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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龙里县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刘某、张某某等 8 人
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案公开宣判，该案系龙里县首例侵犯
知识产权犯罪案件。

2019 年 10 月以来，被告人刘某、张
某某合谋贩卖假冒茅台酒，并招募被告
人赵某、姚某某、王某某参与其中。该犯
罪团伙在网上投放虚假信息，以“低价抢
购”为噱头吸引消费者购买，再从同案被
告人、假酒生产商袁某某、林某某处大量
购买假冒茅台酒，通过快递邮寄销往全
国各地，以此谋取非法利益。该团伙分
工明确，刘某负责招揽人员、发放工资和
销售提成。张某某除了负责网络平台运
营、统计团伙销售情况外，还从林某某处
购买、销售假冒茅台酒，形成单独的贩假

链条。经审查查明，林某某在贵阳市云
岩区一出租屋内生产假冒茅台酒出售给
张某某，同时，根据张某某提供的客户信
息，在贵阳某快递网点负责人梅某协助
下向客户发货，销售金额达 210.42 万
元。赵某则主要负责另一销售链条，即
从袁某某处购买假冒茅台酒销售。经审
查查明，袁某某在安顺市普定县一出租
屋内生产假冒茅台酒后销售给赵某，赵
某根据姚某某和王某某提供的客户信
息，在江西省南昌市联系快递网点向客
户发货，销售金额达 36.24 万元，未售金
额达9.5万元。姚某某、王某某负责联系
下单购买假冒茅台酒的客户，并核对客
户信息。

另查明，林某某假冒贵州茅台酒注
册商标，非法经营假冒茅台酒金额达

50.83 万元。袁某某假冒贵州茅台酒注
册商标，非法经营假冒茅台酒金额达
19.71万元。

将成本不到百元的假冒茅台酒，以
单价五六百元的价格售卖给全国各地的
消费者，以此赚取暴利，该犯罪团伙假冒
注册商标、制假贩假的行为，不仅侵犯了
商标权人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的合
法利益，同时欺骗、坑害了不特定的消费
人群，导致消费者上当受骗，严重破坏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应当受到法律的
惩处。龙里县检察院受理该案后，多次
与公安机关侦查人员沟通，交流侦查取
证的意见，引导取证方向，双方共同协
作，确保证据收集全面、合法。在案件事
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龙里县
检察院依法向龙里县法院提起公诉。

经过开庭审理，龙里县法院依法判
决，被告人刘某、张某某犯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被告人林
某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
告人袁某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
万元；被告人赵某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被告人姚某某、
王某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五万元；被告人梅某犯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
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刘雯 王家婷 本报记者 李庆红）

龙里县首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公开宣判
合谋贩卖假茅台酒的刘某、张某某等8人获刑四年半至二年，被处罚金三十万元至三万元不等 本报讯 9月 9日上午 7时许，

黔南州公安交管局高速四大队民
警接到一驾驶员报警称，其车内有
乘客手臂划伤，急需就医。民警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后，发现一重型挂
车驾驶室内一乘客左手手臂严重
划伤，伤口深可见骨，血流不止。
为防止失血过多，民警对伤口进行
了简单的先期处置，随即民警又将
伤者转移至警车上，用警车将其送
至医院救治。

为争取最佳救治时间，民警打
开警灯，拉响警笛，在保障安全的
前提下，采取了闯红灯，逆行等方
式，原本需要 40 分钟的路程，不到

20 分钟就将伤者安全护送至罗甸
县中医院救治。因唐某伤情过重，
行动不便，从挂号、消毒到包扎，整
个治疗过程民警一直陪同。治疗
完毕后，民警又将唐某送回他乘坐
的车上。

据了解，当天上午，伤者唐某
乘坐该车从贵阳前往广西，当行驶
至银百高速罗甸停车区时，唐某正
准备下车上厕所，左手就不慎被车
内的剪刀严重划伤。

民警的及时救助和悉心照顾
让唐某深受感动，为表达谢意，唐
某向民警发送微信红包，最终被民
警婉拒绝。 （本报记者 李庆红）

高速交警紧急逆行 打开伤者“生命通道”

