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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通10月17日电 男子明知
在微信上认识的女孩是不满 14周岁的
幼女，仍两次与其发生性关系，案发
后又称不知道对方的实际年龄。今
天，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
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刑事裁定，被
告人黄某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零六个月。

今年 25 岁的被告人黄某，高中二
年级文化，通州区十总镇人，从事个体
经营。2016 年 4 月 15 日，被告人黄某
通过手机微信结识了被害人邱某（2003
年 3 月 18 日生）。在双方聊天的过程

中，被告人黄某得知邱某是不满 14 周
岁的幼女，仍然利用其年幼不懂事，热
情邀请她来自己家里玩耍，邱某不知是
计，满口答应。

第二天，被告人黄某将如约前来的
邱某带至家中并与她发生了性关系。三
天后的晚上 22 时许，被告人黄某再次
在微信上约邱某见面，随后在自己的轿
车内再次与她发生了性关系。

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
人黄某明知被害人邱某是不满 14 周岁
的幼女，还与其发生性关系，依法应当
以强奸罪论处，并应予以从重处罚。考
虑到黄某在庭审中表示自愿认罪，酌情
予以从轻处罚，遂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
黄某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

被告人黄某不服，声称被害人邱某
的身体发育、言谈举止等都呈现早熟的
特征，其误认为被害人已满 14 周岁，

在发生性关系时也未强迫被害人，且其
系初犯偶犯，无前科劣迹，向二审法院
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对其适用缓
刑。

二审审理中，南通中院经审查二人

手机聊天记录及被告人黄某在公安机关
的稳定供述，证明被告人黄某与被害人
邱某在微信聊天时，得知被害人尚在当
地某中学上初一，况且被告人黄某在微
信聊天中还称与被害人谈恋爱都要犯法
了。因此，被告人黄某应当知道被害人
系未满 14 周岁的幼女，仍然先后两次
对被害人实施奸淫行为，严重侵害未成
年人的身心健康，社会影响恶劣，依法
不宜适用缓刑，遂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王端炜 古 林）

与幼女发生关系后 称不知道对方年龄
南通通州区一男子犯强奸罪被判五年零六个月

南通市通州区法院刑庭庭长李振男
介绍说，未成年人无论在智力发育，还
是在身体发育上都不够成熟，不能正确
认知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因此以幼女为
对象的强奸罪不同于一般的强奸罪，不
以“违背妇女的意愿”为主观构成要件，
且不以“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为
客观构成要件，只要具有明知对方未满

14 周岁和奸淫行为即构成强奸罪。《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
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
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
处罚。本案中，综合考虑被告人黄某当庭
自愿认罪等情节，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五
年零六个月，量刑恰当。

■法官说法■

与幼女发生关系即构成强奸罪

员工承诺承担社保费单位应交部分
法院：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承诺

本报讯 （记者 王 鑫 通讯
员 张叶青 陈敏芳）员工余某在申
请补交其在职期间不足额社保缴费基
数时，向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公司
应交部分和个人应交部分的费用均由
申请人本人承担，这样的承诺依法能
否得到支持？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
院二审审结了这起不当得利纠纷案，
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人某房地产公
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即认定余某承
诺承担社保公司应交部分因违反了国
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判决
某房地产公司返还余某1.49万余元。

在 2014 年 6 月 27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5 日期间，某房地产公司与余某
建立了劳动关系。2017 年 8月上旬，
成都市新都区社保局决定对该公司进
行社保稽核，该公司于次月7日召开
总经理办公会，决定公司同意为余某
等数名员工代办在职期间不足额社保
缴费基数的相关补缴手续，但要求申
请人本人承担公司应交部分和个人应
交部分的全部费用。

去年 10 月上旬，余某等数名员

工向所在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公司
应交部分和个人应交部分的费用均由
申请人本人承担。随后，被告公司向
社保局申请补交上述人员社保费并将
核定金额汇入了社保局账户。余某于
次月初向公司转账1.88万余元用于补
缴社保费。余某认为自己负担了本应
由公司负担的社会保险费及相关费用
1.49万余元，故要求公司返还该不当
得利。

