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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山东省郓城县人民
法院审结一起污染环境犯罪案件。 被告
人将装有有害物质的化工废料桶倒入河

沟内， 造成环境严重污染， 犯污染环境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 并赔偿经济损失
35.7 万余元。

法院审理查明 ，2012 年 10 月 5 日
晚，被告人杨某通过朋友介绍，帮助一雇
主处理化工废料 ， 双方约定处理费用
3500 元，杨某通过其连襟、被告人王某
联系了樊某、 张某等人， 在雇主支付了
3400 元处理费用后，被告人杨某、王某
等人用车辆将五十余桶化工废料从梁山

县境内拉至郓城县杨庄集镇前孙庄村北

河沟处，将装有苯、丙酮、三氯甲烷等有
害物质的化工废料桶直接推到河沟内，
部分化工原料流出，造成环境严重污染。
经郓城县价格认证中心鉴定， 该污染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为人民币 35.7 万余元。

法院认为， 被告人王某、 杨某违反
国家规定， 倾倒有毒有害物质， 严重污
染环境， 其行为均构成污染环境罪。 被
告人王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 应
当撤销缓刑， 数罪并罚。 依照刑法有关
规定， 判处王某有期徒刑十个月， 并处
罚金 1 万元， 与原判有期徒刑三年数罪
并罚 ，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
月， 并处罚金 1 万元。 判处杨某有期徒
刑七个月， 并处罚金 1 万元。 王某、 杨
某对因污染环境造成的经济损失 35.7
万余元予以赔偿。

（王冬兰 徐龙震）

■法官说法■

特别
关注 广州中院举行诉中禁令听证会

南阳审理一起民事赔偿纠纷案时认定

工伤保险补偿和民事赔偿可以兼得

本报讯 近日， 安徽省界首市人
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假冒注册商标刑事

案件。 被告人华某和武某假冒他人商
标生产棒棒糖， 被依法分别判处有期
徒刑二年 ， 缓刑三年 ， 并各处罚金
7000 元。

法院审理查明 ， 2012 年初 ， 被
告人华某、 武某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
许可 ， 生产假冒的阿尔卑斯牌棒棒
糖。 同年 4 月 20 日， 界首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执法人员根据举报， 在二被
告人的加工场地当场查获 21400 个阿
尔卑斯棒棒糖包装袋和 201 箱假冒的
阿尔卑斯棒棒糖成品。 经界首市价格
认证中心对假冒的阿尔卑斯棒棒糖成

品进行价格鉴定， 价值 68340 元。 同
年 4 月 25 日， 两被告人主动到界首
市公安局投案， 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
罪行。

法院审理认为， 两被告人的行为
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遂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李永国 遂登峰）

超市销售假冒剪刀
张小泉起诉获赔偿

红罐凉茶之争战火又起

本报广州 8 月 6 日电 （记者
马伟锋） 今天上午， 广东省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就王老吉诉加多宝不正当

竞争一案公开举行诉中禁令听证会。
听证会通过互联网进行全程直播， 来
自全国各地近四十家媒体的记者旁听

了听证会。
今年年初 ， 王老吉方面曾经就

“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加多

宝” 这一广告向法院提出诉中禁令，
认为该广告语误导消费者， 要求立即
停止使用。 法院经依法审查， 裁定加
多宝公司撤回上述广告。

随后， 加多宝又发布了 “中国每
卖 10 罐凉茶， 7 罐加多宝”、 “加多
宝凉茶连续六年蝉联第一罐”、 “加
多宝凉茶全国销量遥遥领先” 等新的
广告。 王老吉方面认为上述广告仍然

是虚假宣传， 遂再次向法院提起不正当
竞争之诉， 并同时申请行为禁令， 要求
法院裁定加多宝方面立即撤回相关广

告。 加多宝方面则通过其官方微博公布
了一系列数据 ， 称其市场占有率在
80%以上， 广告语是名符其实。

听证会从上午 9 点开始， 整整持续
了 4 个小时。

王老吉方面认为， 加多宝凉茶去年

才刚刚问世， 另立品牌推出市场， 之前
一直卖的都是王老吉。 因此， 2012 年 1
月至 9 月， 中国每卖 10 罐凉茶， 应该
是 7 罐王老吉， 而不是加多宝。