本报讯 9月 7日，两名群众来
到贵定县公安局宝山派出所，将一
面印有“为民救急不分昼夜服务人
民情暖人心”的锦旗送到民警的手
中，对之前民警深夜出警热心帮助
自己解决困难表示衷心的感谢。

9月5日凌晨0时55分，宝山派
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己养的一
条宠物犬被车撞伤，肇事车辆逃
逸，请求出警。接警后，民警火速
赶往案发现场，通过向报警人崔某
某了解得知，崔某某和女友两人在
附近散步遛狗时，狗被一辆白色
SUV 轿车碾压，伤情严重，肇事车
辆并未停车且驶离现场，其女友为
狗检查伤情时，左手不慎被狗咬
伤。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调取廉

租房出入卡口监控，经排查后找到
肇事车辆。随后，出警民警分为两
组，一组陪同崔某某到宠物医院对
宠物犬进行救治，救治过程中崔某
某也被狗咬伤右手。另一组护送
其女友到贵定县德新卫生院接种
狂犬疫苗。

但是事发深夜，狂犬疫苗接种
时间已过，民警考虑到 2人均为外
地人，并且 2人被咬伤口均较为严
重，应该尽早接种狂犬疫苗。随后
民警联合卫生疾控部门开通绿色
通道，让2人顺利接种了狂犬疫苗。

次日，民警联系到肇事车主到
宝山派出所处理此事，经过调解，
车主赔偿受害者损失，双方矛盾得
到有效化解。

（本报记者 李庆红）

群众深夜被狗咬伤 民警及时出警解忧

本报讯 近日,荔波县公安局成功打
掉一个盗窃犯罪团伙，破获涉案价值 1.1
万余元的系列盗窃高铁建设物资案，抓获
嫌疑人4名。

今年 7月以来，贵南高铁项目荔波县
甲良镇至小七孔镇沿线工地上的建设钢
材相继被盗。荔波县公安局迅速抽调精
干警力全力展开侦破，确保高铁建设进
度。

经过缜密侦查和走访调查，民警发现
附近村民作案可能性较大，判断系多人作
案，并熟悉当地路线，有一台三轮摩托车，
根据研判分析，该团伙会再次作案。

随后，甲良、小七孔派出所民警兵分
两组，一组对嫌疑三轮摩托车进行跟踪，

锁定盗窃所得钢筋材料销账交易地点，另
一组则到甲良镇高铁建设施工案发工地
附近蹲点守候。

经过几个昼夜的不懈努力，办案民警
在甲良境内将涉嫌盗窃的嫌疑人莫某甲、
莫某乙、莫某丙以及涉嫌收赃的罗某某等
人成功抓获。

经审讯，莫某甲、莫某乙、莫某丙对盗
窃贵南高铁甲良镇段建设工地上的钢材
供认不讳，交代先后7次在贵南高铁甲良
镇段施工工地上盗窃高铁建设钢材，并将
盗窃所得赃物连夜销售给收废品罗某某，
涉案价值1.1万余元。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本报记者 李庆红）

工地建材相继被盗 警方昼夜鏖战破案

本报讯 近日，荔波警方雷霆出
击，成功破获一起摩托车盗窃案，抓
获 2 名犯罪嫌疑人，追回被盗车辆 1
辆。

7月 26日晚，荔波县城区某住宅
小区发生一起摩托车被盗案。案发
后，荔波县公安局玉屏派出所联合局
侦查中心、网安、情报等相关部门开
展侦查工作，侦查民警通过缜密侦
查、分析研判、循线追踪，最终明确
作案嫌疑人为吴某、陆某、白某3人。