法院一审认为，社会保险法律关
系的发生是基于国家强制，而非基于
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我国劳动法明
确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
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因
此，参加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均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
不得因劳动者的承诺而拒绝履行该义
务，余某作出的自愿负担公司应交部
分费用承诺因违反了国家法律的强制
性规定，属无效承诺，遂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

宣判后被告某房地产公司不服提
出上诉，成都中院终审依法驳回其上
诉，维持原判。

■连线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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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船舶工业公司关于解散清算债权申报的公告
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及本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2018年10月8日，在安徽省地方海事局会议室召开主管部门会议。
经主管部门决定注销本公司，并于2018年10月8日成立清算组。本公司债权
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
以在公司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补充申报的债权，可以在公司尚未分配财
产中依法清偿。公司尚未分配财产不能全额清偿的，债权人可以主张主管部门
以其在剩余财产分配中已经取得的财产予以清偿，但债权人因重大过错未在
规定期限内申报债权的除外。联系人：周浩；联系电话:0551-62870380；
18156561010；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铜陵路22号航道局大院服务楼三楼；
邮政编码:230011。 安徽省船舶工业公司清算组

安徽省港航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解散清算债权申报的公告
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2018

年10月8日，在安徽省地方海事局会议室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经股东一致
决定注销本公司，并于2018年10月8日成立清算组。本公司债权人应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公
司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补充申报的债权，可以在公司尚未分配财产
中依法清偿。公司尚未分配财产不能全额清偿的，债权人可以主张股东以
其在剩余财产分配中已经取得的财产予以清偿，但债权人因重大过错未在
规定期限内申报债权的除外。联系人：周浩；联系电话:0551-62870380；
18156561010；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铜陵路22号航道局大院服务楼三
楼；邮政编码:230011。 安徽省港航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安徽省水路运输服务中心关于解散清算债权申报的公告
本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及本企业章程的

有关规定，2018年10月8日，在安徽省地方海事局会议室召开主管部门会议。
经主管部门决定注销本企业，并于2018年10月8日成立清算组。本企业债权
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
以在企业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补充申报的债权，可以在企业尚未分配财
产中依法清偿。企业尚未分配财产不能全额清偿的，债权人可以主张主管部门
以其在剩余财产分配中已经取得的财产予以清偿，但债权人因重大过错未在
规定期限内申报债权的除外。联系人：周浩；联系电话:0551-62870380；
18156561010；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铜陵路22号航道局大院服务楼三楼；
邮政编码:230011。 安徽省水路运输服务中心清算组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已于2018年7月4日作出（2018）苏0106清申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江苏诚正科技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正科技”）

强制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9月13日作出（2018）苏0106强清3号决定书，由
江苏方德律师事务所王宁虎、笪王凯、宋遥、张露、张雁南、蔡华玲、戴蔚、王玉
娇、师欢迎组成诚正科技清算组，王宁虎任组长。现就诚正科技强制清算及债
权申报事项公告如下：请诚正科技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应向清算组提
交债权申报材料，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性质及担保情况，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逾期不申报者，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请诚正科技债务人及财产持有人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应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逾期未清偿或不移交
的，清算组将予以追缴或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清算组办公场所为南京市察哈
尔路90号丁山宾馆2号楼江苏方德律师事务所；联系人：张露18951771560；
戴蔚18951771586。 江苏诚正科技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院审理的申请人雷玉申请宣告雷长军死亡一案，于2017年9月
2日在人民法院报发出寻找雷长军的公告，法定公告期间为1年，现已
届满，雷长军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并于2018年9月6日依法
做出（2017）甘0271民特73号民事判决书，宣告雷长军死亡。本判决为
终审判决。 [甘肃]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王永萍申请宣告胡冬死亡一案,于2017年8
月 15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后于 2018年 9月 29日依
法开庭审理并作出（2017）甘 0105民特 3号民事判决书，宣告胡
冬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甘肃]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万杰申请宣告万继养死亡一案，经查：万继养，男，
1986年 7月 13日出生，汉族，住遂溪县界炮镇西湾村 143号，于
2011年7月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希望万继养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东]遂溪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9月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杨亚丽申请宣告夏杨死
亡一案，申请人杨亚丽称，夏杨，男，1981年5月13日生，汉族，贵州省
贵阳市人，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贵工路上寨6栋2单元5号，于2003
年9月26日下午意外走失至今下落不明，多年来家人经多方查找仍音
信全无。下落不明人夏杨应当自公告之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
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夏杨将被宣告死亡。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夏杨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情况向本院报告。 [贵州]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明阳、王丹、王双申请宣告

