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现在开庭］
2018年7月31日 星期二 案件部主办 责任编辑 何 靖 新闻热线（010）67550738 电子信箱:anjian@rmfyb.cn

力斩“黑恶”毒瘤 彰显公平正义
——赵鑫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审理纪实

李 霁 史风琴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7月31日（总第7427期）

包继勇：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兰州新区昶泽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郑文雄、包继勇、宋星辉、李红英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甘 0191执 145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评估、拍卖裁定书、评估报告等
执行过程中的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之内来本院领
取相关法律文书，逾期不到，即视为送达，并对你名下已查实的
财产强制执行。 甘肃省兰州新区人民法院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年 7月 20日作出（2018）粤 01
强清78-1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了申请人广东省汽车工业贸易总
公司对被申请人广东省华夏实业发展公司提出的强制清算申
请，并于同日作出（2018）粤 01强清 78号指定清算组决定书，指
定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为广东省华夏实业发展公司清算组。清
算组依法负责广东省华夏实业发展公司的债权登记、审核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
组（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101号兴业银行大厦 13楼，
联系电话：020-38219668，联系人：郝馨刚）申报债权，对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等情况进行说明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 广东省华夏实业发展公司清算组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2 月作出（2018）粤 01 强清
4-1号裁定书、决定书，裁定受理广东新慧化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慧公司”）强制清算申请一案，并指定国信信扬律师事务
所担任新慧公司清算组。清算工作完成后，广州市人民法院于
2018年7月19日出具了民事裁定书[（2018）粤01强清4-2号]，裁
定终结广东新慧化工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至此，新慧公司的
强制清算工作已全部完成。广东新慧化工有限公司清算组在此
依法予以公告。 广东新慧化工有限公司清算组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广东省纺织原材料公司强制清算
案[（2018）粤01强清67号]，并摇珠选定广东信德盛律师事务所作为
清算组。请广东省纺织原材料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
风东路836号东峻广场3座25楼，联系人：李华律师，电话：020-
87605579。 广东省纺织原材料公司清算组

2018年7月25日

由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粤物资工贸联合公司出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项规定的清算事
由，却未依法自行清算。2018年7月17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2018）粤 01强清 64-1号民事裁定书受理广东省纺织原
材料公司申请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粤物资工贸联合公司强制
清算一案，并依法指定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广州分所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粤物资工贸联合公司清
算组。清算组由李伟贤担任负责人（联系电话：020-381385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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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有关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
权。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粤物资工贸联合公司清算组

本院根据方振民的申请，已于2017年4月18日裁定受理合肥联
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合肥联连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事实清楚，
符合法定的宣告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
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本院于2018年7月4日裁定宣告合肥联
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广宇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由安庆市中级人
民法院裁定受理并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复指定由本院审理，
并于2018年7月9日指定安徽同合律师事务所为安徽广宇包装科
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安徽广宇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安徽广宇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
地址：安徽省桐城市盛唐路；邮政编码：231400；联系电话：耿仁飞
13966988288、赵冰13905566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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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广宇包装科
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安徽广宇包装科技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9月28日15
时在桐城市人民法院三楼会议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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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桐城市人民法院

因福建省瑞泉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已于 2018年 6月 27日
前将福建省瑞泉商贸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全部分配完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本
院于 2018年 7月 24日裁定终结福建省瑞泉商贸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程序。 [福建]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东莞市天盈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的申请
于2017年12月29日裁定受理广东中宝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2018）粤20破42号，并于2018年5月17日指定广东香山
律师事务所、中山市成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广东中宝电器
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广东中宝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8年10月9日前向广东中宝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
址: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歧关西路30号香山律师搂；联系人：梁炫
滨、袁萍，联系电话：13631169897、135498172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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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宝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广东中宝
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
10月2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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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交特別授权委托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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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闾秀芳的申请于2018年6月20日裁定受理南通华
柱水泥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经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摇号产生，于2018年7月7日指定江苏江花律师事务所为南通华
柱水泥制品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南通华柱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9月5日止，向南通华柱水泥
制品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江苏江花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江苏
省南通市工农路168号文峰大厦五楼；邮政编码：226006；联系电
话：0513-85899112，沈琦律师13814600683）申报债权，并提交债
权的相关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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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华柱水泥制品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南通华柱水泥制品有限
公司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8年9月14日上午9时在海安县人民法院第十六法庭召开,请
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江苏]海安县人民法院

