年
2月7日，汇票到期日2017年8月7日，出票人温州市宏得利树脂有限
公司,收款人万华化学（烟台）销售有限公司，出票行中国光大银行温州
分行。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所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票1份（票号：31000051/27052282，票面金额为柒万伍仟元整，出
票日期为2017年7月11日，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1月11日，出票
人为振石集团东方特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付款行为浦发杭州嘉兴桐乡支行，第一被背书人为浙江隆源环
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被背书人为浙江严牌过滤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第三被背书人为浙江天台正灿棉纺织厂，最后持票人为申
请人）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利害关系
人应当在2018年1月26日前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桐乡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8月15日受理了申请人高丽制钢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在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依法作出(2017)粤
0305 民催 1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宣告票号为 32500051/
20003490的银行承兑汇票1张（出票日期为2017年1月18日，出票
人为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上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君汇支行，收款人为盖茨优霓塔传动系统（上海）有
限公司，出票金额为人民币肆拾陆万捌仟捌佰柒拾元肆角捌分，汇
票到期日为2017年7月18日）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
请人高丽制钢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本案
受理费人民币100元及公告费，由申请人高丽制钢贸易（上海）有
限公司承担。 [广东]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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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
员 丁佳驹） 14 名被告人以产品宣
传送健康的名义，通过“七日营销”
层层返利的手段，骗取78名老人21
万余元。近日，安徽省定远县人民法
院对这起诈骗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
倪林宝等 14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四年
零九个月至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15万元至5万元不等。

2016 年 8 月 18 日至 27 日，来自
江苏省东台市的倪林宝与陶某等人分
成两个团队，在仁义、吉瑞大酒店租
赁场地，在定城镇南门菜市场、西门

菜市场等地针对老年人发放“韩国芬
妮迪尔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芬妮迪尔
科技有限公司大型产品说明会”的宣
传单并宣传“到场就可免费领取鸡蛋
8 只”，吸引老年人到酒店参加活
动。14 名被告人组织严密，分工明
确，分别承担宣传、“讲课”、联系场
地、购买礼品、维持场内外秩序、播
放产品广告片及展示产品等任务。以
给老人送健康、送关爱为名进行“七
日营销”，用三无产品、价格低廉产
品，冒充价值高昂的国际名品，并虚
构产品功能，掩瞒事实，骗取老人钱
财。

倪林宝等人在“讲课”中，谎称
来定远做产品宣传推广的时间只有
8至10天，目的是为公司在定远即将
开业的大卖场开拓市场。第1天，倪
林宝向众人宣传、推荐免费产品香

皂，戴在手上使人不会摔倒，以数量有
限为由让老人缴纳 30 元领取香皂，领
取完后安排人将事先准备好的 30 元现
金红包，以送关爱的形式送给交钱的老
人，让老人误以为得到免费香皂。之
后，倪林宝等推出 100 元男士护肤霜、
300 元韩国数码仪、2000 元某款丝巾、
3600元补水保湿美白5件套化妆品等产
品，以先交钱、后领产品、最后退钱的
方式获取老人的信任。

第 6 天，倪林宝等人欺骗老人交
2900 元领取韩国呼吸枕、韩国米粟坊
皇家被，并保证次日退钱。第7天，倪
林宝又给第6天交钱的人加送四件套，
为骗取更多人交钱，又加送玉手镯、
直饮机。在骗得巨额钱款后，倪林宝
以“今天活动结束了，明天会有更大
的惊喜”为暗号，乘老年人在看红
包、看产品的混乱时机，带着同伙逃

离现场。
当老人们找不到倪林宝等人时，才

发现上当受骗，向当地警方报案。14
名被告人被抓获后，大部分钱款被追
回，被骗老人每人返还25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倪林宝组
织顾某等6名被告人骗取他人财物，价
值 14 万余元，数额巨大；被告人陶某
组织肖某等6名被告人骗取他人财物，
价值7万余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
构成诈骗罪。该案诈骗活动主要是针对
老年人的犯罪，法院在量刑时酌情予以
从重处罚。被告人倪林宝、陶某在各自
团队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
犯。倪林宝具有犯罪前科，予以从重处
罚。其余被告人在各自团队的共同犯罪
中起次要作用或辅助作用，是从犯，依
法从轻或减轻处罚。法院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

