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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车厢拥挤引发凶案
行凶者被终审判处死缓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7月6日（总第7402期）

申请人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因将票号为
3100005127604234，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
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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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
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票号3100005127604234，出票人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人民医院，收款人国药集团新疆新特药业有限公司，背书人国药集团
新疆新特药业有限公司，持票人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票据
金额300000元，出票日期2017年12月25日，汇票到期日2018年6月25
日，付款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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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因将票号为
3100005127604235，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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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一、公示
催告申请人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
承兑汇票，票号3100005127604235，出票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
院，收款人国药集团新疆新特药业有限公司，背书人国药集团新疆新特
药业有限公司，持票人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票据金额
300000元，出票日期2017年12月25日，汇票到期日2018年6月25日，
付款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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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巨圣建设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华东三省一市银行
汇票1份（票号：00100041/23951832，票面金额为伍仟元整，出票日
期为2018年5月16日，出票人为申请人，收款人为桐乡市梧桐街道
财政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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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
起2个月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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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桐乡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巨圣建设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华东三省一市银行

汇票1份（票号：00100041/23951515，票面金额为叁万元整，出票日
期为2018年3月30日，出票人为申请人，收款人为嘉兴诚欣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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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
之日起2个月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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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桐乡市人民法院

江苏泓建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3）民二初字第259号民事判决书现已生效。本公司于2018年5
月30日与吕沈兵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本公司对你公司上
述判决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吕沈兵行使。现根据《合同法》第八十
条的规定，通知本公司上述事项。请你公司于收到该通知之日起，将
该款项直接支付给吕沈兵。 天津西本伟业钢铁有限公司

马大凌、徐光群：原告金华市金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703民初61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马大凌、
徐光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返还原告金华市金源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代偿款17404元，并支付违约金5221.2元；二、被
告马大凌、徐光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支付原告金华市
金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实现债权律师费1500元；三、原告金华
市金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抵押物浙GC36K1小型普通客车
就上述第一、二项判决确定的债务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04元、公告费260元，合计664元，由被告马大凌、徐光
群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17年12月26日，本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席宪强申请对被申
请人北京中通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公司”）
进行强制清算一案。2018年1月20日，本院指定北京市宏威律师

事务所成立清算组。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清算组（清算组工作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 16号院号楼冠捷大厦 1905，联系
人：秦洋，联系电话：13911836505）申报其债权。债权人申报债
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应当对
债权进行登记。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
偿。公司清算时，债权人对清算组核定的债权有异议的，可以要
求清算组重新核定。清算组不予重新核定，或者债权人对重新核
定的债权仍有异议，债权人有权以公司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确认。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2日裁定受理海南鄂
海实业公司申请武汉宏祥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祥公
司”）强制清算一案，并指定湖北创智律师事务所为清算组成员。宏
祥公司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书面申报债权（申
报地址：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大道832号1栋2单元12楼；联系人：陈
律师；联系电话：027-85809633、18571553925），并说明债权性质、
数额、形成原因等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宏祥公司的债务人
或财产持有人应及时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移交财产。宏祥公司及
其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立即向清算组
移交公司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全部资料并配合清算组工作。
相关义务人如怠于履行义务导致无法清算的，将依法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武汉宏祥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朱克的申请于2018年6月
8日裁定受理了吴江亚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克体
育”）强制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6月20日指定江苏新天伦律师事
务所组成亚克体育清算组，指定吕洁、王戬勍、缪雪为清算组成员，
吕洁担任负责人。现就亚克体育强制清算及债权申报事项公告如
下：亚克体育的债权人应自公告刊登公布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
（通讯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汉街5号腾飞新苏坊B幢301室；邮
编 ：215000；联 系 人 ：吕 洁 ；联 系 电 话 ：0512- 67505251,