加多宝方面则认为， 根据尼尔森公
司出售的尼尔森确定函显示，2012 年加
多宝占凉茶市场的 81.7%。 “中国每卖
10 罐凉茶，7 罐加多宝”完全含义为中国
每卖出 10 罐凉茶，其中 7 罐来自加多宝

公司，或者 7 罐是加多宝公司生产的，其
中的加多宝是生产者的身份。

法庭重点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查：
一是涉案广告语构成虚假广告的可能

性； 二是如果不采取保全措施是否会给
原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三是如果采
取保全措施将对被告造成何种损害。

听证会在下午 1 点结束， 合议庭未
当庭作出裁定。

本报讯 近日， 江苏省海安县人
民法院成功调处张小泉商标侵权系列

纠纷案。 11 家超市分别赔偿杭州张
小泉集团有限公司 4000 元至 6000 元
不等。

张小泉是著名剪刀品牌 。 2012
年 5 月， 张小泉公司发现海安县域范
围市场上出现涉嫌假冒张小泉品牌的

纱剪产品。 经过张小泉公司专业人员
鉴定后， 其中 11 家超市销售的张小
泉纱剪产品涉嫌假冒。 为维护公司合
法利益和张小泉品牌形象， 张小泉公
司将海安县 11 家超市告上法庭。

受案后， 法官经调查发现， 被诉
超市大多从本地批发市场进货， 但相
关进货单据并不规范， 有的超市甚至
没有进货凭据。 另外， 超市经营者完
全无法分辨真假张小泉纱剪， 有的甚
至坚定地认为自己所售的纱剪为正

品。 鉴于当事人双方对涉案纱剪真伪
产生激烈争议， 庭审中， 合议庭要求
张小泉公司明确正品与涉案产品的区

别点。 原告代理人当庭从商标字体书
写收笔、 刀面及刀背刨纹与刀刃的角
度的不同、 商标图形的连结与断开等
方面展开一一对比与说明。 至此， 被
告也纷纷表示认同。

承办人在听取双方意见后， 提出
调解方案， 要求被告方立即停止侵害
原告商标权的行为， 并积极主动赔偿
相应的损失，同时，建议原告方针对被
告方不同的侵权程度、 侵权时间及店
面规模对赔偿数额稍作让步。最终，11
起案件以调解数额4000元至6000元不
等顺利结案。 （梁文珠 丁 隽）

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
经营者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

用权的商品， 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
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 不承担赔偿
责任。 因此， 法官提醒广大经营者，
经营中务必严把进货关， 进货前审查
供货商是否有相应的营业执照及品牌

代理权限， 进货时注意查验货物质量
并要求供货商在进货单上签字或盖章

以便追查商品来源。

假冒商标生产棒棒糖
界首两被告人被判刑

■法官提醒■

商家要严把进货关

本报讯 单位雇佣一物流公司搬迁

单位井架， 派李某协助， 不料物流公司
吊车发生故障将李某砸伤身亡。 李某的
亲属向单位索要工伤赔偿后， 又起诉物
流公司要求人身损害赔偿。 日前， 河南
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维持一审法院作出的判令物流公司赔偿

李某亲属 33 万余元的判决。
2011 年 3 月 31 日， 河南石油勘探

局钻井公司新疆分公司一钻井队在新疆

塔河工区完成钻井作业后准备搬迁至下

一个新井，搬迁工作需要吊装和运输。 4
月 2 日， 钻井队与中油物流有限公司新
疆分公司（下称物流公司）签订了搬迁安
全协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及安全义务。
4 月 3 日，物流公司安排了吊车及管理、
安全监护人员，因任务重、时间紧，分公
司抽调其他钻井队的 9 名人员到现场协

助搬迁工作。 在吊装过程中， 因吊绳脱
落， 吊装物从板车上掉下， 砸向李某等
人，李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同年4月6日，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
吊装作业中存在多头指挥， 吊车司机随
意听从其他指挥， 吊车保险片左右间隙
过大不能起到保险作用， 起吊绳从吊点
脱落，造成起吊物落下，是事故的直接原
因；吊车未按规定进行作业，吊车司机未
制止多头指挥， 双方的作业人员未落实
安全作业操作规程，是事故的次要原因。

