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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12月27日（总第7223期）

2017年9月6日，本院根据卓尼县云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卓尼县云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查明，截止2017年12月6日，管理人发生的管理费用共计
39537元，卓尼县云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清偿7480.58
元，尚余32056.42元，另预期发生破产费用6000元，现卓尼县云
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可供清偿的财产21288.14元(固定资
产,无变现价值)，负债总额487073.09，已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
2017年12月6日，管理人申请本院终结卓尼县云腾物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管理人请求终结破产清算
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
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2月15日裁定宣
告卓尼县云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

[甘肃]卓尼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广州市腾业锌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业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广州市腾业锌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同
时指定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为腾业公司管理人（负
责人：许展诚）。腾业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月31日前，向管
理人（通信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6号周大福金
融中心26楼；联系人：许展诚；电话：020-280167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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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腾业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2月7日
下午3时在本院第32法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
人会议的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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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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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广州白云山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

广州白云山电话通信设备厂破产清算一案，并同时指定毕马威
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为广州白云山电话
通信设备厂管理人。广州白云山电话通信设备厂的债权人应自
2018年2月1日前，向广州白云山电话通信设备厂管理人（通信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6号周大福金融中心21
楼；联系人：李伟贤；联系电话：020-38138505、381385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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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广州白云山电话通信设备厂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广州白云山电话通信设备厂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2月7日上午9时在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第二十七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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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破产人湖北物兴物资贸易集团总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
于2017年12月11日裁定终结湖北物兴物资贸易集团总公司破
产程序。 [湖北]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中联重科融资租赁（中国）有
限公司、中联重科融资租赁（北京）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6月19
日裁定受理武汉翼达建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2017年
7月20日指定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担任武汉翼达建设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本院定于2018年1月19日上午9时在北京市
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徐东路50号岳
家嘴山河企业大厦40层）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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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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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恩施州益寿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8
月31日裁定受理恩施州益寿果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7年11月7日指定湖北正典律师事务所为恩施州益寿果
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恩施州益寿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自2018年2月13日前，向恩施州益寿果业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管理人（通信地址：湖北省建始县花坪镇小西湖村一组恩施
州益寿果业股份有限公司厂房三楼；邮政编码：445305；联系人:
梁寅、雷杨；联系电话：13477264877、183725059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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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恩施州益寿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恩施州益寿果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4月20日9时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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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2015年1月23日无锡市恒生富通置业有限公司（下称
“恒生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并经

江阴市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现对恒生公司破产财产实施第二次分
配，本次分配的债权额为84901931.80元，全部系“恒生府邸商品房
买卖合同消费者债权”，本次分配的破产财产额为33960772.72元，
系第一次分配债权额55%之后再分配40%的金额，本次分配全部
用货币方式。 无锡市恒生富通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7年10月11日，本院根据江苏宜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城关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江苏省纯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纯江公司”）破产清算案。查明，纯江公司资产经本院执行局公开拍
卖，成交价为20084400元，初步核定债权总额436685803.73元，其中：
税务债权1户，债权额612522.37元；无财产担保债权19户，债权额
436073281.36元。另有不予确认债权2户，债权额6674320元。本院认
为，纯江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
破产清算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
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2月11日裁定宣告江苏省纯江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宜兴市人民法院

2017年12月15日，本院根据上海亿华工业化学品有限公司、绍
兴广润麻棉纺织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苏州
市吴江区巾帼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吴江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分行、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江苏苏龙纺织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江苏华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江苏苏龙纺织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江苏苏龙纺织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2月28日前向江苏苏龙纺织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苏州市吴江区同里镇迎燕东路70号，
江苏华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人：何宇杰、马立；联系电话：
18013088218、18912712232，传真号码：0512-63027228；邮政编码：
215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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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龙纺织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江苏苏龙纺织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3
月12日9时30分在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第十二法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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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15日，本院根据上海亿华工业化学品有限公司、绍兴
广润麻棉纺织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苏州市吴