因南通盐泰水产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程序性工作已经完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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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31日裁定终结南通盐泰水产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程序。 [江苏]如东县人民法院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7日做出（2018）鲁14破
申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本院执行移送破产审查之被申请人德
州海雪乳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指定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7
月4日受理，并于同日指定山东德联邦律师事务所为德州海雪乳
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德州海雪乳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
8月16日前，向管理人（通信地址：德州市德城区天衢中路866号；
联系电话：13505349758,13853470776；联系人：赵振忠、王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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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海雪乳业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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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2018年8月30日上午9
时30分在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审判楼三楼审判庭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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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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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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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博山万杰集团物流中心的
申请于2018年5月23日裁定受理博山万杰集团物流中心破产清
算一案并依法指定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7月3日立案并指定
淄博长和清算咨询有限公司为管理人。博山万杰集团物流中心
的债权人应在 2018年9月30日前向博山万杰集团物流中心管理
人（通信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经济开发区岜山村健康大道84
号4号二楼北侧破产办公室；邮政编码：255200；联系人：刘晓雪、
蒋永玉；联系电话：18953373057、158053321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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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博山万杰集团物流中心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博山万杰集团物流中心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另行公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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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债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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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8年 6月 26日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孙晨阳的申请，
裁定受理乳山海润丝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年 7
月10日指定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7月19日指定威海同信润
泰企业清算有限公司为管理人（地点：威海市环翠区高山街8号，
联系人：王峰莲，电话：13793364905）。债权人应自 2018 年 10 月
8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
债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
定处理。乳山海润丝业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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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8年10
月16日9时在乳山市人民法院九审判庭（地址：山东省威海市乳
山市胜利街 4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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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乳山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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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赵鑫犯组织、领导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
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
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决
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今年7月12日，在河北省邯郸市中
级人民法院大审判庭内，随着审判长郑
亚昕清朗洪亮的宣判声，河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对赵鑫等涉黑案作出终审判决。
22 名被告人中，除赵鑫外，许国强、
马超等 15 名被告人犯组织、领导、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分别被判处无
期徒刑、二十年至五年零六个月不等的
有期徒刑。

据了解，赵鑫等涉黑案是近年来河
北涉案人数众多、案情极其疑难复杂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此案的成功
宣判是河北法院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以来的一次重大胜利，不仅有力打击震
慑了黑恶势力犯罪，增强了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安全感，还彰显了河北法院系
统扫黑除恶、除恶务尽的坚强信心和决
心，是河北法院依法办理涉黑涉恶重大
复杂案件的一次生动实践。

光天化日行凶 恶性伤人牵
出涉黑组织

2015 年4月9日下午2时许，在邯
郸市丛台区联纺路华浩天际大厦B座门
口，一名中年男子被6名戴口罩歹徒持
械追砍。在砍刀、三棱刺刀、匕首的砍
捅之下，该男子很快倒在血泊之中。随
后，6名歹徒坐车逃走，中年男子送医
后于次日凌晨不治身亡。

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在人流密集的
商厦门口持械砍人，真是太猖狂了！围

观群众对此义愤填膺。有群众将案发视
频上传网络后，在当地市民中间引起了
极大的恐慌。

这是一起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恶性
案件，必须快侦快破，才能还老百姓一
方朗朗晴天。接到报警后，邯郸市公安
局丛台分局第一时间启动命案必破工作
机制，成立专案组，很快，这起砍杀案的
组织者赵鑫被抓获归案，并交代了案发
的事实经过。原来，赵鑫的“小弟”冯利
强等人曾因在侯某（另案处理）开设的赌
场赌博，被警方拘留过。赵鑫得知后，便
生敲诈之意，谎称冯利强等人代他在侯
某赌场放贷的37万元被公安机关查扣，
要求侯某赔偿，不料敲诈未果。

2015年2月8日晚，得知侯某在某
赌博场所出现，赵鑫遂向其索要 37 万
元。冯利强强行带人的行为引起了在赌
博场所“看场子”的杨某的不满，杨某
打电话向赵鑫“约架”。