2011 年 7 月， 南阳市人社局对李
某的死亡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 石油勘
探局向李某亲属支付了相应的工伤保险

补偿金。
2012 年 3 月， 李某的亲属向法院

提起诉讼， 要求石油勘探局和物流公司
按人身损害进行赔偿。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因可归责于
被告物流公司的原因， 导致被告石油勘
探局所属员工发生损害的后果， 被告物
流公司当然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侵权第

三人。 物流公司在为完成协议约定的吊

装过程中， 侵害了李某的生命权， 应当
承担侵权行为后果， 不能因为受害人通
过劳动保险法律关系获得了赔偿， 就折
抵了第三人的侵权赔偿责任。 吊装作业
中， 被告物流公司使用的吊车保险片左

右间隙过大而不能起到保险作用， 其操
作吊车的司机又随意听从其他指挥， 使
起吊绳从吊点脱落， 造成起吊物落下，
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 应承担 80%
的责任 ； 作为现场指挥人员之一的李
某， 也存在对吊装过程的危险性认识不
足 ， 未按操作规程指挥现场作业等错
误 ， 应对该事故负 20%的责任 。 遂判
决被告物流公司赔偿李某亲属各项损失

33 万余元。
物流公司不服， 向南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 （卢国伟 王玉信）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获得工伤保险补

偿后还能否获得民事赔偿？从法律属性上
看，工伤保险属于社会保险范畴，与民事
损害赔偿在性质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别。

工伤保险赔偿所依据的实体法是劳

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 而人身损害赔偿
所依据的是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 两

者分属不同部门法的请求权救济方式，
不存在请求权竞合。 所以，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 “依法
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和个人，
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 劳动者或者
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告知其按工伤保
险条例的规定处理。 因用人单位以外的
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 赔偿
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由此可见， 第三人侵权赔偿与工伤

保险赔偿机制目前在法律上是并行不悖

的， 一个属于私权范畴， 一个属于公权
范畴 ， 二者不能混用 ， 也不能相互替
代。 受害人在依据劳动法律法规获得工
伤保险补偿后， 并不妨碍其应有的民事
赔偿权利， 可以获得双重赔偿。

工伤保险补偿与第三人侵权赔偿并行不悖

河沟倾倒化工废料
污染环境触犯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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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请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

请对被申请人长航凤凰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船舶拍卖三案，本
院已依法裁定对被申请人所有的“长航渤海”、“长航汇海”、“长
航江海”轮予以拍卖。 现已成立“长航渤海”、“长航汇海”、“长航
江海”轮拍卖委员会，定于 2013 年 9 月 12 日 10 时在武汉海事
法院二楼多功能厅对上述三轮进行公开拍卖。 凡愿参加竞买
者，可于 2013 年 9 月 11 日 17 时前，向拍卖委员会提交书面申
请，同时须交验本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负责人身份
证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其委托代理人的
授权委托书，并按照每轮人民币 700 万元的标准交纳竞买保证
金。 凡与该两轮有关的债权人应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三十日
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
中受偿的权利。 附船舶基本参数：“长航渤海” 轮、“长航汇海”
轮、“长航江海” 轮的建造日期分别为 2009年 12月 28日、2010
年 9月 29日、2010年 7月 31 日， 载重吨分别为 57157、57300、
33547，其它参数均为：钢质散货船，造船厂渤海船舶重工有限
责任公司， 总长 199.99m， 型宽 32.26m， 型深 18.00m， 总吨
33547，净吨 18486，主机种类内燃机，主机数量 1 台，主机功率
8510千瓦。拍卖委员会联系方式：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
路 16 号，武汉海事法院。 联系人：侯振坤、许泽民、熊文波；电
话：027-68857585、68857596、68857679；传真：027-68857553。