江区巾帼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吴江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分行、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吴江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吴江市苏龙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同日指定江苏华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吴江市苏龙纺织有
限公司管理人。吴江市苏龙纺织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2月28
日前向吴江市苏龙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苏州市吴江区同
里镇迎燕东路70号，江苏华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人：何宇
杰、马立；联系电话：18013088218、18912712232，传真号码：0512-
63027228；邮政编码：215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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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苏龙纺织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吴江市苏龙纺织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3月12
日13时30分在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第十二法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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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15日，本院根据上海亿华工业化学品有限公司、
绍兴广润麻棉纺织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苏
州市吴江区巾帼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分行、苏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苏龙漂染（苏州）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江苏华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苏龙漂染（苏州）有限公司管理人。苏龙漂染（苏州）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于2018年2月28日前向苏龙漂染（苏州）有限公司管理
人（通讯地址：苏州市吴江区同里镇迎燕东路70号，江苏华瑞会计
师 事 务 所 有 限 公 司 ；联 系 人 ：何 宇 杰 、马 立 ；联 系 电 话 ：
18013088218、18912712232，传真号码：0512-63027228；邮政编
码：215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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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龙漂染（苏州）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苏龙漂染（苏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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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2
日15时在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第十二法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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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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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柳州12月26日电 （记者
费文彬 通 讯 员 覃柳苏 李旭
光），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柳州正菱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菱集团）及
被告人廖荣纳、叶祉群等8人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上诉一案作出终审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1 月 22 日，柳州市柳南区人民
法院对被告单位正菱集团及被告人廖
荣纳、叶祉群等8人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案一审宣判，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判处正菱集团罚金200万元；以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处廖荣纳等
8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八年至一年零六
个月不等，并分别处以罚金；责令正
菱集团、苏光华分别退赔相关集资参
与人经济损失；对苏光华等5名被告

人的违法所得分别予以没收。
二审法院认为，正菱集团违反国家

金融管理规定，以生产经营需要资金周
转等为名，利用承诺支付高息为诱饵，
以口口相传等方式，向不特定的社会公
众吸收资金达11.8亿余元，数额巨大；
廖荣纳、叶祉群系上述行为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廖昌首、周霖娜、廖杰、黎
福媚、苏光华、李伯勤系上述相关行为
的其他直接责任人；苏光华个人还违反
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向不特定的社会公
众吸收资金达 2242 万余元，数额巨
大；正菱集团和廖荣纳等8被告人的行
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审
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定罪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
当，审判程序合法。法院遂依法作出上
述终审裁定。

单位非法吸收资金11.8亿余元

正菱集团非法吸存案终审维持原判谢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一审公开宣判
被告人被免予刑事处罚，当庭表示服判

本报长沙 12 月 26 日电 （记者
曾 妍）今天上午，湖南省长沙市中级
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谢阳被指控犯煽
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扰乱法庭秩序罪一
案一审公开宣判，认定谢阳犯煽动颠覆
国家政权罪，免予刑事处罚。谢阳当庭
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谢阳长期
受反华势力渗透影响，逐渐形成了推翻
国家现行政治制度的思想。2012 年以
来，谢阳多次利用信息网络发表煽动
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论，并通过炒作热
点案事件，攻击宪法所确立的国家制
度，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
义制度。2014 年至 2015 年 3 月间，谢
阳在代理一起土地行政征收纠纷案
时，在案件开庭审理前纠集他人到庭

“围观”“声援”，开庭审理时采取拍打

桌子、辱骂法官等方式扰乱法庭秩
序，开庭审理后又组织被拆迁村民在
法 院 门 口 聚 集 ， 煽 动 与 政 府 对 抗 。
2015 年 4 月 21 日，谢阳以辩护律师身
份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会见因涉嫌
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羁押的被告
人谢某，后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文章，
鼓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无罪，号召颠
覆国家政权。

2015 年 5 月，在黑龙江省庆安县
火车站袭警事件发生后，谢阳伙同他
人采取网下聚集滋事、网上鼓动对立
等方式，对事件进行恶意炒作，煽动
不明真相的人员对抗政府。2015 年 5
月 18 日，谢阳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
市代理一起经济纠纷案件时，双方当
事人发生冲突，谢阳在冲突中遭到对
方人员殴打。南宁市公安局接警后及

时出警处置，谢阳却通过微博诽谤南
宁警方组织黑社会插手经济纠纷，污
蔑南宁警方是凶手，制造舆论煽动仇
视国家政权。谢阳还多次赴境外参加
反华势力组织的各种培训，与境内外
意图颠覆国家政权的人员串联。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谢阳以
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
目的，通过在信息网络上发表言论、
炒作热点案事件以及扰乱法庭秩序等
方式，抹黑国家政权机关，攻击宪法
所确立的国家制度，煽动颠覆国家政
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
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公诉机关指
控谢阳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
立，但指控其所犯扰乱法庭秩序罪可
不单独定罪。法院同时认为，谢阳的

行为虽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罪，但尚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且
谢阳归案后认罪、悔罪。综合全
案，根据谢阳犯罪的事实、性质、
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
所具有的坦白认罪的法定从轻处罚
情节，依法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谢阳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
诉。他感谢合议庭组成人员、公诉
人、辩护人的辛苦劳动。他说，在
整个案件的办理期间，特别是在羁
押期间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
司法机关充分保障了其合法权利。
他表示，感谢司法机关对他从宽处
理，以后一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
民。谢阳家属、法学学者、律师、
各界群众代表以及媒体记者共 40 余
人旁听了宣判。