18994426680）申报债权，申报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
担保及是否是连带债权并提交相应的证据材料等。债权人如系法
人，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逾
期申报者，可以在公司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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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克体育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清算
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吴江亚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6月24日
申请人张称怀申请被申请人苏州合信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强制清算一案，因被申请人苏州合信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已停止经营，该公司人员下落不明，没有任何财产、账册、重要文
件，无法进行清算，应当终结清算程序。申请人可以另行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
定(二)》第十八条的规定，要求被申请人的股东、董事、实际控制
人等清算义务人对其债务承担偿还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四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
规定，本院于 2018年 4月 28日裁定：一、终结被申请人苏州合信
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二、申请人张称怀可以
另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
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的规定，要求被申请人苏州合信装
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股东、董事、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对其
债务承担偿还责任。 [江苏]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呼伦贝尔蒙天钢结构制作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形成股东会决议，提前终止经营，进
入法定清算程序。公司已成立清算组。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请
所有与本公司有债权关系的企业及自然人，自见本公告见报日起60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逾期不报视为放弃
处理。清算组联系人：樊祥春13904705299，张世军13947010607。

呼伦贝尔蒙天钢结构制作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本院根据万载县银兴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2018
年 5月 23日裁定受理江西黑与白陶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5月23日指定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为江西
黑与白陶瓷有限公司管理人。江西黑与白陶瓷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向江西黑与白陶瓷有限公司

管理人（通信地址：江西省万载县工业园区江西江明精密量具有
限 公 司 办 公 楼 310 室 ；邮 政 编 码 ：336100；联 系 人 ：赵 欣
18679631229，王代金13879180148）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者，自
行承担法律后果。本院定于 2018年 9月 25日上午 9时 30分在本
院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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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万载县人民法院

海口信会贸易公司：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亚希物业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口信会贸易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中,因你公司地址不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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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中兴华房(鉴)字【2018】第
01019号房地产价值鉴定报告书。该鉴定报告载明：海口市海府路12
号亚希大厦802号房地产在现状产权及装修状态下的每月租金市场
价值为3739元；海口市海府路12号亚希大厦803-806号房地产在
现状产权及装修状态下的每月租金市场价值为6974元。同时,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2017)琼0108执恢427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载明：
拍卖被执行人海口信会贸易公司名下的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
12号亚希大厦802号房产(产权证号:26632号)、803-806号房产(产
权证号:26631号)10年的使用收益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海南]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巩会涛（又名蔺东波）：关于申请执行人徐慧燕与被执行人巩会
涛（又名蔺东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临西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
人巩会涛名下，临西县房权证邢临字第2016144号，位于河北省临西
县县城盛世缔景小区4号楼3单元102室，储间4-18号的房产进行
评估，现向你公告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勘验现场通知及领取评
估报告的时间，此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
满次日起第5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下午3时到临西县人民法院司
法辅助办公室（临西县城长江路，临西县人民法院司法辅助办公室，
联系电话：17703398707）选取评估机构；于公告期满次日起第10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下午3时到拟评估的房产处参加现场勘验;于公
告期满次日起第20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下午3时到本院司法辅
助办公室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在收到评估报告之
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未到场及逾期未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将
视为你放弃相关权利。 [河北]临西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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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两男子因无座票共同乘
坐同一节拥挤的火车车厢，后因“通
行权”发生肢体冲突，引发一起凶杀
命案。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
管万强故意伤害案作出二审宣判，核
准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
管万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0月8
日，正值国庆假期结束铁路运输高
峰，在运行于龙川至河源区间的
K105 次旅客列车 2 号车厢内，被告
人管万强与被害人黄某因车厢拥挤导
致肢体接触，引发口角再上升为肢体
冲突，期间被其他乘客劝阻分开，随
后，管万强意欲通过过道返回自己原
位置时被黄某阻拦威胁，在冲突升级
中，黄某妻子钟某加入打斗，管万强
在扭打过程中挥刀乱刺，致使黄某轻
伤、钟某死亡。管万强从河源火车站

下车逃离，4 小时后被当地警方抓
获。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管万强
在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持刀捅刺被害
人，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手段残
忍，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危害
性极大，应予以严惩。但鉴于本案被
害人对双方矛盾激化及案件发生存有
责任，且管万强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
事实，对其判处死刑，可不必立即执
行。

据了解，近年来，类似因乘坐火
车、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而引发的
纠纷时有发生，在节假日期间更为集
中多发，有的因为情节轻微被行政处
罚处理，情节严重的上升为刑事案件
的也不乏有之，其中，本案具有典型
性和代表性，希望人们引以为戒，遇
事冷静，珍视生命。