[湖北]武汉海事法院
关于申请人中国进出口银行诉被申请人长航凤凰股份有

限公司拍卖船舶两案，本院已依法裁定对被申请人所有的“长
航静海”轮、“长航茂海”轮予以拍卖。 现已成立“长航静海”轮、
“长航茂海”轮拍卖委员会，定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 10 时在武
汉海事法院二楼多功能厅对上述两轮进行公开拍卖。 凡愿参加
竞买者，可于 2013 年 9 月 9 日 17 时前，向拍卖委员会提交书
面申请，同时须交验本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负责人
身份证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其委托代理
人的授权委托书，并按照每轮人民币 600 万元的标准交纳竞买
保证金。 凡与该两轮有关的债权人应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三十

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
卖中受偿的权利。 附船舶基本参数：“长航静海”轮，钢质散货
船，造船厂渤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建成日期 2011 年 6 月
10 日，总长 189.99m，型宽 32.26m，型深 15.80m，总吨 27629，净
吨 15472，参考载货量 45542 吨，主机种类内燃机，主机数量 1
台，主机功率 8000千瓦。 “长航茂海”轮，钢质散货船，造船厂渤
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建成日期 2011 年 3 月 7 日， 总长
189.99m，型宽 32.26m，型深 15.80m，总吨 27629，净吨 15472，参
考载货量 45143 吨，主机种类内燃机，主机数量 1 台，主机功率
8000千瓦。拍卖委员会联系方式：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
路 16 号，武汉海事法院；联系人：侯振坤，许泽民，张瑜；电话：
027-68857585、68857596、68857576；传真：027-68857553。

[湖北]武汉海事法院

承德华正营涝公路开发有限公司已被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

人民法院于 2013年 2月 8日裁定宣告破产。 在破产清算过程中，
经破产管理人核查，下列人员未与承德华正营涝公路开发有限公
司履行任何手续，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
度，自离开工作岗位之日起视为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如有异议请
自公告之日起 10日内与破产管理人核实（附：人员名单）。 承德华
正营涝公路开发有限公司擅离工作岗位人员名单：姓名：刘少辉，
擅离工作岗位时间：2005.8。 姓名： 张磊， 擅离工作岗位时间：
2005.1。姓名：胡秀芳，擅离工作岗位时间：2002.1。姓名：唐琳琳，擅
离工作岗位时间：2002.12。 姓名： 佟欣雨， 擅离工作岗位时间：
2002.7。 姓名：高树东，擅离工作岗位时间：2002.12。 姓名：吝志刚，
擅离工作岗位时间：2005.1。 姓名： 李雨松， 擅离工作岗位时间：
2001.1。姓名：郭亚军，擅离工作岗位时间：2003.3。姓名：王彦章，擅
离工作岗位时间：2003.12。 姓名： 林国武， 擅离工作岗位时间：
2002.3。姓名：吴景贤，擅离工作岗位时间：2005.6。姓名：吴奕涛，擅
离工作岗位时间：2005.8。 姓名： 郝元民， 擅离工作岗位时间：
2006.9。 姓名：闫俊德，擅离工作岗位时间：2009.11。 姓名：王国军，
擅离工作岗位时间：1998.12。 姓名：代卫东，擅离工作岗位时间：
2004.2。姓名：张路林，擅离工作岗位时间：2002.1。姓名：付爱民，擅

离工作岗位时间：2002.12。 姓名： 韩大强， 擅离工作岗位时间：
2002.12。姓名：史跃，擅离工作岗位时间：2000.12。姓名：祁勇，擅离
工作岗位时间：2007.12。姓名：张海峰，擅离工作岗位时间：2007.1。

承德华正营涝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二 0一三年七月十七日
2012年 3月 7日，本院根据黄维刚的申请裁定受理深圳市