本报北京 12 月 26 日电 （记者
刘 岚）记者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获悉，今天上午，天津二中院依法对
被告人吴淦颠覆国家政权案一审公开宣
判，认定吴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
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吴淦因对
国家现行政治制度不满，逐渐产生颠覆
国家政权的思想。其后，吴淦长期利用

信息网络散布大量言论，攻击国家政权
和宪法确立的国家制度，宣扬用以颠覆
国家政权的“推墙”思想；勾结一些具
有颠覆国家政权思想的非法宗教活动人
员、职业访民、少数律师和其他人员，
以“维权”、表演“行为艺术”等为幌
子，采取在公共场所非法聚集、起哄闹
事，在信息网络上辱骂他人、散布虚假
信息等方式，炒作多起热点案事件，抹

黑国家机关，攻击宪法所确立的国家制
度，实施了一系列颠覆国家政权、推翻
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活动，严重危害国
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淦以
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
目的，通过在信息网络上散布颠覆国
家政权的言论、炒作热点案事件等方
式，攻击国家政权和宪法所确立的国

家制度，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
稳定，其行为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
罪。公诉机关指控吴淦犯颠覆国家
政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指控罪名成立。吴淦犯罪行为
积极，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大，
主观恶性深，应依法从严惩处。法
院根据吴淦犯罪的事实、性质、情
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
出上述判决。

据悉，部分社会群众旁听了宣
判。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充分保障
了吴淦及其辩护人依法享有的各项诉
讼权利。

吴淦颠覆国家政权案一审公开宣判

家教老师多次猥亵强奸未成年女生
被北京海淀法院判刑12年6个月并宣告“从业禁止”

本报北京12月26日电 年薪16
万元的家教老师多次利用家教时间性
侵未成年女学生，今天，被告人邹明
武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以
强奸罪、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二年零六个月，并宣告从业禁止
五年。

该案系海淀法院首例对性侵害未
成年人的被告人宣告“从业禁止”的案
件，也是首例对被害人及家属在庭审
及宣判环节全程采用视频保护的案
件。

据了解，今年 39 岁的被告人邹
明武曾在北京某中学任教时被评为

“一级教师”以及“海淀区骨干教
师”。法院经审理查明，邹明武为被
害人小娜 （化名，17 岁，高二学
生）的任课及家教老师，2016年3月
至案发期间，邹明武利用给小娜辅导
功课之机，多次以强行亲吻、抚摸、
让被害人为其手淫等手段强制猥亵小
娜，并多次强行与小娜发生性关系。

被告人邹明武当庭辩称小娜系自
愿与其发生性关系，其也未采取强制
手段猥亵小娜。

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被告人邹
明武是否构成强奸罪，邹明武虽称与
被害人小娜是师生间的暧昧关系，但
二人的微信聊天内容不涉及任何情感
话题或者暧昧语句；小娜曾多次跟父
母提出要更换家教，但父母误认为她
不愿意学习，一直未更换，在这种情

况下，小娜又主动提出在卧室安装监
控，记录下邹明武猥亵她的全过程，后
告知父母被邹明武强奸和猥亵的事实；
小娜在公安机关的首次陈述中表示，在
第一次被邹明武强奸时，发现邹明武左
侧臀部的红色胎记，并有照片佐证，但
邹明武却称不知道自己臀部是否有红色
胎记，作为正常的成年人，邹明武的辩
解明显有悖常理。小娜的陈述客观、真
实，而邹明武的供述前后矛盾，也无其

他证据佐证其辩解，故对其辩解，法院
不予采信。

关于被告人邹明武是否构成强制猥
亵罪，邹明武虽称他是在被害人小娜的
同意下发生身体接触，但依据小娜家中
的监控录像显示，小娜对邹明武的亲
吻、抚摸都有躲闪，且邹明武有明显拉
拽小娜为他手淫的行为，小娜也多次把
手收回，结合全案证据，故对其辩解，
法院不予采信。

法院认为，被告人邹明武作为
具有从业资格的职业教师，也是本
案未成年被害人小娜的任课及家教
老师，本应知荣明耻、严于律己、
教书育人，但却在教学过程中利用
身份的便利，严重违背教师职业道
德，多次强奸、强制猥亵未成年女性
学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
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
意见》 的规定：“2.对于性侵害未
成 年 人 犯 罪 ，应 当 依 法 从 严 惩
治。……25.针对未成年人实施强
奸、猥亵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更要依法从严
惩处：（1）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
的人员……实施强奸、猥亵犯罪
的；……（5）……多次实施强奸、猥
亵犯罪的；”法院依法对邹明武从重
处罚。同时，根据邹明武犯罪行为
持续的时间、次数、对象、手段及
主观态度等情况，为预防再犯的发
生、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教育环
境，依法对邹明武宣告从业禁止。

