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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牛奶包装盒上标识“85℃”是否侵权？

上海知产法院：光明公司的使用正当合理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12月18日（总第7559期）

2013年8月25日，本院依法裁定受理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现更名为广州科技金融创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申请广州富通光科
技术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广州富通光科技术有限公司的对
外债务共计人民币11，558，945.87元，实际无可供清偿的财产。本院认
为，广州富通光科技术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处于资不抵债的
状态，且其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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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6日裁
定宣告广州富通光科技术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广州富通光科技术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粤0307破6号，本院根据深圳市龙岗区正咏华塑胶电
子经营部的申请，于2018年11月15日裁定受理深圳南岭玩具制
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深圳南岭玩具制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3月8日前
向管理人(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大中华国际金融中心C
座809室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联系人:杜曦、纪少燕、段萌;联系电
话:13725516698、13537796588、13418670373、0755-82910800;传
真:0755-82910422)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
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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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南岭玩具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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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南岭玩具
制品有限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
策机构的成员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清算义务人应配合管理
人进行清算，否则应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
理。本院定于2019年3月21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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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还需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 [广东]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2018年11月13日，本院裁定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对被申请人深圳市三港联化工贸易有限公司提出的破产
清算申请，指定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担任深圳市三港联化工贸
易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三港联化工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2019年1月20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
区深南大道1003号东方新天地广场C座809,联系人:纪少燕、杜
曦、刘胜军，联系电话：0755-82910800 转 305、123、303)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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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
三港联化工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
市三港联化工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
定于 2019年 1月 28日 16时 15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召开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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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自
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须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年11月13日，本院裁定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对被申请人深圳市三港联进出口有限公司提出的破产清
算申请，指定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担任深圳市三港联进出口有
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三港联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9年 1月 20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
南大道 1003号东方新天地广场C座 809,联系人:纪少燕、杜曦、
刘胜军，联系电话:0755-82910800转 305、123、303)申报债权。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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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三
港联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三
港联进出口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9年 1月 28日 14时 30分在本院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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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债权
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
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须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辉县市人民剧院的申请于 2018年 6月 5日裁定受
理辉县市人民剧院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6月5日指定辉县
市人民剧院清算组为辉县市人民剧院管理人。辉县市人民剧院
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向辉县市人民剧院管
理人（通讯地址：河南省辉县市育才街老锐务局院内；联系电话：

0373-6279395、137825553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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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县市人
民剧院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辉县市人民剧院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9年 2月 22日上午 9时在辉
县市人民法院一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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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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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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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辉县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辉县市副食品公司的申请于 2018年 6月 5日裁定
受理辉县市副食品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6月5日指定
辉县市副食品公司清算组为辉县市副食品公司管理人。辉县市
副食品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向辉县市
副食品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河南省辉县市劳动司法大厦 10
楼；联系电话：15937373200，0373-6226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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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县市副食品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辉县
市副食品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9年 2
月24日上午9时在辉县市人民法院一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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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提交营业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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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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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辉县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5月15日裁定受理焦作闽汇实业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为焦作闽汇实业有限
公司管理人。因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委派负责焦作闽汇实业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工作的两位主办律师郝建礼和刘涛(其中:郝建
礼担任管理人负责人)，正常转所至北京德恒(郑州)律师事务所，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本院决
定准许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辞去焦作闽汇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职务，指定北京德恒(郑州)律师事务所担任焦作闽汇实业有限公
司管理人。 [河南]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2007年 7月 28日，本院裁定受理并宣告哈尔滨市环城市政
工程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因清算过程中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
破产费用，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
之规定，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2007）外民三破字第2-1-4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哈尔滨市环城市政工程公司破产清算程
序。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2007年7月28日，本院作出（2007）外民三破字第3-1-2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宣告哈尔滨市恒通市政机械设备租赁有限责任公
司破产。2008年10月14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现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执行完毕。2018年11月20日，
本院作出(2007)外民三破字第3-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哈
尔滨市恒通市政机械设备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程序，未得到清
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津市湘澧商贸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10月12
日裁定津市湘澧商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常德源涛
清算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津市湘澧商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自公告见报之日起30日内向津市湘澧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通
讯地址：津市市车胤大道 1229 号，联系人：罗杰；联系电话：
135488819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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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会议召开时间另行通知。津市湘澧商贸
有限公司的债务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津市湘澧商贸有限公司
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津市湘澧商贸有限公司的股
东（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理事等执行
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清算义务
人应配合津市湘澧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进行清算，否则应依法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湖南]津市市人民法院

