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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亮

□ 本报通讯员 程冲

  河南省内黄县是农业果蔬生产大县。盛夏时节，

果蔬飘香。然而，种植果蔬的农民却有点闹心，因为

天上的飞鸟也盯上了这鲜美的果实。

  “鸟类啄食果实对果农造成的损失，严重者可达

到50%以上。果农们也想过很多办法，比如绑稻草人、

放炮、套袋等，但鸟类非常聪明，刚开始有效果，后来

就不灵了。”内黄县果蔬协会会长晁顺波道出了果农

的无奈。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2020年内黄县人民检察

院共办理相关案件5件8人，其中有4件4人系果民为保

护果实采用粘网捕鸟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对

于这类案件的处理不仅涉及生态环保，也涉及果农

的切身利益。

  如何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野生动物保护法，让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近日，内黄县法学会、内黄县人

民检察院联合主办专题研讨会，围绕相关重点、难点

问题进行了探讨。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

有关法律法规相继制定或完善。今年4月，内黄县也

发布了禁猎区、禁猎期、禁用工具和方法等相关

规定。

  在实践中，行为人以保护自家果园为目的，采用

粘网的方式危害野生动物，但却因被粘住鸟的种类

不同，可能触及非法狩猎罪或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罪，应该如何认定此类犯罪不同罪名的主观故意，

是否存在客观归罪的嫌疑？

  内黄县公安局森林公安负责人刘四清认为，非

法狩猎罪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主观故意

应为间接故意。当前保护野生动物理念尽人皆知，作

为正常行为人，应当知道用网粘鸟捕捉到后，如果不

及时放飞，将会导致鸟的死亡。由此仍然实施此行

为，至少是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属于明知，为间接

故意，此类案件不属于客观归罪。

  安阳市人民检察院第二部检察部负责人耿方也

认为，该类案件不属于客观归罪。使用粘网不是防鸟

的唯一方式，且明知粘网会造成对不特定鸟类死亡

的危害后果，符合故意犯罪的认定。

  非法狩猎罪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损害

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

的检察机关，应该如何履行公益诉讼职能？对此，内

黄县检察院党组书记、代检察长焦琰表示：“从流程

上来讲，人民检察院对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提起公诉时，可以向

人民法院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由人民法院

同一审判组织审理。”

  会上，专家学者以及专业人士对检察院以往这

种“流程化”的做法意见不一。

  安阳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路林伟认

为，对于野生鸟类与农民利益相冲突的案件，应当慎

重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类案件中嫌疑

人的动机是保护自家果树，主观恶性不大，且能及

时停止猎捕行为。嫌疑人大多能自愿或经过司法

人员劝告后，当场缴纳罚款，及时用于弥补生态损

失。如果走公益诉讼程序会浪费司法资源，并不

合理。

  “是否提起公益诉讼，应当综合考虑，除有特

殊情节，比如数额巨大、鸟类具有其他特殊价值、

系惯犯累犯、手段特别恶劣等外，可不再提起公益

诉讼。”安阳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负责人王 霄

楠说。

  内黄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柴国娥认为，如果当事

人没有主动交付生态修复费用的，还是应该提起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由审判机关一并审理。

  如何才能让刑事追诉契合天理、国法、人情，从

而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政府部门应加大普法力度和宣传力度，完善生

态补偿机制、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制，使因保护野生

动物受到野生动物损害的农民可以得到合理的补

偿。”内黄县公安局副局长张萌说，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十九条规定，因保护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造

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由当地人

民政府给予补偿。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陈在上

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要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监督理念，兼顾天理、国法、人情，不

机械办案，综合考虑农作物特征、农时等案件的各种

情节，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可以

对有关政府部门提出检察建议或行政公益诉讼，敦

促有关政府部门积极履行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规定的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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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啄食果蔬，果农粘网捕鸟该当何罪

□ 本报记者 蔡岩红

  今年以来，全国海关深入开展加强知识产权海

关保护“龙腾行动2021”等专项执法行动，高压打击进

出口侵权违法行为。

  近日，海关总署公布了一批侵犯知识产权典型

案例，主要涉及对国内外权利人商标专用权、奥林匹

克标志专有权等知识产权的平等保护，涵盖食品、化

妆品、服装、香烟、玻璃杯等消费品领域以及货运、跨

境电商、邮递等重点渠道，多方位展示了海关在加大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严厉打击进出口侵权违法行为

