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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11 月，于欢

的父母于西明、苏银霞两次向吴学占、
赵荣荣借款共计135万元，双方口头约
定月息 10%，苏银霞先后偿还 184.8 万
元。其间，因于西明、苏银霞未如约还
款，吴学占、赵荣荣指使他人采取在苏
银霞公司院内支锅做饭、强行入住于家
住房等方式催债。2016 年 4 月 14 日 16
时后，赵荣荣先后纠集郭彦刚、杜志浩
等十余人到苏银霞公司讨债。21 时 53
分，杜志浩等人在该公司接待室内以辱
骂、弹烟头、裸露下体等方式侮辱苏银
霞，并以拍打面颊、揪抓头发、按压肩
部等肢体动作侵犯于欢人身权利。当日
22时22分，杜志浩等人阻拦欲随民警
离开接待室的于欢、苏银霞，并采取卡
于欢项部等方式，将于欢推拉至接待室
东南角。于欢持刃长15.3厘米的单刃尖
刀捅刺杜志浩腹部、程学贺胸部、严建
军腹部、郭彦刚背部各一刀，致杜志浩
死亡，郭彦刚、严建军重伤，程学贺轻
伤。

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于欢
犯故意伤害罪，向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建议对于欢判处无期
徒刑以上刑罚。2017 年 2 月 17 日，聊

城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
处于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宣判后，附
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洪章等和被告人于
欢不服，分别提起上诉。2017年6月23
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于欢
故意伤害一案二审公开宣判，以故意伤
害罪改判于欢有期徒刑五年，维持原判
附带民事部分。
案件背景

因“辱母”情节、是否属于防卫过
当等因素，于欢案的审理引爆了国内的
舆论，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二审期间，
为回应社会关切，山东高院邀请了各界
人士100余人参加了旁听，并通过微博
全程直播庭审过程。在长达 15 个小时
的直播过程中，共发布包括文字、图
片、视频在内的微博133条，以公开透
明的方式让庭审走进民众的视线。
影响与意义

案件的审判充分考量了案件对法治
建设和公序良俗的影响，赢得了社会对
裁判的信任、认可与支持，达到了法律
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人民日
报》刊文称：“于欢案无疑是一堂生动
的法治课。”

（整理撰稿 瑜 珈）

案情简介
2017年1月9日，张永焕

驾 驶 摩 托 车 与 他 人 追 尾 相
撞，被撞者受伤倒地昏迷，
张永焕倒地后起身驾驶摩托车
逃离现场 （交警部门认定张永
焕负此次事故主要责任）。驾
车途经肇事现场的朱振彪发现
后随即追赶。

追赶过程中，朱振彪多次
向公安部门电话报警。在朱振彪
跟随张永焕的整个过程中，两人
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未曾有过
身体接触。张永焕逃走到迁曹铁
路时，翻过护栏，沿路堑而行，
朱振彪亦翻过护栏继续跟随。朱
振彪边追赶边劝阻张永焕说：“被
撞到的那个人没事儿，你也有家
人，知道了会惦记你的，你自首
就中了。”但张永焕翻越铁路护
栏，自行走上两铁轨中间，被火车
撞击死亡。此后，张永焕的亲人向法
院起诉，请求判令朱振彪赔偿 60 余
万元。

2018年2月12日，河北省滦南县
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朱振彪作为普通
公民挺身而出，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

犯罪行为，属于见义勇为，应予支持和鼓
励；张永焕的死亡结果与朱振彪的追赶行
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判决驳回原
告的诉讼请求。

张永焕的亲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
诉。在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又撤回了上
诉。2018年2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裁定，准许上诉人撤回上诉。
案件背景

2017 年 11 月 24 日，朱振彪接到河北
省滦南县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彼时他才
知道，自己被逃逸者之子告上了法庭。对
方称，其父遭火车撞击身亡系因朱振彪追
赶所致，因此索赔60万元。见义勇为还是