因江苏百纳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已将江苏百纳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分配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
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本院已于2018年11月30日裁定终结
江苏百纳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江苏]宜兴市人民法院

(2018)苏0509破18号之二，因吴江市福鼎纺织有限公司破产财
产已分配完毕，且现无其他财产可供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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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1日裁定终结吴江
市福鼎纺织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2018)赣0826破3号，本院根据中山市东凤镇宏丰电子有限公司
的申请于2018年11月30日裁定受理江西东明电子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2018年12月7日指定江西钧略律师事务所为江西东明电
子有限公司管理人。江西东明电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9年2月
6日前，向江西东明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
州区吉州大道开通宾馆十楼江西钧略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43700；
联系电话：15107969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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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东明电子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江西东明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2019年2月22日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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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泰和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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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本报讯 12 月 14 日，河南省
济源市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判处武某有期徒刑二年。

武某是一名幼儿园老师。从
2013 年 1 月开始，武某变换着姓
名，以各种名义向他人借钱。武某
先以自己的真实姓名向张某借款
15000元，随后又以卢某的名字向
蔡某借款50000元，接着又以施某
的名字向李某借款60000元。出借
人都知道武某是本村幼儿园的一名
老师，但不知道其确切名字。在幼
儿园帮助下，出借者蔡某、李某确
认了武某的真实姓名，武某也主动
把原来借条上的名字换成了自己的
真实姓名。后来，武某辞去了幼儿
园的工作。

武某辞职后，张某、蔡某、李
某通过多种途径找到了武某，要求
武某归还借款，但武某以没有收入
为由拒绝归还。2017 年 8 月，张

某、蔡某、李某分别向法院提起诉
讼。2017 年 12 月，法院判决武某
归还张某、蔡某、李某 15000 元、
50000元、60000元。

判决生效后，武某没有主动履
行判决义务。张某、蔡某、李某分
别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武某在
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履行判决确定
的义务，也未向法院如实申报财
产，随后法院将其依法拘留。但在
法院将其依法拘留后，武某仍拒不
履行。

法院在依职权进行调查时发
现，武某的某商业银行账户 2018
年 4 月至 6 月，累计入账 17 万余
元；财付通账户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6 月 ， 累 计 入 账 10 万 余
元，但均未用于履行生效判决确定
的义务。法院认为，武某的行为已
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遂作
出了上述判决。 （侯 阳）

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
讯员 罗向鸿） 被执行人高某悄
悄将法院查封的房产出售后下落不
明，无法过户的房屋买受人提起执
行异议，致使生效判决长期无法执
行，严重损害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
益。近日，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
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判处高某有期徒刑六个月。

2014 年 10 月，龙子湖区法院
对李某与高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作出
判决，判令高某一次性返还李某
40 万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高
某未在判决确定的期限内履行义
务，李某于同年 12 月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立案后，龙子湖区法院
依法向被执行人高某发出执行通知
书及财产报告令，督促其履行法律
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并将他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其高消费，
但高某拒不履行还款义务。执行法
官积极查找高某个人财产，通过查
询银行、房屋、车辆、工商等信

息，发现高某名下有一套房屋，随
即予以查封。高某却悄悄将房产出
售，将售房款用于偿还其他债务。
执行法官通过多种手段经多方查
找，也无法联系上他，案件执行陷
入僵局。因法院已将高某的房屋查
封，无法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房屋
买受人到法院提起执行异议。虽然
该院依法进行受理，但影响了执行
的顺利进行，致使法院判决长期无
法执行，严重损害了申请执行人的
合法权益。