民警在侦查工作中发现犯罪嫌疑
人吴某及其女友陆某在浙江省诸暨市
活动轨迹，派出所立即组织精干警
力，成立追逃小组，赴浙江诸暨开展

抓捕工作。抓捕民警昼夜兼程，千里
追击，并在浙江诸暨警方的大力支持
下，成功将该案犯罪嫌疑人吴某及其
女友陆某抓获。

追逃组民警胜利归来，欢迎仪式
上，所有参加仪式的民警列队整齐，
向凯旋归来的追逃小组成员们报以热
烈掌声，并献上鲜花表示慰问。

9月 9日下午，2名嫌疑人被押解
到县城某住宅小区，进行该案件的公
开现场指认，引来了众多群众驻足围
观。经审讯，嫌疑人对其盗窃摩托车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该案尚在办理中。
（本报记者 李庆红）

民警跨省追逃 抓获“鸳鸯大盗”

本报讯 “感谢检察官，因为你们的帮助，我们拿
到了拖欠已久的工资，你们辛苦了！”拿到工资的农民
工妇女激动地说到。

近日，独山县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批帮助农民工
讨薪支持起诉案件，为 27名农民工追回工资报酬，不
仅维护了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同时使民事检察监督支
持起诉的职能得到充分发挥，为农民工妇女送上了检
察温暖，这也是该院办理的首批支持起诉案件。

独山县检察院充分发挥民事检察支持起诉职能，
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加强与县人社局劳动
保障监察大队的沟通对接，在获知 27名妇女在某科技
公司务工，但公司一直拖欠劳务工资，虽经劳动保障
监察大队协调，至今仍索款未果的情况后，考虑到农
民工法律意识淡薄，维权意识不强，独山县检察院决

定对讨薪系列案支持农民工向法院提起诉讼。
由于涉案农民工较多，且大部分居住在乡镇，部

分已外出务工，为避免 27名农民工少跑路，独山县检
察院积极帮助开展调查取证工作，通过对调查取得的
证据进行审查后发现，虽然该案劳动关系简单明确，
但工资支付主体并不明确，该科技公司在今年5月份已
经注销，公司的两名股东均已外出务工，且对承担支
付民工薪酬相互推诿，工资应由谁来支付，两个股东
承担多少比例的劳务费成了本案的关键问题，为明确
起诉主体，承办检察官认真查询相关法律法规，并向
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了该公司注册登记情况及公司章
程进行审查，认为应当由公司成立时两个股东认缴的
出资额对拖欠的劳务工资承担清偿责任，在诉讼主体
资格明确后，独山县检察院及时向县法院提出支持起

诉书，最终经法院、独山县检察院以及调解委员会共
同释法说理，截至目前，25 名农民工已拿回劳动报
酬，2名农民工已与用工单位股东签订了还款协议，该
起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系列案得以圆满解决。

该系列支持起诉案件的成功办理，解决了群众的
“烦心事、揪心事”，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的责任担
当。下一步，独山县检察院将继续充分发挥民事检察
监督职能，加大民事检察宣传力度，引导农民工学会
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将加强与劳动保障、
公安等职能部门的沟通衔接，依法为弱势群体“撑
腰”，坚持与民同行，切实为农民工开辟维权渠道，彰
显司法公平正义。

（吴邦凤）

独山县检察院

“支持起诉”为27名农民工妇女追回工资报酬

本报讯 9 月 2 日，荔波
县人民检察院法治副校长到
荔波县水维小学上法治课，
此次法治课主要是结合新修
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努力为
该校学生提供更优质、更适
宜的法治宣讲。

在法治宣讲中，该校法
治副校长结合新修订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对学生应有的法
律责任以及如何提高自身的
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进行了
详细的讲解，用一些鲜活生
动、发人深省的未成年人犯
罪案例，告诫同学们要引以
为戒。检察官还用一些刑事
案例、法律法规知识结合学
生行为规范与学生互动，深
入讲解法律中的“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争取
实现“用法治精神滋养孩子们的成长，让敬畏规则、崇
尚法治成为他们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信仰”。

该校法治副校长向全校广大师生承诺，从“最有利

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出发，学校在日常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治安综合治理、制定安全制度、家庭教育指导等工
作时，将随时到岗履职。