（黄胜龙）

本报滁州7月5日电 （记者 周
瑞平 通讯员 汪玉芳 曹静平）借别
人巨款不还，自己领取 27 万余元拆迁
补偿款后，不仅不如实申报，还通过手
机银行全部转移，隐瞒财产。今天上
午，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一审
以被告人尹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当庭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个月。
法院经审理查明，尹某和毛某发生

民间借贷纠纷，2016年11月，琅琊区
法院判令尹某偿还毛某借款76.8万元。
判决生效后，尹某分文不还。

2017年1月，毛某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经过查找，尹某因身负大量债
务，早已“人间蒸发”。法官通过网络
查控系统，将尹某名下的3个银行账户
进行冻结。同年2月，法官了解到尹某

将分到一笔拆迁补偿款，便从滁州市房
屋拆迁事务所调取尹某于2016年12月
签署的拆迁补偿协议，得知银行已经将
27 万余元拆迁补偿款发放完毕，尹某
在银行临时开立的账户取走了全款后，
立即进行销户，并使用手机银行将拆迁
补偿款全部转移至朋友刘某账户。

同年 10 月，琅琊区法院以拒不履
行生效判决和拒绝报告财产为由，对尹
某进行司法拘留。随后，移交公安部门

立案侦查。案发后，尹某亲属代其汇款
28万元至琅琊区法院账户。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尹某负有
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在人民法院
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
实施隐藏、转移财产等行为，致使判决
无法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尹某归案后，如
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其亲属替尹某
汇款 28 万元用于履行部分判决，可酌
情从轻处罚。

尹某当庭认罪，宣读悔过书说，
“在看守所的日子，反思了许多，我现
在很后悔，恳请法庭从宽处理，服刑期
满后我会好好工作，尽最大努力偿还余
下欠款。”

欠巨款不还 转移补偿款

安徽滁州一被告人犯拒执罪获刑十个月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被控受贿710万元

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原支队长胡志国受审
本报长沙 7 月 5 日电 （记者

曾 妍 通讯员 李昭菲） 今天上
午，长沙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经济
侦查支队原支队长胡志国受贿案在湖
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
庭审理。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胡志
国在担任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雨花
亭派出所所长、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
局副局长、长沙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
查支队支队长、长沙县公安局局长、
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局长、长沙市
公安局党委委员兼经侦支队支队长期
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刑事立
案、案件处理、变更强制性措施、治
安、维稳、扣押款物处理等方面为他
人谋取利益；利用本人地位、职权形
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

员职务上的行为，在案情打探、公安
内部车辆牌照办理、非法用地处理等
方面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1999
年至 2017 年，胡志国直接或者通过
其妻子、女儿 （另案处理） 非法索
取、收受李某某 （另案处理） 等 14
个单位和个人的财物及港币、美元和
人民币现金共计价值710万余元。

庭审中，控辩双方对相关证据进
行了举证、质证，就本案有关事实的
认定和法律适用充分发表了意见，被
告人胡志国作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
示认罪悔罪。

本案是长沙市监察委员会成立后
立案调查并移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向
长沙中院提起公诉的第一起职务犯罪
案件。因案情重大复杂，法庭宣布将
择期宣判。

一圆顶礼帽上方飞出一条星星“尾
巴”，这一简洁活泼的“BreadTalk 面包新
语”月饼礼盒图案被证明侵权。上海市普
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令“面包新语”停止
侵权，登报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
济损失119.7万元。

2016 年 3 月，一家设计公司认为，
“面包新语”有5款礼盒外包装涉嫌侵犯
其著作权，于是向普陀区法院提起诉
讼。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产品的外包
装侵犯上述设计公司包含署名权在内的
诸多著作权利，宣判后，双方均不服，
提起上诉。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依法驳回涉诉双
方的上诉，维持原一审判决。

月饼外包装涉侵权，“面包新
语”一审败诉

2016年3月，原告上海锦恒包装制
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锦恒公司） 诉
称，“面包新语”品牌持有者上海新语
面包公司曾来电沟通，希望能为其设计
多款当年月饼外包装礼盒和配套手提
袋，并通过邮件提供了相关设计素材。

随后，双方经多次邮件与微信往
来，就“品月”“名月”“新月”等5款

礼盒设计稿达成一致，锦恒公司据要求
完成打样、交付并提出报价，但新语面
包公司人员变动，此事便不了了之。

后锦恒公司发现，“面包新语”品
牌销售的5款月饼套装使用了其最后提
交的设计，并委托新语餐饮公司生产
销售。锦恒公司遂向普陀区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判定新语面包公司和新语
餐饮公司停止侵犯其著作权并赔偿损
失。