李书翠失踪一案。申请人王明阳、王丹、王双称，被申请人李书翠（女，汉族，
生于1977年12月14日，住邓州市张村镇王营村堰子王营，身份证号
411381197712144525）于2010年2月份离家出走，经多方查找，杳无音
讯。下落不明人李书翠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
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李书翠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
落不明人李书翠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李书翠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南]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建华、李春梅申请宣告陶仁凤失踪一案，经查：陶仁凤，
女，1977年1月10日出生，壮族，广西柳城县人，原住湖南省道县乐福堂
乡中村坊村一组，现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
月。希望陶仁凤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道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9月2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雷文洁申请宣告谢美华失踪一
案。申请人雷文洁称：谢美华，女，1938年12月3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证号码
430511193812032025，户籍所在地邵阳市北塔区西湖桥社区居民委员会1组
3号3栋2单元，住邵阳市北塔区西湖桥社区鱼苗场市场24号地9巷36号，系申
请人雷文洁的母亲；谢美华因患有轻微老年痴呆于2016年7月22日离家走失
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下落不明人谢美华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
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谢美华
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谢美华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
个月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南]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9月2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名洋申请宣告陈科失踪一
案，申请人称：陈科，男，1990年7月3日生，汉族，湖南省醴陵市人，住湖南省醴
陵市板杉派出所板杉乡大石桥村。于2009年9月至2011年5月在河北工程大
学电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就读，于2011年5月26日留书出走。下落不明人
陈科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
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陈科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陈科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下落不明人陈科情况向本院报告。
2018年10月10日，收件地址：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行政庭；收件人：易凯；联
系电话：0731-23059002。 [湖南]醴陵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左金国要求宣告失踪人左莺莺死亡一案，本院已经受理，现发出寻找失
踪人(左莺莺，女，1992年12月28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21181199212282864，
户籍地丹阳市珥陵镇祥里村黄土墩13号，于2010年4月28日下落不明)的公告，希
望左莺莺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限为1年，1
年期限届满，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江苏]丹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显美申请宣告孙显国死亡一案，经查：孙显国，男，满族，1975
年1月2日出生，身份证号码210323197501024273，辽宁省鞍山市人，原住
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杨家堡镇松树秧村孙家堡组42号，于2018年7
月6日在东经122度41分、北纬37度40分处海域下锚过程中落水失踪，至今
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已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3个月。希望孙显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人员与本院东港法庭联系。公告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孙显国死亡。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1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任国珺申请宣告刘文芸失
踪一案。申请人任国珺称，2016年8月14日，申请人与下落不明人刘文芸
（系申请人妻子）外出购物返回途中，申请人因与战友聊天便让其先回家，
后发现其没有回家，打电话也无人接，家人四处寻找无果，先后向西宁南
川西路派出所、贵德县公安局报案，也未能找到，至今与家人再无联系。下
落不明人刘文芸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具体地址及联系方
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刘文芸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刘文芸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
刘文芸情况，向本院报告。 [青海]贵德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3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德美申请宣告张亚明死亡一
案。申请人李德美称，其夫张亚明于2014年2月26随“鲁荣渔2860号”渔船从
山东省荣成市港口出发，3月份最后一次与家属联系，至今下落不明满4年，申
请本院宣告张亚明死亡。下落不明人张亚明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
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张亚明将被宣告
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张亚明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
悉的下落不明人张亚明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3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赵林艳申请宣告曲荣刚
死亡一案。申请人赵林艳称，其夫曲荣刚于2014年2月26随“鲁荣渔
2860号”渔船从山东省荣成市港口出发，3月份最后一次与家属联系，
至今下落不明满4年，申请本院宣告曲荣刚死亡。下落不明人曲荣刚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
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曲荣刚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曲荣
刚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曲荣
刚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3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黎莲申请宣告冯明就

