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温远灏 美编：高岳 校对：郭海鹏2021年4月14日 星期三   电子信箱：fzrbshidian@126.com

  本报讯 记者潘从武 通讯员安秋旭

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人

民法院公开审理一起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

案，该案涉案金额达3906万余元，受害公司达

65家，遍布北京、上海、天津等16个省市区。

  公诉机关指控，以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何

某某为首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在境外

设立电信网络诈骗窝点，组织、招募国内人员

跨境，在社交软件上冒充国内公司老板，以向

国内公司支付预付款为由，对国内公司财务

人员实施诈骗。

  该诈骗集团下设成员相对固定的7个诈

骗小组。高某某等79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渠道冒充他人身份实施

诈骗，诈骗金额3906.7399万元，数额特别巨

大，其行为触犯刑法，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

事责任；赵某某等5名被告人明知他人实施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为他人提供银行账户

并帮助转移违法所得，情节严重，其行为已

触犯刑法，应当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此案庭审通过现场和线上两种方式同步

进行，合议庭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围绕起诉书指控事实进行

调查。公诉机关运用多媒体出示了相关证据，各被告人及其

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合议庭主持下充分发表了

意见。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其参与诈骗事实供认不讳。法

庭将择期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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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唐荣 通讯员刘斌 池勇 近日，广东

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幼师虐童案作出二审判决，

维持原判。被告人罗某因犯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1年4个月，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假释之日起五年内禁

止从事教师及看护教育工作。

  2017年8月31日，深圳市坪山区某幼儿园与罗某签订了

深圳市民办学校教师聘用合同书，聘用岗位为配班。教学期

间，罗某多次使用尖锐物品扎伤8名幼童耳朵、手指等处，其

中一名被害幼童母亲偶然发现孩子身上的伤情后，将此情

况告知同班同学家长，继而案发。

  此前，坪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罗某身为幼

儿教师，却违反职业道德和看护职责要求，使用工具伤害多

名幼童，其行为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情节恶

劣，已构成虐待被看护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4个月，并

依法对其适用从业禁止。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罗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深圳中院

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幼师扎伤8名幼童被判刑

  本报讯 记者徐鹏 近日，青海省贵德县公安局成功

破获一起抢劫杀人案，34小时内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3月2日11时28分，贵德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尕让派

出所来电称，尕让乡阿什贡村302乡道5.3公里处黄河北岸

发现一具尸体，请求做进一步调查。随后，刑警大队、治安

大队民警赶赴现场。技术专家对疑似抛尸现场提取的相关

生物检材进行比对后确定了抛尸现场，同时通过人像比对

确定死者为男子侯某某。经排查，警方初步锁定王某仓、孙

某林有重大作案嫌疑。

  经过办案民警的连续奋战，3月3日20时许，王某仓在大

通县桥头镇园林路被抓获；21时许，孙某林在西宁市城西区

被抓获。3月4日1时许，王某仓、孙某林被押解至贵德县公安

局。经审讯，二人对预谋抢劫杀害侯某某并抛尸黄河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

贵德警方破获抢劫杀人案

  本报讯 通讯员杜文革 近日，四川省绵竹市公安

局破获系列盗窃案，成功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目前，警

方已将13辆大货车被盗零件发还给受害人，总价值100多

万元。

  1月31日至2月16日，绵竹警方接到多名群众报警称，其

货车部件三元催化消音器被盗。该部件安装在车头和车身

连接处底部，价格两万元至10多万元不等。经过几天几夜的

工作，民警在一段监控视频里发现冯某和蒋某有重大作案

嫌疑。2月24日下午，办案民警分别在成都、绵竹将两人抓

获，并从冯某车中搜出大量作案工具。

  经查，冯某曾与蒋某一起服刑。由于两人都没有固定收

入，偶然在网上看到有回收车辆消音器的广告，便合谋盗窃

消音器，得手后均存放在成都的出租房内。目前，冯某和蒋

某均已被刑事拘留。

两人盗窃汽车零件被刑拘

  本报讯 记者颜爱勇 通讯员王海龙 近日，内蒙古

自治区锡林浩特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经过缜密侦查，成

功侦破一起跨省特大电信网络诈骗案，抓获违法犯罪嫌疑

人14名。

  2020年10月18日，王某某报警称，其在进行网络投资理

财时被诈骗20多万元。接警后，锡林浩特市公安局立即抽调

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负责案件侦破工作。2021年4月1日，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专案组在福建晋江将该团伙窝点捣