普陀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品月”礼
盒中“帽子＋星星”图案系原告在电脑中
独立制作，该图案表现出圆顶礼帽上方
飞出十余颗大小不一的六角星、五角星
和四角星，图案下方突出“BreadTalk”和

“面包新语”商标，格外醒目，整体构图简
洁活泼，具有独创性，属于美术作品。

2017年9月28日，普陀区法院就相
关5起涉诉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要求两
被告停止侵权，连续3日在《新民晚报》上
刊登声明以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锦恒
公司经济损失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
支共计119.7万元。双方对此判决均表
示不服，分别上诉至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新语面包公司和新语餐饮公司在上
诉中请求，驳回锦恒公司的一审全部诉
讼请求。

锦恒公司则对赔偿金额不满，请求
改判两家侵权公司赔偿每起涉诉案件
50万元，共250万元。

二审法院：这是受著作权法
保护的美术作品

涉案作品是“改编作品”还是“委
托创作作品”，成为二审焦点。

新语面包公司和新语餐饮公司在
上诉中称，涉案作品为改编作品，改
编作品著作权人不得对抗原作品著作
权人。

这一理由，二审法院上海知识产权
法院并未采纳。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新语面包公司提
供给锦恒公司的原作品中包含了兔子、
帽子、灯笼、星星等独立的图形素材，
锦恒公司在创作中对这些素材进行了择
取、组合，并赋予了新的布局和色彩搭
配，并非对原作品的简单删除与复制，
所形成的涉案作品系具有独创性的、受
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

法院还从双方 2010 年、2011 年签
署的 《月饼礼盒包装印刷加工定作合
同》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来认定，涉案
作品是“委托创作作品”。

上述合同规定：本合同定作加工合
同的产品 （整套月饼礼盒） 是定作方
（新语面包公司） 委托承揽方 （锦恒公
司）专案设计并打样……承揽方需确认
使用的图案元素无侵权行为，如有侵权
情况由承揽方全权负责。

法院还表示，涉案作品中的“帽
子+星星+兔子”已于2016年6月14日
由锦恒公司作为著作权人完成了作品著
作权登记，新语面包公司、新语餐饮公
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与锦恒公司对涉案
委托创作作品的权属存在约定。故根据
著作权法规定，涉案作品的著作权由锦
恒公司享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新
语面包公司将涉案作品权属信息移除后
发送给第三方刚奇公司，由刚奇公司完
成被诉侵权包装盒的制作，系在明知涉
案作品权利人为锦恒公司的情形下，未
经许可在被诉包装盒上使用涉案作品，
新语餐饮公司未经许可销售含有涉案作
品的月饼礼盒套装，上述行为构成了对
锦恒公司著作权的侵害，依法应承担相
应的民事责任。

2018年7月5日，双方当事人收到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判决驳回双方全部上
诉意见，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书。

“面包新语”5款礼盒被判设计侵权
上海知产法院终审判令两公司赔偿权利人119万元并连续3天登报发声明

安 健

微商被同行在朋友圈盗图
法院判决盗图者道歉并赔偿7000元

本报讯 女微商在朋友圈内擅用
他人享有肖像权的照片引来一场官
司。近日，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审
结了该起案件。法院酌情确定盗图者
公开发朋友圈道歉并判决其赔偿图片
所有者经济损失及及维权费用共计
7000元。

温岭的谢女士，开了一家服装
店，为了吸引人气，她时常在微信朋
友圈内发布其与朋友为模特，穿着自
家店里的服装拍摄的照片。今年 4
月，谢女士在朋友圈里无意间发现有
一个微商经常盗用她们的照片并发布
出来。

这位微商就是卢女士，也是卖衣
服的。卢女士曾是谢女士的客户，两
人还互加了微信。谢女士在朋友圈中
晒的衣服，她也在卖，于是从今年的1
月开始，她就直接复制了谢女士朋友
圈里的照片，发在自己的朋友圈内。