死亡一案。申请人黎莲称，其夫冯明就于2014年2月26随“鲁荣渔
2860号”渔船从山东省荣成市港口出发，3月份最后一次与家属联
系，至今下落不明满4年，申请本院宣告冯明就死亡。下落不明人冯
明就就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
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冯明就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冯明就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冯明就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3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邱美云申请宣告王凯伦死亡一
案。申请人邱美云称，其子王凯伦于2014年2月26随“鲁荣渔2860号”渔船从
山东省荣成市港口出发，3月份最后一次与家属联系，至今下落不明满4年，申
请本院宣告王凯伦死亡。下落不明人王凯伦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
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王凯伦将被宣告
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凯伦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
悉的下落不明人王凯伦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张邦琼申请宣告张家杨失踪一案，经查：张家杨，男，汉族，
1991年8月13日出生，陕西省安康市人，住安康市汉滨区大同镇白龙泉
村二组，身份证号码：612401199108132350。张家杨于2014年1月10日
在老家走失，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张家杨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
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陕西]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董国芹申请宣告王亚晴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王
亚晴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
被申请人王亚晴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石门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徐先法要求申请被申请人徐伟死亡一案，本院于2018
年9月19日受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
五条之规定，特发出寻找被申请人徐伟的公告，被申请人徐伟，男，
汉族，1982年2月21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20521198202212938，住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分乡镇高家堰村九组。公告期为1年，公告期
满，本院依法判决。 [湖北]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8月 2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苏廷林、贺先清申
请宣告苏涛失踪一案。经查：苏涛，男，1965年 6月 18日出生，汉
族，住哈尔滨市平房区新疆三道街 44号 3单元 8楼 4门，身份证
号码23010819650618043X。于2014年7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
明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苏涛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黑龙江]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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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员
王根清 周凌云）在诉讼过程中，依据
原告申请，法院裁定对被告公司的机器
设备予以查封，然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吴某却转移、变卖了查封财产，经法院
再三督促要求追回，仍置若罔闻。10
月 16 日上午，自作聪明的吴某因涉嫌
转移、变卖已被人民法院查封的财产，
被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处以司法拘留
十五日。

2017 年，江山某门业公司因生产
需要，陆续到余某处购买指接档木料，
欠下了5.93万元货款，后经多次催讨一
直没有付款。2018 年 9 月 11 日，余某

向江山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门业公司
支付拖欠的货款。同时，为了防止被
告在诉讼过程中转移财产导致后续的
执行不能，余某又申请对该公司所有
的精密锯、压机、封边机、雕刻机、
气泵、喷房、台锯等机器设备在价值
5.93万元的范围内予以查封，并提供足

额的担保。
法院经过审查，余某的申请符合法

律规定，江山法院遂依法予以准许，并
于9月13日将查封裁定书送达给该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吴某，责令吴某妥善保管
查封的机器设备，同时详细告知隐藏、
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财产的法律

后果。
不成想，次日，余某就给法院打来

电话，称吴某已偷偷将查封的机器设备
低价变卖了。承办法官多次督促吴某，
要求其尽快将机器设备追回并恢复原
状，吴某却根本不当回事儿。一直到
10月 16日开庭当日，面对法官的再三
追问，吴某仍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性，轻描淡写地表示机器设备以4万元
的价格成交并已完成交付，拒绝配合追
回。