毁，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4名，扣押作案用电脑10多台、银

行卡100多张、手机40多部。

锡林浩特破获电信诈骗案

  本报讯 通讯员万超 吴景春 近日，黑龙江省伊春

市公安局伊美分局经过深挖细查，成功打掉一个贩卖“两

卡”的团伙。

  经审讯，2021年初，一直无业的司某某得知在网上贩卖

银行卡、手机卡赚钱快，便组织王某某、王某贩卖银行卡、电

话卡、u盾（俗称“三件套”），为上线电信诈骗犯罪团伙提供

资金结算服务，司某某、王某某从中牟取非法利益。

  目前，犯罪嫌疑人司某某、王某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王某因涉案情节

较轻，依法实施相应惩戒措施。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贩卖“两卡”牟利被抓获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吴攸 包炜

  2020年以来，浙江省宁波市在全省率先出台关于

办理跨境赌博相关刑事案件的联席会议纪要，开展创

新治理课题研究，形成了参赌人员治理、对公账户整

治、出入境通道管控等一大批富有成效的经验机制，

逐步形成了打击治理跨境赌博案件的“宁波模式”。

  据了解，根据国家、省打击治理跨境赌博工作领

导小组统一部署，宁波市去年组建成立了打击治理跨

境赌博工作领导小组，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市公

安局、市委网信办、人行市中心支行等19个部门参与，

下设10个工作组，统筹推进全市打击治理工作。

  宁波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宋鹏介绍，宁波

警方以斩断违法产业链、封堵出入境通道、治理资金

账户问题、遏制黑灰产业为抓手，“全链条”打击，斩断

跨境赌博犯罪活动的“人员链”“资金链”“技术链”，遏

制涉及跨境赌博黑灰产业生长蔓延。截至目前，宁波

市累计侦办跨境赌博案件529起，其中国家督办案件3

起、省级督办案件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17人，查扣

冻结涉案资金7.8亿元，总体成效位居全省前列。

  2020年3月，鄞州警方通过排查发现，某车行工作

人员丁某为一跨境网络赌博App从事代理工作。获取

线索后，鄞州警方抽调精干警力迅速开展调查，并成

功抓获犯罪嫌疑人丁某。经深入调查，丁某注册成为

该网络赌博App代理后，通过朋友介绍、社交软件转

发等方式引诱他人下载App，以“牛牛”“斗地主”“捕

鱼”等方式进行赌博，丁某收取2.3%的佣金。同时还发

现大量代理该App的违法犯罪人员，仅宁波地区的30

多名代理就非法获利累计1000多万元。

  鄞州警方成立专案组进行攻坚，先后出动100多

名警力，在安徽、山东等8省11地市开展集中抓捕行

动，共抓获丁某等犯罪嫌疑人121名，查扣涉案资产

1500万元，捣毁为该赌博平台提供非法资金结算服务

团伙两个、捣毁为赌博平台提供网站推广和技术服务

窝点1个，实现了关联技术、资金、推广、代理、赌客等

多犯罪环节的全链条、深层次打击。

  宁波市公安局大数据侦查实战中心政委洪素蓉介

绍，警方在打击工作中发现，犯罪集团在赌博后台对参

赌人员的个人情况、资产状况和投注金额等信息了如

指掌，输赢几率完全由其控制，并非凭借所谓的“运气”

“彩头”，往往起初先给点甜头，待上钩后让赌博者满盘

皆输、无法抽身，看似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夜暴富”馅

饼，实际上是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深渊陷阱。

  2020年3月，北仑警方在侦办一起非法入侵计算

机信息系统案件中，发现曹某某为一境外网络赌博平

台盘口主管。在该盘口开设赌局期间，每天赌资流水

300多万元，赌博网站非法获利共计1800多万元。

  北仑警方迅速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开展侦

办。经侦查，该案是一起典型的跨境赌博案件，涉案成

员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反侦查能力强，且作案持续时

间长、涉案价值巨大，社会影响恶劣，同时还伴有因赌

场利益争夺而衍生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

偷越国边境罪等犯罪行为。有承包赌场资金支付渠道

的“卡商”，有为赌博平台提供网络服务和推广的“技术

团队”，有提供木马服务帮助赌场非法获取信息的“黑

客”，还有专门代办非法出境事务的“中介”。北仑警方

经过多轮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67名，实现了从赌博平

台管理层、人事、技术、资金、客服等多环节的打击。

制图/高岳  

宁波公安发布打击跨境赌博案件成绩单
侦办跨境赌博案件529起 打击成效居浙江前列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通过发布标有境外诈骗分子QQ账号的理财、刷