图为荔波检察官在为学生上法治课。
（潘销销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都匀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唐海滨走访调研都匀市匀
山茶叶有限责任公司，深入了解企
业生产经营情况及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倾听企业对检察机关的司法需
求。

唐海滨与匀山茶叶负责人及特
派员，就匀山茶叶目前不动产权办
理及合规办证等企业目前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嘱咐特派员
通知涉及单位领导开会讨论研究解
决企业目前存在的困境。负责人详
细介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在
交流过程中，唐海滨关心询问匀山

茶叶今年的经营情况，对民营企业
为都匀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肯
定和感谢。

唐海滨表示，都匀市检察院将
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
紧紧围绕都匀市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全力
以赴为企业解难题、做实事，着力营
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助
力“十大产业”高质量发展优质法律
服务，服务“六稳”“六保”工作，为都
匀市的招商、经商、营商环境的优化
作出应有的检察贡献。

（李世鹏）

检察长走访企业 倾听企业司法需求

本报讯 为适应新形势下人民
群众对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新要
求，近日，瓮安县人民检察院在珠藏
镇某村委会召开公益诉讼听证会，
公开审查某公司非法占用农用地一
案。

听证会上，案件承办人介绍了
案件基本情况及需要听证的问题，
村民代表、当事人充分发表各自意
见，听证员多角度提问让案件事实
和法律适用更加明晰。通过检察机

关对该案释法说理，最终达成一致
意见。职能部门表示将积极正确履
职，促进被占用的土地尽早恢复，当
事人现场表态愿意积极配合行政机
关进行整改。会后，参会村民代表
说，以前对什么是非法占用农用地
并不清楚，通过本次公开听证会，他
们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的情形和法律
后果有了充分了解。

（张天鹏 黄立望）

瓮安县检察院

公益诉讼听证会开到村委会
本报讯 近日，平塘县人民检

察院受到平塘县通州镇政府邀
请，参与调解了乐阳村汪降组姚
某某等6户7人与向某某等7户11
人林地权属行政争议案件，圆满
化解了双方的矛盾纠纷。

2016 年平罗高速开工建设，
征收了通州镇乐阳村汪降组的一
幅林地。因该征收地存在权属纠
纷，镇政府多次组织双方调解，均
未达成一致意见。今年 1月 5日，
通州镇政府再次组织调解，虽达成
协议，但由于历史原因导致协议无
法落实，双方矛盾仍未得到解决。

9 月 6 日，通州镇政府邀请平
塘县检察院参与该案的调解。在
调解中，平塘县检察院办案人员详
细了解案情后，对双方当事人进行
了民法典宣讲，着重从相邻关系的
法律法规进行剖析，分析邻里纠纷
对社会、家庭的影响以及纠纷存在
的弊端，讲清邻里和谐的重要性，
消除双方矛盾，积极引导双方当事
人互谅互让，为行政纠纷的化解打
下基础。检察机关还依据林业部

《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提出该纠纷的解决
办法。双方当事人一致认为检察

机关提出的解决办法合情合理，于法有据，自愿达成补充
协议，切实化解矛盾纠纷。

平塘县检察院在调解过程中，充分运用情、理、法做
好解释疏导工作，帮助推动行政争议化解，为平塘县行政
争议实质性化解探索出一条可推广可复制的新路。

（黄一玲）

平
塘
县
检
察
院

化
解
一
起
林
地
权
属
纠
纷 本报讯 9 月 1 日，长顺县人民

检察院参与公安机关对一起性侵案
未成年被害人开展“一站式”询问，
进一步深化、细化、优化未成年人检
察工作，有效推进“我为群众办实
事”。

办案过程中，通过办案人员对
被害人进行“一站式”询问，邀请妇
联工作人员作为合适成年人、积极
引导取证，不仅可以避免未成年被
害人多次回忆案发经过所造成的二
次心理伤害，同时有助于加强检警
协作，切实提高性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案件的办理质量，实现了案件询
问、心理疏导、预防教育和其他救助
于一体的办案模式。

（蒋良峰）

长顺县检察院

开启“一站式”询问办案模式

荔波县检察院

到学校开展法治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