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宁波海关出口货运渠道查获侵犯“老干妈+头

像”商标专用权的食品案。海关关员在查验时发现，

某公司申报出口的一批饮料、酱油、方便面等货物

中，夹带“老干妈”商标的食品5788件。查验关员综合

查验情形及货物包装外观，判断侵权嫌疑较大。经联

系权利人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确认其为侵权产品。

  宁波海关进口货运渠道查获剪标侵权服装案。

该关查获侵犯“HUGOBOSS”等多个知名品牌商标专

用权的服装2.6万余件，案值约80万元。海关关员在查

验时发现，某公司进口的一批服装标签均被剪破，认

为这可能是为掩藏侵权的新手法，立即启动主动保

护程序。经权利人确认，这批服装均为侵权商品。目

前，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审理中。

  宁波海关出口货运渠道查获涉嫌侵权轴承案。

海关关员在查验某公司申报出口的一批涤纶布、轴

承等货物时发现，集装箱内有一批轴承为蓝色纸盒

包装，制作工艺粗糙，纸盒上清晰地印刷有“HCH”商

标字样，数量共计20万个，当即判定侵权嫌疑较大。

经联系权利人环驰轴承集团有限公司，确认均为侵

权产品。目前，宁波海关已作出没收并罚款的行政

处罚。

  宁波海关在出口货运渠道查获侵权美妆用品

案。该关查获有“L＇OREAL欧莱雅”“DIOR”等商标

的唇彩5.33万个、睫毛膏3600个、妆前乳288个、粉底

液1080个。海关关员在查验时发现，这批名为“塑料

刷”的货物中夹带较多品牌的美妆用品。在对这批

货物开拆全倒箱查验后，综合判断存在侵权嫌疑。

经与知识产权权利人联系，确认为侵权产品。目前，

宁波海关已将该起侵权案件移交公安部门进行深

挖扩线。

  南京海关所属连云港海关查获涉嫌侵犯商标专

用权玻璃杯案。该关查获涉嫌侵犯嘉丰工业有限公

司在海关总署备案商标“ROYALEX”的玻璃杯10.8万

余只、货值7.7万余元。该批货物经营单位并未在海关

知识产权保护备案合法使用人名录内，后经权利人

确认该批玻璃杯为侵权产品。目前，连云港海关已对

该批玻璃杯实施扣留，案件正在调查中。

  南京海关所属徐州海关查获涉嫌侵权贴纸案。

该关关员查验时发现，一批山东某公司申报出口的

贴纸使用了“DISNEY”标识，数量12万张。经商标权

利人迪士尼企业公司确认，该批贴纸为侵权产品，其

后，徐州海关依法立案并对侵权企业进行了行政

处罚。

  北京海关在邮寄渠道连续查获涉嫌侵犯商标

专用权香烟案。经查验，在上述邮寄出境的504批包

裹内，分别有带“NANYANG BROTHERS”字样的香

烟2条至8条，共计37.44万支。海关关员判断在中国香

港生产的香烟经由内地邮寄出境轨迹反常，且包装

粗糙，侵权嫌疑较大。经权利人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

限公司确认，上述香烟均为侵权产品。目前，北京海

关已将上述香烟全部扣留并立案调查。

  天津海关查获体育用品侵犯奥林匹克标识专有

权案。该关在对保定市某公司申报出口的体育用品

实施查验过程中发现，实货中有1958条腰带使用了

“奥林匹克五环”标志，并缝制了“OLYMPIA GO”字

样，涉嫌侵权。经联系，中国奥委会确认实货侵犯了

奥林匹克标识专有权，并申请海关保护。该关已启动

立案扣留程序。

  天津海关查获侵犯商标专用权保温钉案。该关

在河北省邢台市某公司申报出口的货物中查获一批

保温钉，申报数量为712箱，涉嫌侵犯喜利得股份有

限公司已在海关总署备案的“HILTI”商标专用权。经

联系，喜利得股份有限公司确认实货并非该公司授

权生产。目前，该权利人已向天津海关提交了扣留侵

权货物书面申请和担保，天津海关已启动后续立案

扣留程序。

  青岛海关所属荣成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

侵权服装案。该案共查获61批涉嫌侵权“高尔夫”

等品牌T恤衫60件，案值约9735元。经查验，发现上

述61批申报出口的货物印有高尔夫等品牌的标

志，但服装品质较差，包装较为简陋，与正品服装

存在较大差异，后经当事人承认T恤衫均为侵权

产品。

  广东地区海关参加粤港澳海关联合执法行动查

获侵权货物系列案。近日，广东分署牵头省内广州、

深圳、拱北、黄埔、江门海关，与香港、澳门海关共同

开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联合执法行动。广东地区海

关在行动中查获侵权货物超过242万件；深圳海关所

属皇岗海关查获广州某公司承运出境邮包中有约

4000个邮包内箱包、皮具、眼镜、服装等涉嫌侵权；黄

埔海关所属凤岗海关查获一批通过跨境电商申报出

口的涉嫌侵犯“Nestle”商标专用权的标签贴纸，共计

102.5万张。

海关公布11起侵犯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涉及货运跨境电商邮递等重点渠道

□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周晓方

  近日，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检察院邀请当事人、委

托律师、青年企业家协会代表到场，对一起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案的相对不起诉决定进行公开宣告。检察