龙子湖区法院将该案移送蚌埠
市公安局龙子湖分局侦查。公安机
关多次传唤，高某依然拒不到案，公
安机关便以高某涉嫌犯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予以上网追逃，顺利将其
抓获。

龙子湖区法院经审理查明前述
事实，认为被告人高某有能力执行
而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情节严
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讯 几款光明牛奶包装盒上
标识了“85℃”，85 度 C 品牌认为光
明侵犯了其注册商标专用权，但是它
是否真的侵权呢？12月14日，上海知
识产权法院就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光明公司） 与美食达人股
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美食达人公
司） 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作出二审判
决，改判驳回美食达人公司一审全部
诉讼请求。

美食达人公司于2003年创立85度
C品牌，先后取得了四个“85℃”的注
册商标且均在有效期内，经过其多年
宣传和使用，其在第 43 类咖啡馆、蛋
糕店等的注册商标被中国商标局认定
为驰名商标。

2016年5月，美食达人公司发现在
上海易买得超市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易买得公司） 老西门店销售的、由光
明公司生产的优倍系列鲜牛奶产品外
包装上的显著位置，使用了与其注册

商标相同或相似的 85℃，光明公司在
广告宣传中亦突出使用了 85℃。美食
达人公司认为光明公司的使用方式，
极易在相关消费者中造成混淆，遂以
侵害商标权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光明公司和易买得公司立即停止侵犯
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光明公司
赔偿其经济损失 500 万元及合理开支
5.95万元。

光明公司辩称，其在优倍系列鲜
牛奶的生产加工中使用了巴氏杀菌技
术，工艺参数为 85℃，故在牛奶产品
的包装盒上标注 85℃是一种善意、合
理的描述性使用。85℃仅是一个温度
数值，是对文字原始含义的使用，描
述的是商品加工工艺特点，不是商标
意义上的使用。被诉侵权商品上也使
用了自己的商标。因此，其并未侵犯
美食达人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请求
法院驳回美食达人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后判决，光明公司

立即停止侵犯美食达人公司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行为，赔偿美食达人公司经
济损失40万元及合理开支5.95万元。

一审判决后，光明公司不服，向
上海知产法院提起上诉。

上海知产法院审理后认为，美食
达人公司将构成温度标准表达方式的

“85℃”的各元素适用不同字体进行不
同排列后，客观上增强了该标识的显
著性而获得注册，但也限制了其受保
护的范围。

根据光明公司在涉案被控侵权商
品外包装上使用被控侵权标识 85℃，
并分别配以“85℃巴氏杀菌乳新鲜
说”“就是要喝85度杀菌的巴氏鲜奶”
等文字，上海知产法院认为，光明公
司的行为仅是为了向相关公众说明其
采用的巴氏杀菌技术的工艺特征，仍
属于合理描述自己经营商品特点的范
围，并非对美食达人公司注册商标的
使用，而是对温度表达方式的正当使

用。
美食达人公司从未生产过被控侵

权商品 （牛奶），也未在牛奶商品上使
用过涉案商标，故在牛奶商品上相关
公众对于美食达人公司并无多少认
知。而光明公司在牛奶等乳制品商品
上享有的“光明”商标为驰名商标，
因此，即使对美食达人公司涉案注册
商标熟知的相关公众，对于光明公司
被控侵权商品外包装予以一般注意，
亦自然会认为被控侵权商品外包装上
标注的 85℃是光明公司采用的巴氏杀
菌技术的温度，而不会产生被控侵权
商品来源于美食达人公司或与美食达
人公司有关的混淆和误认。因此，光
明公司在涉案被控侵权商品上使用被
控侵权标识的行为，属于对温度标识
的正当、合理使用，未造成相关公众
的混淆和误认，不构成对美食达人公
司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

（陈颖颖）

本报讯 （记者 黄明强 通讯
员 韦华忠 陆海烽）近日，广西壮
族自治区马山县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一
起烟草制品非法经营案件，以非法经
营罪判处被告人林某、韦某、何某、
潘某有期徒刑八个月至二年六个月不
等，并处相应罚金。