鸿鹄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经审理查明，截至债
权申报期满，共有 34 名职工向管理人申报劳动债权，申报债权
总额为人民币 178407 元， 经管理人审查确认的债权总额为人
民币 178407 元。 由于鸿鹄盛公司的账册、文件均下落不明，管
理人至今未接管到其任何财务账册，故管理人无法对其进行审
计。 鸿鹄盛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据管理人调查，现鸿鹄盛
公司名下没有任何财产。 本案审理后，有关当事人未提出和解
或重整申请。 本院认为，鸿鹄盛公司无账册、文件可供审计，依
据现有财产状况及债务情况，可以认定鸿鹄盛公司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件。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
规定， 本院于 2013 年 7 月 1 日裁定宣告深圳市鸿鹄盛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破产。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临颍县纺织厂的破产清算申请，受理了临
颍县纺织厂破产清算一案。 经本院审查，临颍县纺织厂因长期
歇业，严重资不抵债，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应当宣告临颍县纺织
厂破产。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
定，本院于 2013年 7月 18日作出（2013）临民破字第 02号民事
裁定，宣告临颍县纺织厂破产还债。 [河南]临颍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申请人湖北蒲圻起重机械总厂破产还债一案，
根据湖北蒲圻起重机械总厂破产清算组的申请，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破产法》的规定，于 2013年 7月 18日作出（2005）鄂赤

壁破字第 4—8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终结湖北蒲圻起重机械总
厂破产程序。 [湖北]赤壁市人民法院

本院依据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定，裁定受理襄阳市
襄州区粮食局粮油运销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 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三条之规定，指定襄阳市襄州区粮食局为该
案的管理人。 债权人应当在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襄阳市襄州区
粮食局粮油运销公司的破产管理人(通信地址：襄阳市襄州区航空路
87号；邮政编码：441104；联系电话：2814484)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
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处理。 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定于 2013年 10月 18日上午 9时在在本院第 22审判庭
召开，望债权人准时参加。 [湖北]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上高县财政局债权人的申请，于 2013年 7月 18日
裁定受理江西省上高县金属镁厂（以下简称金属镁厂）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同日指定江西省上高县金属镁厂破产清算组为管理人。金
属镁厂的债权人于 2013年 8月 25日前向管理人（上高县工业和
信息化委员会，联系人：胡瑞元，电话 0795-2511508）申报债权。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请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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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金属镁厂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金属镁厂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2年 8月 25日上午 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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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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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上高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王晓璐、栾兴海、王福刚、姜世东、大连秋实景观艺
术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3年 7月 3日裁定受理大连亿
嘉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3年 7月 12日指定辽宁
华夏律师事务所为大连亿嘉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大连亿嘉食品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大连亿嘉
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大连市中山区明泽街 16号丽苑
大厦 5层； 联系人： 杨军、 王梦冬、 刘鹏生； 联系电话： 杨军：

13019442829；王梦冬：13500747343；刘鹏生：156409815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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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亿嘉食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大连亿嘉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
定于 2013年 11月 15日 8时 30分在庄河市人民法院第三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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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庄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汉中卷烟一厂破产清算一案，经查明，汉中卷

烟一厂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严重资不抵债。 企业经国家有关部
门批准，向本院申请宣告该企业破产符合法律规定。 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于 2013 年 6 月 9 日裁定宣告
申请人汉中卷烟一厂破产。 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6 月 21 日裁定受理了自贡金峰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自贡汇鑫密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了自贡汇鑫密封有限公司清算组为破产管理人。 债权人应
在 2013 年 9 月 20 日前向自贡汇鑫密封有限公司管理人书面
申报债权（申报地址：四川省自贡市汇东路 217 号“自贡汇鑫密
封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办公室”， 邮编：643000， 联系电话：
0813-8101472 8203812，联系人：王恒 宋晓兵），说明债权数额
和有无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 逾期未申报的，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 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3年 9月 27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召开， 望债权人
准时参加。

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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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林晔晗 通讯员

马远斌 冯馨莹 黄晓婷） 近日， 广东
省阳春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侵犯著作权

犯罪案。 淘宝店主刘某在网上公开销售
盗版的导航软件， 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八个月， 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 5000 元。

法院审理查明， 凯立德导航软件是
深圳市凯立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商标

注册和国家著作权登记的受著作权法

保护的导航软件。 2012 年 6 月， 被告
人刘某在淘宝网上注册了一家淘宝网

店 。 同年 8 月中旬 ， 刘某从网络上获
取了深圳市凯立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导航地图软件破解版 ， 放在其淘宝
网店公开售卖， 价格为 5 元至 30 元不
等 ， 并通过聊天工具教会买家下载 、