最后，法院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
邹明武有期徒刑九年；以强制猥亵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有期
徒刑十二年零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
二年。禁止被告人邹明武自刑罚执
行完毕或者假释之日起五年内从事
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教育工作。

据海淀法院法官介绍，该案旨
在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同
时，曝光掩盖在合法身份下的“隐
形犯罪”，为预防与减少性侵害未
成年人案件的发生搭建基础的防护
网，为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
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海 宣）

图为被告人邹明武。 王一凡 摄

本报北京12月26日电 因认
为自己的作品《诡案组》的网络电影
的改编权、摄制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
被侵犯，作家王某 （笔名：求无欲）
将中文在线公司、海润影业公司、爱
奇艺公司起诉至法院。今天上午，北
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宣
判，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据
悉，这是北京市首例有关网络电影涉
嫌侵犯原作品著作权的案件。

原告要求三被告致歉并索
赔52万

原告诉称，自己作为涉案小说的
作者和著作权人，未授权任何主体行
使涉案小说的网络电影改编权、摄制
权及其他相关权利。并称中文在线未
经许可将涉案小说的网络电影改编权
和摄制权授权给海润影业，而海润影
业未经许可将涉案作品改编并摄制成
网络电影《诡案组之魔影杀手》，上
述行为侵犯了原告的改编权、摄制
权；海润影业未经许可，授权爱奇艺
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该部电影，后爱奇
艺在网上播放了该电影，上述行为侵
犯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原告据此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三
被告停止侵犯原告对其作品 《诡案
组》享有的著作权、发表致歉声明，
并连带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 52 万
余元。

被告称未侵权 网络电影与
电影含义不矛盾

中 文 在 线 认 为 ， 其 与 原 告 于
2010 年签署了 《著作权转让合同》
和《权利转让书》，公司已获得涉案
小说完整的电影、电视剧改编权、摄
制权、发行权等著作权，该转让合同
的期限为永久有效。同时中文在线认
为，其于2011年5月就涉案小说与海
润影业签署的《著作权许可使用协议
书》中，向海润影业作出的著作权授
权没有超越中文在线从原告处取得的
著作权权利，是合法授权，未侵权。

海润影业认为，其与中文在线签
署“许可合同”完全获得了中文在线
公司就涉案小说电影改编权的授权。
网络电影是电影的下位概念，海润影
业获得了完整的版权授权的版权链，
有权进行涉案网络电影的制作及在网
络上进行播映，有权授权给爱奇艺相
关的电影权利。

爱奇艺认为，其与海润影业签订
的《视频合作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

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应受到法律保护，且爱奇艺在播放
涉案网络电影时已注明原作者及影片来
源，不具有主观过错，要求法院驳回原
告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三被告未侵权 驳回原
告诉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与中文在线
签订的《著作权转让合同》及原告出具
的《权利转让书》，均系当事人的真实
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此案中，结合整个合同条款的用语
和表述方式、合同的目的及行业内的交
易习惯，“电影”一词并非日常生活的
一般用语，而是在著作权法意义上使用
的特定词语。根据 《著作权法实施条
例》有关电影作品或以类似摄制电影的
方法创作的作品的相关规定，涉案网络
电影《诡案组之魔影杀手》属于我国著
作权法规定的电影作品，因而属于“转
让合同”相关条款所约定的“电影”。
同时，判断某一作品形态是否属于著作
权法上的电影作品，应考察其是否符合
著作权法所规定的电影作品的本质属性
和特征，而与其出现的时间并无关联，
原告仅以网络电影的出现时间晚于合同
签订时间为由，将网络电影排除在合同
约定的“电影”范围之外，缺乏法律依
据。

关于中文在线与海润影业签订的
《著作权许可使用协议书》，法院认为系
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有关法律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的合
同。因“许可合同”与“转让合同”系
针对同一部文字作品，两份合同的签署
时间仅相差半年左右，且中文在线公司
在两份协议中均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
故基于交易习惯及诚实信用原则，法院
认为“许可合同”与“转让合同”中的

“电影”一词具有相同的含义，因此涉
案网络电影亦属于“许可合同”第一条
所约定的“电影”。因而海润影业也不
构成侵权。

此外，因海润影业对涉案网络电影
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其将该电影的信息
网络传播权授权给爱奇艺于法有据。因
而爱奇艺也不构成侵权。

据此，法院判决三被告在此案中的
被控侵权行为均有合法依据，并不构成
侵权，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
方当庭未表示上诉，三被告表示服从判
决结果。

(杨晨晖)

北京首例网络电影著作权侵权案一审宣判
东城法院认定三被告均有合法依据，驳回原告诉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