2 月 9 日晚，杨某带 10 余名“小
弟”赶到打架地点，发现对方竟来了近
百人，在调转车头撞伤了王兆欣等4人
后逃走。对此，赵鑫怀恨在心，派人四
处寻找杨某，意欲报复。

4月9日中午，得知杨某在华浩天
际大厦出现的消息后，赵鑫立即带领王
兆欣、许国强等人赶到那儿，并交代要
打断杨某的四肢。于是，就出现了华浩
天际大厦门口砍人一幕。

随着对赵鑫的讯问，一桩桩触目惊
心的违法犯罪事实浮出水面。

2011年以来，赵鑫等3人各自网罗
刑满释放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从事开
赌场、放高利贷等违法犯罪活动。为树
立所谓强势地位，壮大犯罪组织实力，
2013年9月，赵鑫等人当众举行结拜仪
式，逐步形成了以赵鑫等3人为组织、
领导者，以王兆欣等4人为骨干成员，
以许国强等 10 人为一般成员的黑社会
性质组织。其间，赵鑫等犯罪组织成员
通过对债务人采取 24 小时紧跟、威
胁、恐吓、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通过

迫使受害者打下高额欠条、强行开走或
逼迫受害人低价转让车辆、变卖房屋还
债，进行敲诈勒索、非法拘禁、非法讨
债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在邯郸市区
造成恶劣影响。

严格公正司法 确保案件经
得起历史检验

“要牢牢把握住证据关、法律关，
让案件审理的每一个环节都经得起考
验。”邯郸中院受理赵鑫等黑社会性质
组织案后，院长戴景月专门召开会议，
对该案的审理提出要求。

虽然已在刑事审判岗位工作了近
30 年，作为赵鑫等涉黑案的审判长，
邯郸中院刑一庭副庭长叶洪明在接手这
一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案件时，还是感
觉到身上的压力。对此，他和刘钊、武
华两名同事连续加班3个多月，对检察
机关移送的138册卷宗反复查阅，吃透
案情，捋清关系，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
锁定一个个犯罪事实，力争不放过一个
疑点，不留下一处隐患。

2016年12月6日至9日，赵鑫等黑
社会性质组织案开庭审理。在连续4天
长达 39 个小时的高强度的庭审中，叶
洪明克服早年摔伤给他腰部带来的不
适，不随意走动，不多喝水，始终坐在
审判席上，保持庄严姿态，把控庭审节
奏，确保了庭审有条不紊、整体顺畅、
万无一失。

庭审结束后，叶洪明不敢有丝毫懈
怠，带领同事又投入到紧张的审查卷
宗、撰写审理报告和判决书工作中。其
间，他们审查卷宗151册，全部摞起来
有3米多高；写出长达600余页的审理
报告，且10余次易稿；写出长达297页
的判决书，也是几易其稿。

劳心费力，职责使然。2017年9月
27 日，邯郸中院终于对赵鑫等涉黑案
的22名被告人作出一审有罪判决。

“赵鑫等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案情复

杂，罪名繁多，是近年来邯郸中院审理
的最大一起涉黑案件。”对于有多年审
判经验的叶洪明来说，此案成为他从业
生涯中的一次难忘经历。

彰显公平正义 人民群众拍
手称快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法槌声声，
正义昭彰。对赵鑫等黑社会性质犯罪团
伙案的公开宣判，广大群众拍手称快，
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

赵鑫案的判决，体现了河北法院
“打早打小”和依法严惩方针，始终保
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对赵鑫、马
超等涉黑案中的所有成员，法院依法对
他们进行了严惩，其中赵鑫被判处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马超被判处有期徒
刑二十年。也体现了河北法院充分适用
财产刑，依法追缴违法所得，以此摧毁
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降低其再犯的可
能性。对涉黑团伙的组织者、领导者赵
鑫等人，法院均判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其余被告人中，除郝平厚所犯之罪
法律没有规定单处或并处罚金外，也全
部被法院处以罚金。

这一判决，还体现了河北法院严格
司法，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
和法律适用关，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
政策，以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
和历史的检验。对被告人提出从犯和自
首的意见，经查属实的都进行了从宽处
罚。