2018 年 5 月 15 日，四被告人为
获取高额报酬，为他人非法运输、装
卸烟草制品。潘某、何某、韦某合作使
用一辆小货车运输烟草制品，在兰海
高速路马山出口处附近被执法人员查
获。小货车上共查获品牌香烟10700
条，经检验，缴获的香烟中，共有3950
条卷烟为伪劣卷烟，其余均为真品卷
烟，共价值133.309万元。

同日，林某驾驶小汽车从广西东
兴市运输卷烟至兰海高速路马山出口

处的加油站，将小汽车交给货主指定
的接货人，然后进入被告人潘某驾驶
的小轿车。接货人驾驶该小汽车到广
西大化县大化镇，欲将香烟存放于村
屯果场里的房屋内，被执法人员查
获，共查获品牌香烟 1450 条，经检
验，其中750条为伪劣卷烟,其余均为
真品卷烟，共价值18.468万元。

该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潘某、
何某、韦某、林某明知他人未经烟草
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非法经营烟草
专卖品，仍予提供运输、装卸等服
务，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在
该起共同犯罪案件中，四被告人均起
辅助作用，系从犯，且四被告人归案
后均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积极退
赃，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据
此，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讯 为了达到增加微博粉丝数
量的目的，广东省恩平市一男子借助引
爆舆论的“昆山反杀案”事件，编造不
实信息在互联网上发布，引起众多网络
平台转发、热议，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
乱。12月17日，恩平市人民法院以寻
衅滋事罪，依法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
刑六个月。

法院经审理查明，今年9月1日至
2日，被告人李某在某网站微博上看到
公安机关发布的“8.27 昆山持刀砍人

案”的警情通报后，企图利用该舆论
热点来增加其微博粉丝和人气，树立
起微博大 V 的形象，于是围绕“昆山
反杀案”事件，李某先后编造“其愿
意帮助于某”“其已捐款30万元给于某
家属”等内容的多条虚假消息，并发
布在他名下某网站微博、微信朋友圈

等社交平台上，随后被大量网民阅
读、评论及转发。其中仅“其已捐款
30 万元给于某家属”一条虚假消息的
阅读量就达到 760 万、点赞数 2.9 万、
评论数 4256。上述虚假消息发布后，
在多个网络平台上引爆舆情，严重扰
乱了网络公共秩序并造成了恶劣的社

会影响。
9月2日，李某到恩平当地公安机

关投案自首，并将收到网友的捐助也通
过原支付渠道一一返还。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无视国
家法律，编造虚假消息在信息网络上散
布，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其行为已
构成寻衅滋事罪。鉴于被告人有自首情
节，可以从轻处罚。据此，法院依法作
出上述判决。

（牟玉春 何 奎）

换姓名借钱不还 有存款却拒执行

河南济源一被告人获刑二年

非法出售法院查封房产逃避执行

安徽蚌埠一被告人获刑半年

广西四男子违规运输装卸香烟被判刑

本报讯 （记者 胡佳佳 通讯员
吴清平 欧阳旺生） 近日，江西省安
远县人民法院对一起驾驶证考试组织
作弊案作出一审判决，以组织考试作
弊罪，判处被告人李某等四人缓刑，
并处罚金，同时判处四被告人在缓刑
考验期内禁止从事机动车驾驶教练员
工作。

被告人李某、柳某、周某三人系
某驾校教练。2018年4月至6月，三被
告人共组织 4 名考小车驾驶证考生进
行科目二的考试作弊，其中一名考生
作弊成功，付给三被告人 2500 元报

酬，除去各种开销后，剩余约 800 元
由该三人平分。

2018 年 7 月，被告人周某邀集同
为驾校教练的被告人夏某代其参与次
日组织的考生作弊考试，由其负责给
作弊考生身上安装作弊设备，并商定
平分考生的考试作弊费。考试前，被
告人李某收取了小车驾照考生张某
林、张某莉每人 3000 元的考试作弊
费，被告人夏某收取了小车驾照考生
肖某 2000 元、卢某 2500 元的考试作
弊费，扣除四被告人的吃住开销 1350
元后，被告人夏某将 2650 元作弊费