安装使用 。 从 2012 年 9 月 21 日开始
至 2013 年 3 月 29 日被公安机关查获
时止 ， 被告人刘某在网上销售盗版的
凯立德导航软件共 599 份 ， 获取非法
经济利益 4607.48 元。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刘某以营利
为目的， 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 复制发
行他人的计算机软件， 复制发行数量达
到 599 份， 属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
其行为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依法应予
惩处。 鉴于被告人刘某归案后能如实供
述犯罪事实， 自愿认罪， 依法可以从轻
处罚。 根据被告人刘某的犯罪情节和犯
罪后的悔罪表现， 同时考虑其是初犯，
可对其适用缓刑。 据此， 法院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本报讯 （记者 何春晓 通讯员

张春雷 郑 峰） 福建省厦门市市民蔡
某购买汽车后， 认为车辆存在问题， 便
在车身悬挂张贴标语， 封堵汽车销售公
司经营场所。 近日，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
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因汽车消费者维

权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 一审判决蔡某
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不得再行封堵汽车
销售公司的营业场所， 并移除悬挂或张
贴在车身上的文字和标语， 在当地媒体
刊登致歉声明。

2012 年 10 月 16 日 ， 蔡某在盈众
汽车销售公司订购迈腾轿车， 交车后认
为车辆存在问题， 多次将车开至盈众公
司经营场所， 并在车身悬挂或张贴 “盈
众欺骗消费者 事故车还卖给车主” 等
字样的标语， 多次驾驶张贴上述标语的
车辆在厦门市区等地行驶。

今年 1 月 5 日， 蔡某将贴有上述标
语的车辆开至长春， 与一汽-大众销售
公司进行交涉， 但对一汽-大众销售公
司和车灯供应商的解释说明不予接受。

3 月 17 日， 蔡某再次将讼争车辆
停放在盈众公司大门口， 导致该店的其
他车辆无法通行， 后公司报警。 公安机

关以蔡某的行为扰乱了公司的正常办公

秩序为由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但其后，
蔡某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

法院认为， 蔡某主张车辆存在右大
灯更换过等问题， 进而认为该车在出售
之前系事故车， 即应承担举证责任， 但
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 在审理中亦未在

指定期限内提交鉴定申请， 应承担举证
不能的责任 。 故其以标语形式宣称的
“盈众欺骗消费者 事故车还卖给车主”
等内容失实， 但蔡某仍加以宣传， 已构
成对盈众公司的诽谤。 除此之外， 相关
图片也在新浪微博中被多次转发并引发

部分网友对盈众公司作出了负面评论，

故蔡某的行为必然使公众对公司的声誉

产生怀疑， 从而降低公司的社会评价。
蔡某在受到行政处罚并向公司道歉后仍

继续上述行为， 其维权方式已明显超出
合理限度和法律规定， 具有较大的主观
过错。 因此， 法院认为蔡某的行为侵犯
了盈众公司的名誉权。

购车认为质量有问题 张贴标语封堵公司

消费者维权不当被判侵害商家名誉权

目前，消费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但
部分消费者在维权时易出现过激行为，
如在商家经营场所拉横幅、 在网络上发
布不实信息等， 这不仅容易激化双方矛
盾，而且可能会侵犯商家的名誉权。

本案承办法官张春雷认为， 蔡某认
为车辆存在问题， 遂与盈众公司进行交
涉谈判 ， 这属于消费者合理维权的范
畴； 但此后， 蔡某在并无实质证据证明
的情况下 ， 将车身张贴标语并上路行

驶， 甚至将车封堵公司的经营场所， 且
在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说
明后仍不予接受， 至此其行为已超出了
合理维权的限度， 故法院根据侵害名誉
权的构成要件， 认定蔡某侵害了公司的
名誉权， 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法官提醒消费者在维权时应保持理

性，在与商家协商不成时，可向有关部门
投诉，亦可依法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否则
可能会陷入维权不成反成侵权的境地。

消费者应当依法理性维权

■连线法官■

销售盗版导航软件
淘宝店主被判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