“今年正值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开局之年，此案的成功宣判也成为我
们对黑恶势力的宣战书。今后，全省法
院系统将继续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
准确、有力惩处黑恶势力犯罪，做到黑恶
必除，除恶务尽，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
力度、最强的措施，全力推进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向纵深发展！”河北高院党组副书
记、副院长朱良酷表示道。

本报讯 （记者 王 鑫 通讯
员 陈 睿 王月诗 曹 曦） 近
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高
洪伟等 19 名被告人被控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
害罪等九项罪名案以及被告人陆军犯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
罪、开设赌场罪一案进行公开宣判。
被告人高洪伟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其余被告人被判处一年零六个月至二
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 年起，
被告人高洪伟在成都市武侯区以经营
电玩城为掩护先后开设赌博场所 30
余处，并逐渐形成了以其为首，王志剑
（另案处理）及被告人姜春生、张永等
人为骨干，被告人王志坤等人为成员
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寻求“庇护”，
高洪伟拉拢国家公职人员，积极牟取
政治地位，于2011年起担任成都市某
区政协委员。该组织内部人员分工明
确，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奖惩措施，通
过开设赌场非法获利数千万元。为了
维护赌场利益以及解决高洪伟所成立
的公司、组织成员与他人之间发生的
民事纠纷，高洪伟及组织成员安排、实
施了十余起故意伤害、非法拘禁、寻

衅滋事、聚众斗殴等违法犯罪活动。
法院一审认为，上述组织以被告

人高洪伟为首，结构紧密，人员众
多，且较为稳定，有明确的层级和职
责分工，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基本结
构特征。高洪伟等人以公司企业为掩
护，通过违法开设赌场，大肆攫取巨
额非法利润，为其成员发放工资福
利，为服刑的组织成员及其家属提供
生活保障，维系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符
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为非
法聚敛钱财提供支持和保障，高洪伟
安排和指使采取暴力和暴力相威胁或
其它手段，实施了故意伤害等违法犯
罪活动，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
特征。同时，高洪伟积极获取政治地
位，通过担任区政协委员，以达到在一
定区域内非法控制的局面，在当地影
响恶劣，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具
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性特征。

综上，高洪伟等19名被告人的行
为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故意伤害罪等罪，被告人陆军构
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综合
考虑各被告人在不同罪名中的犯罪事
实、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
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讯 （记者 陶 琛 通讯
员 黄戌娟） 近日，湖南省湘潭县人
民法院对一起制假售假白酒的案件作
出一审判决，以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
贺某等7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
月至拘役三个月、缓刑三个月不等刑
罚，并处罚金10万元至3000元不等刑
罚，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
郭某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2016 年底的一天，湘潭县易俗
河镇烟酒店店主费某听说湘潭市岳塘
区郭某所开的烟酒店内的飞天茅台只
要 880 元一瓶，遂于 2017 年 1 月中
旬，在郭某处购买了三箱飞天茅台，
共计15840元。后费某发现购买的飞
天茅台是假酒，她将情况反映到湘潭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后向湘潭市
公安局报案。

经查，郭某所卖的飞天茅台酒是其
以 200 元一瓶的价格从贺某处购进
的。另外，郭某还在贺某处购进了10
件剑南春、国窖1573、水井坊系列臻酿
八号、酒鬼酒系列酒。根据这一线索，
警方将贺某及其雇佣的6名员工抓获。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至
2017年9月，被告人贺某在长沙市租
赁民房用于生产假冒注册商标的白酒
窝点，并以按件计酬的方式陆续聘请
被告人李某、王某等人到制假窝点，
传授他们作假冒注册商标白酒的方

法，其本人负责从鲁某处购进贵州茅
台酒、五粮液、剑南春、水井坊、国
窖 1573、小糊涂仙、酒鬼酒、湘窖
等品牌的空酒瓶、商标标识及外包装
盒和用于做原料的低档白酒和散装茅
台酒。被雇请的人利用晚上时间，在
出租房采取灌装的方式将低档白酒和
散装茅台酒按照贺某传授的方法按比
例灌入贵州飞天茅台等高端酒的空瓶
内生产、制作这些品牌的白酒。贺某
联系买家，再通过物流公司和自驾车
送货的方式将假冒注册商标的白酒销
售至湘潭市、湘潭县、湘阴县、衡
阳、安仁等地区的买家，共计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白酒金额为704400元。