本报讯 年过七旬的沈姓老人因
听信某收藏品销售公司升值回购的承
诺，先后筹款20余万元高价购买了儿
童邮票、民国邮票、钓鱼岛电话卡等收
藏品。交易完成后，老人多次要求公司
回购藏品却屡遭拒绝和拖延，老人以欺
诈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合同、退货
退款并支付利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
院判决撤销涉案买卖合同、被告返还原
告货款23万余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原告诉称，自 2012 年 12 月以
来，由于其年事已高、视力残疾、思
维及判断能力下降，轻信被告公司管
理及销售人员购买该公司产品后可以
回购升值的虚假承诺，先后筹款 20
余万元在被告处购买了邮票、书画、
电话卡等产品。但交易完成后，被告
却屡屡以各种理由推诿兑现回购的承
诺，且经原告多次交涉无效。被告这
一行为导致原告蒙受巨大经济损失。
原告认为，被告以欺诈的方式让原告
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情况下订立合

同，请求法院撤销合同并予以赔偿。
被告公司辩称，原告在 2012 年

12 月至 2013 年 5 月期间购买的上述
藏品被告已经交付完毕，双方买卖合
同符合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意思表
示真实、内容合法，相关回购承诺与
买卖合同没有关系。被告向每一位顾
客包括原告予以说明，投资收藏品有
一定市场风险，并告知其可以自己收
藏也可以回购，但是价格需双方达成
一致。其公司是正常盈利性公司，如
果藏品价格上涨其愿意回收。请求法
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请。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公司经理
在与原告交涉过程中，多次向原告提及
藏品回购的承诺，但是一直未予兑现。
被告公司在庭审中也认可其在销售时
对原告予以回购藏品的承诺，但是前提
是藏品有所升值或者行情好。法院经审
理认为，被告公司向原告出售藏品时承
诺予以回购，但并未告知其回购系附加
条件，其在签约时向对方隐瞒重要事

实，构成欺诈，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情
况下与被告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被告
公司对此具有过错。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
定，被撤销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
同撤销后因合同取得财产应予返还，有过
错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遭受的损失。根
据以上事实和法律，海淀法院一审判决撤
销涉案买卖合同、被告返还原告货款23
万余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被告公司对一审判决不服，提出上

诉。二审法院认为，虽然上诉人（原审
被告公司） 承诺对涉案藏品予以回购，
但是回购的时间以及条件关乎买卖合同
当事人的重要权利与义务，应当予以明
确说明与告知，上诉人未能提交证据证
明其对回购承诺所附条件予以说明，考
虑到被上诉人 （原审原告） 年事较高，
视力不好，识别力和判断力较低，因此
认定上诉人存在欺诈行为，最终维持了
一审法院的判决。 （海 宣）

免费领鸡蛋？免费送香皂？
14名被告人诈骗老人钱财被判刑并处罚金

轻信虚假回购承诺 七旬老人被骗23万余元
法院判决收藏品公司构成欺诈返还老人被骗款

1.回购承诺勿轻信。在购买收藏品
时，若销售公司予以回购承诺，双方应
就回购的条件、流程、标准等具体事宜
予以商议并形成书面约定或协议。买卖
双方商议达成的书面协议应经双方签字
盖章后，方对双方产生相应的法律约束
力。

2.权利受损留证据。本案中，原告

在向被告公司主张回购时将双方交涉过
程予以记录，为其主张被告欺诈提供了
有力证据。因此一方面应当积极维权，
另一方面要留个心眼，留存相关权益受
损和维权的证据。

3.维权法律有保障。在购买商品时，
若原告能举证证明被告在销售期间存在
欺诈，则双方订立的买卖合同为可撤销
合同。合同被撤销后，依据合同法相关规
定，卖方应向买方退回货款并赔偿因此
遭受的损失，如资金占用损失等。