鉴于吴某的行为已触犯法律规定，
且没有任何悔过表现，法院遂依法对其
作出了司法拘留十五日的决定。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法院查封的财产竟敢擅自变卖
被执行人被司法拘留十五日

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员
汪朝亮）收入不菲的工资账户被法院冻
结后，悄悄将工资收入转移至儿媳账
上，两次司法拘留后依然拒不履行生效
判决确定的义务。近日，安徽省歙县人
民法院以被告人吴某犯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

吴某在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中，被判决赔付原告医疗费等费用合
计8万余元。判决生效后，因吴某未履

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原告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歙县法院依法向吴某送达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但他以各种理由拒
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致使判决
无法执行。2009年1月、2017年4月，歙县
法院曾两次对吴某予以司法拘留。拘留
期间，吴某口口声声承诺会履行赔偿义
务，但释放后，吴某照样拒不履行。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以来，吴
某常年在江苏省苏州市务工，每月有相

对稳定的收入。从2014年6月以来，吴
某工资收入累计有25万余元。2017年4
月，吴某的工资账户被法院冻结后，他
将每月工资收入转移至其儿媳杨某的银
行账户上，隐藏、转移自己可供执行的
财产。

2018年6月，歙县公安局以吴某涉
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立案侦查，对
他网上追逃。吴某主动投案后被逮捕。

案件审理期间，吴某家属代为履行

了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有能

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判决，通过隐藏、转
移财产等手段，致使判决无法执行，其
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犯
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
吴某主动投案，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
罚。诉讼期间，其主动履行赔偿义务且
自愿认罪，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
罚。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转移工资逃避执行 两次拘留仍不改
安徽歙县一被告人犯拒执罪获刑半年

本报讯 （记者 陶 琛 通讯
员 杨 晨）近日，湖南省湘潭市雨
湖区人民法院宣判一起跨省特大销售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非法制造
的注册商标标识案，判决被告人周某
等 17 人有期徒刑十个月至六年不
等，涉及商标 30 种，涉案金额累计
500万余元。

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被告
人刘某、盛某为了获得高额利润、抢
占湘潭市场，从四川省简阳市被告人
周某、江西省景德镇市被告人江某处
低价购买大量假冒茅台、五粮液、剑
南春等白酒，销售给在湘潭市雨湖区
经营酒生意的被告人刘某光、程某
群、赵某等人，销售金额近百余万
元。

2016年3月起，在长沙市经营酒
生意的被告人项某渠、陈某齐夫妇伙
同被告人赵某某、项某路，从罗某处
购进散装茅台酒，从王某平处购得金
六福、泸州老窖等低档白酒，从被告
人高某菊，被告人唐某、陈某夫妇处
购进名优白酒的全套包装，自行灌装
假冒飞天茅台、水井坊、国窖 1573
等名优白酒后销售给被告人雷某、卢

某等人，销售金额60万余元。
被告人唐某和陈某夫妇所售出的

假冒五粮液、剑南春、水井坊等酒
瓶、包装盒、防伪标签等非法制造的
注册商标标识主要来自浙江省温州市
被告人罗某和网络平台，金额达 210
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周某、
刘某、程某群、刘某光、赵某、项某
渠、陈某齐、赵某某、项某路、雷
某、卢某、江某、盛某销售明知是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其行为均已构成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其中被
告人周某、刘某、项某渠、陈某齐、
赵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数额
巨大；被告人唐某、陈某、高某
菊、罗某销售伪造的注册商标标
识，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非法制造
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其中被告人唐
某、陈某、高某菊销售伪造、擅自制
造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
15万元以上，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此种案件严重伤害消费者利益，
对社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为了保护
消费者合法利益，打击此类犯罪，法
院遂依法作出前述判决。