谢女士发现之后，十分气愤，一
纸诉状将卢女士告上了法庭，要求卢
女士在自己的微信号上置顶公开发布

赔礼邀歉的声明，声明的时间不少于
60 天；赔偿谢女士的各项经济损失
21.5万元。

庭审中，卢女士辩称，侵犯谢女
士肖像权是事实，但她只在朋友圈里
发布，而且好友也不到300个，而转
发的照片不仅仅是谢女士，时间也比
较短，她收到传票之后都已经删除
了，没有给谢女士造成经济损失，她
同意道歉，但60天过长。

法院经审理认为，卢女士未经谢
女士同意转发了其照片用以服装销
售，侵犯了谢女士的肖像权。谢女士
同意在微信朋友圈内公开道歉，法院
予以确认，道歉的内容由法院审核确
定，考虑本案所造成的影响，酌情确
定由卢女士在其微信朋友圈公开发布
道歉声明并持续保留15天。

法院依据卢女士的过错程度、使
用肖像的方式、造成的影响范围和后
果、以及本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情况
作出前述判决。

（李 洁）

本报武汉7月5日电 （记者 程
勇 蔡 蕾 通讯员 甘祝德 王毅
然） 为牟取私利，三缅甸籍女子以介
绍工作为由，分别或合伙诱骗本国女
子卖给他人为妻，近日，湖北省南漳
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拐卖妇女案件，
马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1

万元、驱逐出境；王某被判处有期徒
刑七年，并处罚金 7000 元、驱逐出
境；王某甲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
处罚金 5000 元、驱逐出境；继续追缴
马某、王某、王某甲违法所得分别为
10.4万元、3万元、、2.1万元。

据悉，马某、王某、王某甲均为

缅甸公民。其中，王某甲系多年前被
拐卖到中国的受害者，但她并没有因
此同情被拐卖的妇女，痛恨这种拐卖
妇女的行为，而是将这种犯罪行为当
做赚钱的手段，成为拐卖妇女的帮
凶。三人通过与境外人员串通，以介
绍到中国打工赚钱为由，诱骗缅甸当

地女子来到中国。联系好买家后，三
人分别或合伙将被骗女子带至河南镇
平、湖北南漳等地卖给他人为妻，以
此牟利。自 2016 年初至 2017 年 3 月案
发时止，三人分别或合伙拐卖了 5 名
缅甸女子，马某、王某、王某甲分别分
得赃款10.4万元、3万元、2.1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马某、王某、王
某甲分别或合伙拐卖妇女，其行为均
已构成拐卖妇女罪。马某、王某、王
某甲当庭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
罚，故作出如上判决。一审判决生效
后，三名被告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
生效。

谎称介绍工作将本国女子卖他人为妻

三缅甸女子跨国拐卖同胞获刑

本报讯 （记者 武新邦 通讯
员 祁 隽）近日，安徽省安庆市迎江
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集资诈骗、信用卡
诈骗案，被告人汪某某犯集资诈骗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
金 40 万元；另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其
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5万元，该院
对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
金45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 年 3 月至
2017 年 1 月，被告人汪某某利用自己
农业银行工作人员身份，虚构帮助银
行客户归还信用卡或者办理贷款调头
业务需要资金的事实，明知自己无偿

还能力，以高息为诱饵，采取借新债
还旧债的方式，利用多人的银行卡作
为中转账户，在外进行循环借还款转
账。汪某某先后从江某某、胡某某等
18 名被害人处借款共计 7901 万余元，
至案发时，尚有 1244 万余元无法归
还。

另被告人汪某某利用其农业银行
工作人员身份，在给被害人徐某某、
任某某办理信用卡申请业务时，提供
虚假收入证明，填写非申请人电话、
单位等信息，致使两名被害人未收到
申请的信用卡。后汪某某在无偿还能
力的情况下，冒用两名被害人的信用

卡恶意透支，导致发卡银行无法正常
催收，两张信用卡欠款本金共计3万余
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汪某某
以 非 法 占 有 为 目 的 ， 以 高 息 为 诱
饵，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骗取
集资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
成集资诈骗罪；另其以非法占有为
目 的 ， 冒 用 他人信用卡恶意透支，
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
罪。被告人汪某某犯数罪，应实行数
罪并罚。鉴于其庭审中自愿认罪，该
院酌情对其从轻处罚。遂作出上述一
审判决。

诈骗1200万余元又冒用他人信用卡透支
女子犯集资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