转给了被告人柳某保管，剩余 500 元
由被告人夏某自己所得。当被告人李
某、柳某两人在考训中心旁的山上一
边观察作弊学员的考车驾驶情况，一
边通过作弊设备将驾驶指令传递给考
员时，公安机关将四被告人抓获。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某、
柳某、周某、夏某在法律规定的国家
考试中多次组织多人作弊，其行为已
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四被告人系共
同故意犯罪，被告人李某、柳某、周
某在组织实施考试作弊犯罪活动中，
互有分工，约定共同谋取不当利益，
系主犯，被告人夏某在本案中起次要
和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予以从轻
处罚。案发后，四被告人如实供述自
己的犯罪事实并积极退赃，在庭审中
也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该院
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南宁12月 17日电 今天上
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
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原主任、广西壮
族自治区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原
副主任刘侃受贿一案，公诉机关指控其受
贿人民币460万元。本案是自治区监察
委成立后移送中院审理的第一起案件。

检察机关指控：2005 年至 2010 年，
被告人刘侃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为广
西壮族自治区台湾同胞服务咨询中心主
任秦某职务任用、违规获得市场运作房
指标以及明确台胞中心为对台业务指定
机构等事项提供帮助。2006 年至 2010
年，刘侃直接或通过妻子徐某先后收受
秦某给予的人民币共计140万元。

2010年至2016年，被告人刘侃利用
其职务上的便利，为桂林某国际旅行社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吴某参选广西桂台
经贸文化交流协会副秘书长以及明确该
公司为对台业务指定机构等事项提供帮
助。2010年至2016年，刘侃直接或通过
其妻徐某先后收受吴某给予的人民币共
计320万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刘侃身为国
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
计人民币46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
为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
刘侃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
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刘侃
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该案将择期宣判。
（孙晓梅 丘 毅）

广东恩平一男子网上造谣被处罚

广西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
原副主任刘侃受贿案一审开庭

多次组织多人考试作弊非法谋利

江西一驾校四教练被判组织考试作弊罪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济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重大责任
事故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决：
被告人秦某、卢某在无高空作业操作
资质，也未组织、提供必要培训和安
全生产监控的情况下，将拆除工作安
排他人完成，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六至七个月，缓
刑一年。

2017年2月底，鞠某承包某房地产
拆除项目后，因欠同村村民秦某两三万
元工程款，便联系秦某，约定由秦某完
成该项目地上所有附属物的清理工作；
清理完工后，鞠某将给付 17 万元作业
费。双方谈妥后，签订了安全协议。几

天后，秦某联系卢某，让其找人组织施
工。

同年3月8日，卢某驾车载于某、李
某等人来到工地，进行施工作业。根据
分工，卢某、于某等在房顶拆除彩钢板，
李某在地上传递工具。中午11点左右，
于某从楼顶坠落地面，当场死亡。李某
推测称，于某是想推开拆下来的一块
彩钢板，但因安全绳的长度有限，遂
摘下安全绳，导致意外发生。

案件庭审期间，秦某、卢某等均
承认无登高作业证，安排作业前亦未
组织培训。经取证查实，双方公司就建
筑拆除事项签订项目施工合同，合同约
定结构公司不得将拆除工程转包。鞠

某借用结构公司法人资质与秦某签订
安全施工协议，事后秦某与卢某就该安
全施工约定转包作业。两份协议均明
确约定不得安排非特殊工种人员从事
特殊工种作业。

事故发生后，秦某、卢某与死者
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共计赔偿 103 万元
（含保险赔偿）。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
告人卢某、秦某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组
织未取得高空作业资质、未经过培训的
人员施工，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鉴于
二名被告人经传唤到案，如实供述犯罪
事实，系自首，且已赔偿被害人近亲属
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遂依照相关法
律规定，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分别判
处被告人卢某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
一年；被告人秦某有期徒刑六个月，
缓刑一年。

案件宣判后，双方被告人不服，向
济南中院提起上诉，被依法驳回。

（张 洁）

违规组织人员施工致人死亡

山东济阳两被告人被判重大责任事故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