■法官提醒■

诸如涉案电子游戏之大型、多人
参与网络游戏，其创作凝聚了开发者
的心血。如不保护创作者对其作品进
行许可传播或不许可传播的排他性权
利，不利于对开发者形成权利激励、
从而在全社会促进智慧产品的产出，
也不符合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

涉案电子游戏“梦幻西游”“梦
幻西游 2”，核心内容包括游戏引擎
和游戏资源库，经由用户在终端设备
上操作后，引擎系统调用资源库的素
材在终端设备上呈现，产生一系列有
伴音或无伴音的连续画面，这些画面
表达了创作者的思想个性，且能以有
形形式复制，此创作过程与“摄制电
影”的方法类似，因此涉案电子游戏
在终端设备上运行呈现的连续画面可
认定为类电影作品，该作品的“制片
者”应归属于游戏软件的权利人。

结合著作权法对放映权、广播权
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华多公司
的游戏直播行为所侵害的均不属于著
作权法所列举的“有名”之权利，归
入“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
利”；与之对应的，涉案的侵权行为

也不属于著作权法所列举的“有名”
之侵权行为，归入“其他侵犯著作权
的行为”。另外，游戏的呈现画面是
电子游戏的基础价值，尽管游戏用户
存在追求游戏中预设的“过关”或

“升级”的可能，但游戏呈现画面的
价值并不因此而丧失，故游戏直播行
为不属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范畴。

综上，被告侵害了原告对其游戏
画面作为类电影作品之著作权，应当
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侵权责
任。关于赔偿数额，一审法院根据华
多公司关联企业的财务年度报告、涉
案电子游戏播放热度和华多公司前游
戏主播的证人证言，估算出华多公司
游戏直播业务及涉案电子游戏获利情
况，再结合涉案作品的类型、权利种
类、华多公司持续侵权的情节、规模
和主观故意等因素，酌情确定华多公
司赔偿网易公司经济损失2000万元。

此外，基于权利人对权利的自主
处分，其他行为主体存在的游戏直播
行为，不成为其免责的理由。同时，
基于上述判定，网易公司在本案中请
求保护的权益已得到保护，无须再论
及其所提出的计算机软件作品、美术
作品、文字作品、音乐作品等竞合性
权利主张或不正当竞争等指控。

■法官说法■

拒付工人工资 包工头被判刑
本报讯 包工头蔡某拖欠工人工

资6万余元，经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后仍然拒不支付，后被公
安机关刑事拘留。近日，广东省梅州
市丰顺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宣
判，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被告
人蔡某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并
处罚金3000元。

2015年7月，蔡某作为包工头带
领郑某、邱某等5名工人承包了丰顺
县某楼盘A区19栋和21 栋的内墙粉
刷工程，并于同年 11 月完工。之
后，蔡某从承建单位那里领取了工程
款，但是只支付了一部分工资给郑
某、邱某等人，剩余工资款6.6万元
却迟迟不肯支付。2016 年 3 月，郑
某、邱某等5名工人到丰顺县人社局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上访投诉。随后，
丰顺县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展开
调查，并对蔡某下达了限期改正指令
书，限定其在2016年3月24日前对问

题进行整改，但是蔡某在收到指令书
后仍然拒不支付工人工资。2016年4
月14日，蔡某在厦门北站乘坐动车时
被民警抓获，同日被丰顺县公安局刑
事拘留。2016年4月19日，蔡某的家
属与郑某、邱某等 5 名工人达成协
议，蔡某家属代为支付工资 3.8 万
元，剩余款项5名工人不再要求蔡某
支付。

丰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蔡
某无视国家法律，以逃匿的方法逃避
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
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
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应依法惩处。鉴于被告人蔡某归案后
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自愿认
罪，且能在提起公诉前通过其家属支
付其拖欠的工资，自觉接受了财产刑
的处罚，依法可予从轻处罚。法院遂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黄义涛 谢碧娟）