单广告邮件，帮助诈骗集团“推广引流”，以此赚佣金

牟利……近日，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组织百余警力

连夜奔赴山东，一举打掉这个为境外电信诈骗集团提

供“引流”服务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犯罪团伙，抓获嫌

疑人44名，查扣涉案电子设备100多部，涉案金额达100

多万元。

  2月18日，宁先生收到了一封兼职邮件。考虑到该兼

职时间比较自由，收入也不错，宁先生添加了邮件里的

QQ账号。几乎是在点击申请添加好友的同一时间，昵称

为“在线客服—陈某”的账号就通过了宁先生的好友申

请。简单地询问后，对方称其公司的刷单业务主要针对

网上商城内的商品刷取购买数量，佣金一单一清，当日

结算。半信半疑下，宁先生开始了第一笔刷单。

  按照对方的要求，宁先生进行了第一笔刷单，并

成功到账5元佣金。短短两分钟便挣到5元，这个挣钱

效率让宁先生放松了警惕。此后，宁先生陆续接到几

笔刷单任务，先后转账9000多元。当宁先生要求对方

返还本金及佣金时，对方却以各种理由推脱，随后便

将宁先生拉黑。此时，宁先生才恍然大悟，赶紧报警。

  接到报警后，通州警方立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警务支援支队在对涉案信息进行梳理时发现，该案中

存在一个专业为境外电信诈骗集团提供“推广引流”

服务的犯罪团伙。针对这一线索，民警在继续对电信

诈骗团伙进行侦查的同时，抽调警力成立专班对该非

法“推广引流”团伙进行侦查。经分析梳理，山东济宁

一家公司进入警方视线。

  据了解，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6月，是一家经营中医

茶品理疗及直播带货的互联网公司。为查清该公司实

际经营情况，办案民警驱车前往济宁进行暗中摸排。经

初步摸排发现，该公司在济宁设有3个办公场所，员工

规模达40人左右，下设媒介部、营销部、游戏部、直播部

和花茶部，其中媒介部人数最多，有30多名员工。

  随着调查的持续深入，该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

运行机制及人员情况清晰地展现在民警面前。该公司

负责人通过社交账号与境外诈骗团伙进行联系，接受

“推广引流”任务。随后，公司负责人组织中层管理人

员带领各自组员按照境外诈骗分子提供的“引流话

术”，通过群发邮件的方式为境外诈骗分子“推广引

流”。诈骗分子按照每万条邮件1200元的价格支付该

公司佣金。

  由于涉案人员众多，且办公地点分散，为一网打

尽，通州公安分局多次进行案件会商，制订了严密的

抓捕方案。

  3月31日凌晨1点，通州分局调集近百名警力统一

乘车前往山东济宁。当天上午10点整，3个抓捕组同时

出现在济宁市区3处办公场所，现场共抓获44人，其中

以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刑事拘留43人，1人被取

保候审，当日核破案件34起。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帮助诈骗集团“推广引流”赚取佣金
北京通州警方打掉一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犯罪团伙 抓获嫌疑人44名

  本报讯 记者蔡岩红 近

日，广州海关联合其他兄弟海

关成功打掉4个通过寄递渠道

走私奶粉的犯罪团伙，抓获犯

罪嫌疑人15名，主要嫌疑人全

部到案，涉案金额约10亿元。

  据介绍，在常态化疫情防

控形势下，一些“水客”团伙利

用快件、跨境电商等渠道进行

线上走私。广州海关缉私局根

据相关线索侦查，锁定走私团

伙通过境外网站订购奶粉，伪

报为个人物品，以寄递方式运

输进境。在针对走私团伙上下

游关联情况的线索摸排中，海

关缉私警察运用“智慧缉私”系

统进行风险分析，基本掌握了

走私团伙的犯罪事实。

  近日，广州海关联合其他

兄弟海关共出动关警员178人，

分30个行动组在上海、绍兴、武

汉、长沙、深圳等地开展统一查

缉抓捕行动。在位于武汉的一

家跨境电商公司里，细心的缉

私警察通过公司内部资料判断

该公司有走私嫌疑，随后在一处仓库内发现

大量无合法合规手续的进口奶粉，经清点共

17万余罐。

  据了解，这些走私团伙内部有明确分工，

形成了境外发货货主、通关团伙、境内销售卖

家等圈层的链条。在境外经营的公司批量采

购奶粉，通过其在国内设立的长沙某商务公

司，勾结广州、武汉两地的公司，将本应以一

般贸易方式申报进口的货物，伪报为个人物

品，通过寄递方式运输进境；同时，自设跨境

电商购物平台，使用虚假订单、支付单、运单

等“三单”数据，通过跨境电商等方式将一般

贸易货物“蚂蚁搬家”进境，涉案奶粉低报价

格达40%之多。目前，上述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本报讯 记者章宁旦 通讯员曾洁赟 黄慧懿