贺某非法经营假冒注册商标数额
100.4万余元，获利40万余元；其他被
雇请的6人非法经营假冒注册商标数
额为 80 万元至 3.9 万元不等，非法获
利 9.2 万元至 2000 元不等，郭某销售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合计8.5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贺某及其雇请
的6 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权人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
的商标标识，均已经构成假冒注册商
标罪；郭某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仍予以销售，销售金额较大，其行
为已经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罪。根据 8 人的犯罪情节及认罪态
度，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成都一涉黑案主犯被判处无期徒刑
另有18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贵州飞天茅台200元一瓶?
湘潭8人疯狂制售假酒获刑

本报东莞 7月 30日电 今天，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
开庭审理广东省汕头市原市委副书
记、市纪委书记邓大荣受贿案。

公诉机关指控，1997年至2013年
间，被告人邓大荣利用其担任广东省潮
州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汕头市委副
书记、市纪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在有

关工程项目承揽、安排人员入学等方面
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
民币1082.9227万元，港币256万元。

庭审中，控辩双方出示了相关证
据，各方进行了质证并充分发表了意
见，邓大荣进行了最后陈述。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全小晴 王创辉）

被控收受巨额贿赂

汕头市原市委副书记邓大荣受审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
员 陈栋梁） 儿子被害身亡，128 万
元赔偿金全被儿媳卷跑，老两口赢了
官司拿不到钱，经网上追逃，儿媳终
于落网。近日，安徽省固镇县人民法
院以被告人曹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
月，宣告缓刑一年零六个月。

2014年9月，张某、董某的儿子

张某被故意伤害致死所得赔偿金128万
元，全部打入其儿媳妇曹某账户，后
曹某携款躲藏。2015年5月，张某、董
某无奈之下诉至固镇法院。后经法院
判决曹某返还张某、董某 31 万余元。
然而，判决生效后，曹某拒不返还钱
款。2015年10月，张某、董某向固镇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人员经网络查询，未找到曹

某名下有可供执行财产，但发现打入
其账户中的 128 万元赔偿金已被转移，
通过信用惩戒、冻结银行账户等手
段，曹某依然避而不见，不肯履行义
务。

2017年6月董某去世不久，固镇法
院将曹某以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移
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10月22日，江
苏省如皋市公安局柴湾派出所将其抓

获。今年 4 月 28 日，曹某与张某达
成执行和解，曹某付张某 11 万元，
张某自愿放弃其余款项，并对曹某
表示谅解。

法院认为，被告人曹某对人民
法院的生效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
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鉴于被告人
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履行
还款义务并取得申请人谅解，依法
可对其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曹某
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宣告缓
刑。

儿子被故意伤害致死 儿媳卷跑128万赔偿金

本报讯 50 多岁的张某把钱存
到银行得利息，就是不还欠他人的
钱，直到法院在其家里搜查时发现一
张银行的存单，追究其拒执犯罪时，
张某赶紧还欠别人的钱。日前，河南
省博爱县人民法院一起拒执罪自诉
案，被告人张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判处罚金1000元。

自诉人陈某与被告人张某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2016 年 3 月 25 日，经博爱
法院判决张某应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5
日内返还陈某 3000 元。判决生效后，
被执行人张某未履行，陈某向博爱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依法于2月21日向
张某下达了执行通知书，被告人张某仍
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陈

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张某的行为
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
一十三条，应当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追究被告人张某的刑事责任，请求依
法判处。

经查，博爱法院执行人员对被告人
张某住所进行搜查时，查出张某在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 3000 元存款单一张，且

存款单真实有效。
法院审理期间，张某履行了判决

确定的义务，并主动交纳罚金 1000
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对
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
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已构成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法院审理期间，被告人
张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履行
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主动交纳罚金，可
以从轻处罚。根据法律规定，法院作出
了上述判决。 （程贵忠 杨维臣）

银行存钱不还债 搜出存单被惩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