醉翁之意不在酒……

17名被告人卖假酒获利获刑

假冒最高检网站 谎称他人被通缉

一电信诈骗团伙利用“话术圈套”诈骗 8900 余万元

成都中院承办此案的法官谢芳认
为，社会保险是国家为了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防范社会劳动过程中的风
险，强制性要求存在劳动关系的当事
人即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参加的保
险。我国劳动法、社会保险法已明确
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及时、
足额缴纳社会保险，未缴纳的应予补
缴。同时，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费用
应按相应比例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共
同负担，对于用人单位应予负担的部
分，不得通过其他形式免除或转嫁于
劳动者。

但现实生活中，相对来讲用人单
位占主导地位，一般较为强势，而劳

动者基本上是处于被动地位，相对弱
势。从表面上看，劳动者是主动出具
承诺书是出于自愿，实际上应是为保
住自己这一份工作、饭碗而迫于无
奈。因此若以个人承诺放弃社保等来
维系相关劳动关系，就容易使劳动者
处于被动、胁迫地位，也会使相关规
定成为一纸空文，更不利于社会经济
发展与稳定等。

该案中，某房地产公司负有为余
某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的法定义务，而
社会保险法律关系是由国家强制规定
的，不受民事主体意思自治变更，因此
某房地产公司关于社保补缴费用中公
司应交部分和个人应交部分的费用均
由余某本人承担的决定以及余某出具
的承诺函均因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而
无效，法院依法肯定是不会支持的。

本报讯 近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
法院对一起电信诈骗案进行了公开宣
判，由于掉入了电信诈骗团伙的圈套，一
家公司的财务人员下载黑客软件并泄露
公司账户信息导致 8900 余万元被转
走。诈骗团伙的主要成员王某获刑十四
年。

去年 9月 5日，沪上一家投资公司
的财务经理张某接到快递电话，该电话
谎称其寄到香港的快递中夹带伪造身份
证被公安机关查扣，诱骗张某与“河北
石家庄警方”电话联系。为自证清白，
张某一步步落入话术圈套，登录了假冒

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发现了对其通
缉的信息。张某为避免刑事追究，再次
登录假冒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下载了

“安全软件”并泄露了公司账户信息。
该软件实为国外公司开发的“远程控制
计算机软件”。随后，诈骗团伙将公司
账户内的资金共计 8900 余万元划转至
广东、宁夏等地的银行账户，并层层分
流至多个银行账户内。

2017年 3月至 9月，被告人王某伙
同其他成员（均被台湾警方抓获）先后
在意大利、葡萄牙开展针对大陆居民的
电信诈骗活动。王某出面租借供诈骗团

伙活动的车辆、房屋及网络设备，并参
与招募团伙成员、传授话术等诈骗活
动。该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其
中，一线接听员负责假冒快递客服向
被害人虚构其邮寄快递中夹带的伪造
身份证已被执法机关查获，诱骗其向
假冒的警察、检察官报案、陈述案
情。随后，冒充警察、检察官的二
线、三线接听员在接受报案、调查案
情的过程中，趁机套取被害人身份及
财产信息进而诓骗被害人通过互联网
操作电脑，骗取被害人银行账户资
金，得手后将账款层层转移至诈骗团

伙控制的多个银行账户，后予以取款
套现。去年 10 月，王某从葡萄牙途经
广州潜逃回台湾时，被公安机关抓获。
8月16日，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犯
诈骗罪向徐汇区法院提起公诉。

徐汇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某伙
同电信诈骗团伙其他成员，在境外通过
电信网络向被害单位财务人员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骗取其信任，随后利用
网络技术手段骗取被害单位账户内资
金，数额特别巨大，构成诈骗罪。最
终法院判决王某有期徒刑十四年，剥
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罚金 20 万元。
据悉，该诈骗团伙的多名台湾籍成员
已被羁押在台湾接受处理。受害企业
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已经追回钱款
2000 余万元。该案件也是上海徐汇法
院受理的个案中数额最大的跨国电信
诈骗犯罪。 （安 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