日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乐高”诉“乐拼”系列标识

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乐拼”生

产厂商广东美致智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美致智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汕头市智乐拼玩具有限

公司等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且程度恶劣，判令

其立即停止侵权，赔偿乐高博士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为

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共3000万元。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一审查明，2015年起，美致公司法

定代表人李某某等人复制乐高玩具，生产出大量含有

“乐拼”中文及英文字样系列标识的玩具产品，其中多款

标识侵犯了“乐高”商标标识，构成商标侵权；一个商标

名称与乐高公司有一定影响力的商品名称相似，构成不

正当竞争，遂判决美致公司等三被告赔偿乐高公司经济

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共300万元。

  判决后，双方均对赔偿金额有异议，向广东高院提

起上诉。

  广东高院二审查明，“乐高”系列商标经长期使用

与宣传，在玩具市场上具有极高知名度，早已成为相关

公众用于识别乐高商品的主要标识。美致公司一系列

地使用“乐拼”标识，在颜色组合、表现形式、整体视觉

效果等方面均与“乐高”极为相似，极易导致公众混淆，

从而削弱“乐高”系列商标的显著性，对其市场声誉造

成毁贬。

  广东高院指出，美致公司复制乐高玩具持续4年之

久，侵害乐高公司8个注册商标和1个具有一定影响的

商业名称。该公司负责人李某某指使他人注册系列侵

权商标，组织工厂进行生产，通过在美致二分公司经营

场所、广州国际玩具及模型展览会、代理商经营场所等

实地陈列和大量销售，还通过邮件、公司网站、微信公

众号，以及发展代理商等多个渠道进行宣传、销售。

  二审根据相关刑事裁定书认定，仅自2017年9月11

日至2019年4月23日，美致公司生产销售侵权产品的非

法经营额已达3.3亿元，另依据浙江淘宝网络公司提供

的“乐拼”商品销售数据，可合理推定侵权产品的销售

金额超过5亿元。经参考相关行业利润率合理估算，所

涉侵权产品的整体获利应远超1.6亿元。

  据此，广东高院认为，美致公司侵权持续时间长、

规模大、获利多，且极富设计性和组织性，攀附和模仿

乐高公司的恶意明显，属严重侵权行为，应从重判赔，

遂对乐高公司提出的赔偿主张予以全额支持，改判“乐

拼”赔偿“乐高”相关经济损失3000万元。

  本报讯 记者赵红旗 通讯员李山林

4月10日，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安局新华分局成

功抓获一名潜逃19年的命案嫌疑人。

  2002年9月21日下午，李某向老乡柯某讨

要50多元欠款，柯某持刀将其捅死并畏罪潜

逃。2020年，河南警务体制改革之后，新华分

局党委加大命案积案攻坚力度，重新梳理案

卷，寻找案件侦破线索。专案民警先后辗转六

省近两万公里，经过抽丝剥茧、化装侦查、辨

认走访，最终锁定柯某的相关信息，获取了柯

某在河北的活动轨迹。

  2021年4月10日凌晨，专案民警抓住战

机、果断行动，将柯某成功抓获。经审讯，柯某

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已被依法刑事

拘留。

  本报讯 记者刘志月 通讯员刘博 随着犯罪嫌

疑人付某落网，湖北荆州警方近日成功摧毁一条开卡

贩卡、洗钱取钱、实施诈骗的完整黑灰产业链。

  经查，2012年至2016年，付某及其亲友累计办理各

类银行卡17438张，其中付某一人就办卡9207张。这些银

行卡被出售给刷单业务、代销业务等类型的团伙，用于

实施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民警对付某团伙所办银行

卡进行深度研判分析，并前往湖南、福建、浙江等省市

进行核查，关联出全国28省市区的电信网络诈骗案293

起，涉案金额1000多万元。

  2020年10月，因银行卡开户名为付某的多张银行

卡涉及全国多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付某进入湖北警方

视线。经研判，湖北省公安厅“打击电诈犯罪集中攻坚

专班”于同年11月1日将线索交办荆州市公安局，荆州、

石首两级公安机关立即成立“11·1”专案组开展侦查。

  荆州、石首两级公安机关“情指勤舆”一体化专班

通过数据筛查、情报研判，在广东佛山发现付某踪迹。

专案组一声令下，侦查抓捕组3名民警连夜赶往佛山。

11月2日，民警在佛山市顺德区一市场内将付某抓获。

  据了解，付某等人办理的银行卡，最初是用来从事

代办交通违章处理业务的。早些年，南方某省开发了一

种终端设备处理交通违章，只要插入银行卡就可办理