“行为过度”？一时间，朱振彪陷入舆论漩
涡中。2018年2月，法院认定朱振彪的行
为系见义勇为，无须为逃逸者的死亡承担
侵权责任。2018 年 7 月 4 日，朱振彪收到
了属于自己的《见义勇为行为确认书》。
影响与意义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朱振彪追赶交
通肇事逃逸者案被写入最高人民法院的工
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评价该案
称：让维护法律和公共利益的行为受到鼓
励，让见义勇为者敢为，以公正裁判树立
行为规则，引领社会风尚。

（整理撰稿 瑜 珈）

案情简介
迈克尔·杰弗里·乔丹系美国NBA

著名篮球明星，其于2012年以损害其姓名
权等为由，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
评审委员会（以下称商标评审委员会）提
出申请，请求撤销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在多个商品类别上注册的“乔丹”“QIA-
ODAN”等多项商标。商标评审委员会裁
定驳回其申请。

迈克尔·杰弗里·乔丹不服而提起行政
诉讼。2014年至2015年，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分别进行
了一二审, 迈克尔·杰弗里·乔丹均败诉。
2015年，迈克尔·杰弗里·乔丹不服北京高
院作出的68件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件的
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5
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提审10件
案件，同时，裁定驳回了其另外50件案件的再
审申请，并裁定中止了8件案件的审查。

2016 年 12 月 8日，最高人民法院对该
10件案件进行公开宣判。涉及“乔丹”商标
的3件案件，判决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
被诉裁定及一、二审判决，判令商标评审委
员会针对争议商标重新作出裁定；涉及拼音
与图形组合商标的共计7件案件，判决维持
二审判决，驳回再审申请。
案件背景

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使用的“乔丹”

商标于2003年前注册完成。截至2011年6月
30日，乔丹体育已建立了覆盖中国31个省、
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市场营销网络。2012年，
乔丹体育即将挂牌上市。耐克公司(旗下有
Air Jordan品牌)曾针对乔丹体育公司注册
的“乔丹”系列商标提起了多起商标异议、争
议行政程序。在其主张悉数被商标评审委
员会驳回后，耐克公司又就其中两个商标
提起了两起行政诉讼。在败诉后，耐克公
司授意Michael Jordan本人作为原告，针
对乔丹体育公司已注册的80个“乔丹”系
列商标提起了80起行政诉讼，被告为商
标评审委员会，第三人为乔丹体育公
司，北京一中院受理了其中的78起。
影响与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
理、宣判“乔丹”商标争议行政
纠纷系列案件，平等保护中外权
利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树立了
我国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负
责任大国形象。在判决中强调了
诚实信用原则对于规范商标申请
注册行为的重要意义，对于净化
商标注册和使用环境，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弘扬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均具有积
极意义。

（整理撰稿 安 平）

案情简介
2003年6月16日，杨秀珠以涉嫌贪

污受贿罪被立案侦查并批捕。同年 7 月
22日，浙江省检察机关通过国际刑警组
织，发出了“红色通缉令”，通缉杨秀珠。

2014年6月，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
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成立，将杨秀
珠案列为挂牌督办头号案件。2015年4
月，中央追逃办公开发布“百名红通人
员”，将杨秀珠列为1号人员。

2016年11月16日，潜逃海外13年
之久的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并如实供
述了自己的罪行。

2017年7月28日，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杨秀珠贪污、
受贿一案。

杭州中院经审理认为，鉴于杨秀珠
主动回国投案，如实供述罪行，具有自
首情节；认罪、悔罪，积极退缴全部违
法所得，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及酌定从
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2017年10月13日，杭州中院对被
告人杨秀珠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0 万元；以受贿
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 80 万元；追缴杨秀珠贪
污、受贿所得人民币26399455元。
案件背景

1996 年至 1997 年期间，杨秀珠利

用担任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温州市副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吞公款共计人民
币1904.5155万元。1994年至1998年期
间，杨秀珠利用担任温州市市长助理、
副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土地开发、
项目推进、建筑面积增加、配套费减免
等事项上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
款共计折合人民币735.43万元。