本报讯 （记者 孟焕良 通讯员
祝 璐）11月10日，轰动一时的宁波绍
兴系列抢劫案在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第二法庭公开审理，绍兴中院院长
张宏伟担任该案主审人兼审判长，绍兴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胡东林出庭公诉。

上午9点，庭审正式开始，身穿黑
色上衣的徐利中等身材，看上去是一个
普通的中年人，很难想到他就是作案7
起、杀害4人的抢劫凶案的实施者。在
法庭调查阶段，徐利对指控罪名均表示
无疑义，表示“后悔不该杀人，谋财害
命，不该贪婪做违法的事情。”庭审中，当
问到最受关注的宁波绿洲珠宝行抢劫案
时，审判长问道：“第四起抢劫你为什么
要选择到宁波作案？”徐利回答：“在自己
印象中，宁波是港口城市，会富裕一点。”

“在宁波作案时，两个被害人已经被你控

制的情况下，你为什么又用枪把他们打
死？”徐利则回答：“在作案过程中，由于
出汗，把头套拿掉了，他们看见我的脸
了。”据供述，徐利作案7起共劫得财物
价值200余万元。

在法庭辩论终结以后，依照法律规
定，徐利做最后陈述。他从被告席中站
起来，全程低着头说出了他的忏悔。“此
刻站在法庭上，面对法律对我的制裁，我
内心平静但却充满悔恨。”心狠手辣，行
事冷静，是徐利在屡次作案中给人留下
的印象，但事实上，累累罪行在27年间始
终在以另一种方式折磨着徐利，在被捕
之后，他表示：“其实作案之后，我的压力
一直很大，所以就用抽烟麻醉自己，一天
要抽三包，所以已经成瘾了，烟瘾很大。”

庭审持续了3个多小时，合议庭认
为案情重大、复杂，宣布将择日宣判。

本报广州 11 月 13 日电 近年
来，网络游戏直播作为新兴行业，在
吸引大量玩家的同时侵权风险日益显
现。游戏玩家直播玩游戏必然需要播
放游戏画面，但未经授权的直播画面
会惹上官司？今日，广州知识产权法
院对网易诉华多公司侵害著作权案作
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停止通过网络
传播“梦幻西游”或“梦幻西游 2”
的游戏画面，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2000万元。

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网易公司） 发现广州华多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多公
司） 通过 YY 游戏直播网站等平台，
直播、录播、转播“梦幻西游 2”
（涉案电子游戏） 游戏内容，经交涉
未果，于 2014 年 11 月 24 日提起诉
讼。

网易公司诉称，涉案电子游戏属
计算机软件作品，游戏运行过程呈现
的人物、场景、道具属美术作品，游
戏过程中的音乐属音乐作品，游戏的
剧情设计、解读说明、活动方案属文

字作品，游戏运行过程呈现的连续画
面属以类似摄制电影创作方法创作的
作品，被告窃取其原创成果，损害其
合法权利。

华多公司辩称网易公司非权利
人，涉案电子游戏的直播画面是玩家
游戏时即时操控所得，不是著作权法
规定的任何一种作品类型；且游戏直
播是在网络环境下个人学习、研究和
欣赏的方式，属于著作权法中的个人
合理使用行为。

庭审中，双方围绕保护对象、权
利归属、侵权行为或不正当竞争行
为、法律责任等展开辩论并交换质证
诉辩证据。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
华多公司在其网络平台上开设直播窗
口、组织主播人员进行涉案电子游戏
直播，侵害了网易公司对其游戏画面
作为类电影作品之著作权，依法判决
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停止侵权
具体为停止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电子游
戏“梦幻西游”或“梦幻西游2”的游戏
画面。 （潘玲娜 肖晟程）

作案七起 杀害四人 劫得财物价值200余万元

宁波绿洲珠宝行抢劫案公开开庭审理

“梦幻西游2”网游直播侵权案一审宣判
侵权公司被判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00万元

图为庭审现场。 袁 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