业务，但每张银行卡只能关联3辆机动车。从事代办违

章处理业务的人员对银行卡有巨大需求，由此滋生了

办卡贩卡黑灰产业，每办一张银行卡提成10元钱，除去

工本费，每张可获利5元。

  2012年，付某通过妻子认识了在佛山从事代办违

章处理业务的福建老乡王某，获得这条“生财之道”。随

后，付某妻子及两名亲戚参与进来。

  2020年11月9日，专班民警在广州将王某抓获。王

某交代，因交管平台升级，代销业务陡降，大量银行卡

滞留手中，多被人以刷单业务、代销业务等理由购走。

随后，专班民警在汕头抓获购卡人郑某，收缴付某亲友

团所办银行卡2818张。据民警介绍，这批卡已有人出价

500元一张全部订购，再等几天就将流入“黑市”，成为

电诈犯罪非法结算工具。

  据了解，2020年荆州警方共计破获电诈案件826起，

抓获违法犯罪人员4494名，止付、冻结涉案资金4.59亿元，

劝阻10175名群众免于被骗，拦截挽损265.54万元，惩戒手

机卡、银行卡“黑名单”1543人。今年以来，全市涉案百万

元以上的3起案件全部告破，涉案50万元以上的12起案件

已破获10起，有效遏制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

  本报讯 记者黄辉 通讯员沈双武 4月8日，江

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销售伪劣口罩民事公

益诉讼案进行一审宣判，判令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

莹共同支付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惩罚性赔偿金

5208033元；被告邹理林在2639969元赔偿金范围内与刘

龙献、程鹏、刘少莹连带承担赔偿责任。据悉，这是江西

首例由市级检察院向市中级法院提起的保护公共卫生

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经审理查明，2020年1月下旬，新冠肺炎疫情开始

蔓延，社会公众对口罩的需求量激增。刘龙献、程鹏、刘

少莹三人为谋取非法利益，于1月26日前往湖北仙桃寻

找口罩货源时结识了赵某，后通过其分两批次从仙桃

市小作坊购买了71万个“三无”口罩。刘龙献、程鹏联系

到广东的买家后，将71万个口罩直接销售至广东深圳、

揭阳两地。

  在售出第一批50万个口罩后，刘龙献邀请邹理林

合伙销售口罩，四被告商定了利润分配比例和合伙分

工。2月1日至2日，刘龙献、程鹏通过杨某等人又先后两

次从仙桃的小作坊购进“三无”口罩约30万个，通过网

络对外销售，并宣称所销售的是具有防病毒功能的一

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刘少莹、邹理林等人则通过快递向

贵州、广东、浙江、内蒙古等地发货。

  经审计，刘龙献、程鹏等人销售口罩金额为1736011

元。同时，经江西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对购买人寄回的

部分口罩进行检测，结论为被检样品细菌过滤效率检

验项目不符合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YY/T0969-2013的

技术要求。

  法院查明，2020年12月30日，德安县人民法院以销

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刘龙献、程鹏有期徒刑4年、判

处刘少莹有期徒刑3年6个月、判处邹理林有期徒刑1年

6个月，刘龙献、程鹏、刘少莹各处罚金20万元，邹理林

处罚金10万元。

  九江中院认为，四被告明知所销售口罩为“三无”

普通防尘口罩，仍通过隐瞒真相、提供虚假的资质证明

和生产合格证照片等方式误导、欺骗消费者，假冒一次

性使用医用口罩进行销售以获取利益，明显违背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原则。四被告在疫情期间

明知所销售的口罩属于“三无”普通防尘口罩，却对外

宣称具有病毒防护功能并进行销售，其行为不仅误导

欺骗消费者，更足以危及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为此，

九江中院首次在公共卫生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三

倍惩罚性赔偿规定，对四被告作出上述判决。

“乐拼”恶意模仿“乐高”被判赔偿3000万元
广东高院二审认定侵权行为恶劣应从重判赔

销售伪劣口罩被判支付惩罚性赔偿金
江西首例保护公共卫生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案一审宣判

荆州警方摧毁一贩卖银行卡黑灰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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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警方侦破19年前命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