2003年4月20日，时任浙江省建设
厅副厅长的杨秀珠携家人从上海前往新
加坡，随后，辗转逃往意大利、法国、
荷兰、加拿大、美国等地。
影响与意义

历经13年，窜逃6个国家，3次申
请政治避难，最终选择无条件回国投
案，作为“百名红通”1号人员，杨秀
珠案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

人民法院对杨秀珠的判决，既严格
依照法律，又谨遵国家追逃追赃政策，
是具体落实追逃追赃工作中宽严相济政
策的体现，也是规劝其他在逃人员尽快
回国自首最有力的“判例”。对杨秀珠
案的判决，彰显了我国有腐必惩的坚定
决心，实质上是再一次以国家名义正告
外逃腐败分子：海外不是法外，海外不
是“避罪天堂”，只有彻底放下幻想，
尽快回国投案自首，如实供述罪行，争
取宽大处理，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整理撰稿 安 平）

案情简介
2007年12月25日，物美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张文中被指控
犯诈骗罪、单位行贿罪、挪用资金罪因
而被提起公诉。2008年9月，河北省衡
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了此案。
衡水中院经审理，于 2008 年 10 月 9 日
作出一审判决，对张文中以诈骗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 50 万元，
以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挪
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 50 万元；
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一审宣判后，张文中提出上诉。
2009 年 3 月 30 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
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对张文
中单位行贿罪、挪用资金罪定罪量刑和
诈骗罪定罪部分，及违法所得追缴部
分；认定张文中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
刑十年，并处罚金 50 万元，与其所犯
单位行贿罪、挪用资金罪并罚，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50万元。

2016 年 10 月，张文中向最高人民
法院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7
年12月27日作出再审决定，并于2018
年2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2018

年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张文中诈
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再审一案进行
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张文中
无罪，原判已执行的罚金及追缴的财
产，依法予以返还。
案件背景

这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
下人民法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加强产权
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政策、依法纠正
涉产权和企业家冤错案件的第一案。
2016 年 11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
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
发布后，众多国家机关、地方政府纷纷
发文、积极响应，各种举措相继出台。
影响与意义

该案是当前我国影响重大且具有重
要典型意义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涉
罪案件，是全面依法治国、加强产权和
企业家权益保护大背景下，最高人民法
院依法纠正涉产权和企业家冤错案件的
第一案，被媒体称为“人民法院落实党
中央产权保护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政
策的一个标杆案件”，被专家学者称为

“我国加强民营企业产权刑法保护的司
法典范”。

（整理撰稿 欧阳铭琪）

“乔丹”系列商标行政案
——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合法权益

杨 秀 珠 贪 污 受 贿 案
——“百名红通”一号人物回国自首

于 欢 故 意 伤 害 案
——对正当防卫条款适用意义重大

张 文 中 再 审 改 判 无 罪 案
——依法纠正涉产权和企业家冤错案的第一案

朱振彪追赶交通肇事逃逸者案
——以公正裁判引领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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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2016年12月8日，最高人
民法院对“乔丹”系列商标行政案中
的10件案件依法作出公开宣判。有
关国家的驻华使节及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等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了旁听。
图为乔丹案庭审现场。

图② ：“百名红通”1 号被通
缉人员杨秀珠在逃亡海外13年后
回国自首，并于2017年7月在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
审判。图为杨秀珠在庭审现场。

图③：于欢故意伤害案曾引起国
内社会的广泛关注。图为于欢在庭审
现场。

图④：2018年5月31日，最高人民
法院依法对张文中诈骗、单位行贿、
挪用资金再审案作出判决，撤销原审
判决，改判张文中无罪。图为张文中等
人在庭审现场聆听法官宣读判决书。

图⑤：朱振彪追赶交通肇事逃逸者案
经法院审理，认定朱振彪的行为属于见义
勇为。朱振彪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表彰。图
为朱振彪收到的政府有关部门颁发的《见
义勇为行为确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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