长与委托律师对被不起诉单位某机械厂、被不起诉

人卢某某进行训诫教育，某机械厂诉讼代表人与卢

某某作悔过发言。

  “谢谢检察机关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的企业重新

看到希望。我们以后一定会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办

好企业，为社会多作贡献。”当事人卢某某哽咽地

说道。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缙云某机械厂、卢某某

此前因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移送至缙云县

检察院审查起诉。而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承办检察

官发现案件背后似乎另有隐情，经过检察官自行补

充侦查，最终揭开案件真相。

  2018年，卢某某和妻子张某某共同经营的某机械

厂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为渡过这道难关，夫妻两人

经商量决定，以卢某某作为借款人、张某某作为保证

人向某小额贷款公司借款，并由某机械厂名下的厂

房作为抵押物提供担保。

  借款到期后，某小额贷款公司将无力归还借款

的卢某某、张某某及某机械厂诉至法院。其后，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卢某某、张某某归还借款本息

310多万元，某机械厂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经被告人上诉、双方调解，案件进入强制执行阶

段，法院于2020年3月作出执行裁定，要求卢某某、张

某某、某机械厂在规定时限内履行指定的义务。

  因卢某某二人久未履行，法院发出腾房公告并

作出罚款5万元的决定，但卢某某二人依然没有归还

借款，也未腾空厂房。2020年12月，法院以某机械厂、

卢某某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移送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

  今年6月，缙云县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收到了一

份署名张某某的情况说明，说明中详细反映了借款

的原因。当时，某机械厂需要短期的资金周转，而卢

某某二人在另一案件中的债权已经进入执行阶段，

很快就能够执行到位。于是二人决定向某小额贷款

公司借款渡过难关，想着一旦债权执行到位就能够

马上归还借款。但出人意料的是，另一案件中的债务

人私自将已被法院查封、扣押的财产转移、变卖，导

致法院执行不能，继而导致卢某某二人无法归还

借款。

  “这个企业是我和我丈夫20多年的心血，我们

实在不希望它因为这种原因被迫注销，我们一直在

想办法挽救。”张某某在情况说明中提到，为了继续

维持企业经营，他们夫妻二人才迟迟没有腾空

厂房。

  控告申诉部门第一时间将情况反馈给案件承办

检察官。考虑到案件涉及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且案

件背后存在着隐情，承办检察官接到材料后，随即对

卢某某仍在用于生产经营的厂房进行现场走访，了

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并听取当事人意见。

  承办检察官通过走访发现，由于某机械厂被采

取强制执行措施后无法正常生产经营，卢某某、张某

某注册了一家贸易有限公司继续该机械厂的生产经

营。2021年1月至4月，企业效益良好，积极缴纳税款5

万余元。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承办检察官从法院调取了

张某某在情况说明中提到的另一民事纠纷案件的

相关材料，并详细制作询问笔录，核实了张某某反

映的情况。同时，承办检察官查明，在公安机关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前，卢某某已按时缴纳罚

款，全额归还了借款本息，并取得了某小额贷款公

司的谅解。此外，卢某某还存在自首情节，自愿认

罪认罚。

  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优化营商环境，最大

限度保障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避免因追究

刑事责任而导致企业遭受巨大损失，影响企业员工

的正常生活，综合全案事实与证据，检察机关拟对某

机械厂、卢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

  6月7日，缙云县检察院就是否可以对某机械厂、

卢某某作相对不起诉处理召开公开听证会。会上，承

办检察官将案件诉讼过程、审查认定事实和证据予

以公开说明，听证员认真听取了当事人以及辩护律

师的意见，并就关注的问题进行合理提问。

  最终，经过评议，7名听证员一致认为可以对某

机械厂、卢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检察官自行补充侦查揭开拒执案背后隐情
浙江缙云县检察院对一起拒执案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本报讯 记者曹天健 通讯员左晟 刘扬 近日，山东

省青岛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会同市北分局、青岛市医保局等部

门，经周密部署、缜密侦查，一举破获青岛某心脑血管医院（以

下简称涉案医院）涉嫌骗取医保基金案，目前已刑事拘留7人、

逮捕4人，涉案金额逾1000万元。

  2020年8月，青岛市医保局在例行夜间检查工作中发现，

涉案医院住院部床位全部空置，但当日仍上报有夜间住院人

员及报销治疗、检查、药品损耗等费用，遂调取该院2019年7月

至2020年12月间的部分病历、检查、药品出入库明细等资料。

经过审核发现，该医院有伪造病历、检查资料、虚假入库、虚假

上传药品结算等多项问题，涉嫌诈骗医保基金，遂向公安机关

报案。

  青岛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接报后，迅速对案情分析研

判，会同市北分局、市医保局等多部门成立专案组展开外

围侦查。经初查，涉案医院于2017年开业经营，内设8个科

室，该医院法定代表人为滕某，该院3年内接收住院病患

3000多人次。初步估算，与医保局账目流水每年高达500万

元以上。

  滕某在知悉医保局调取病历、出入库明细后，随即关闭涉

案医院住院部并遣散员工，与内部人员订立攻守同盟，妄图逃

避打击。对此，专案组迅速调整侦查策略。以医保局先期封存

的病历为切入点，从中甄选出可疑病历重点攻坚，确认伪造住

院50多次，涉案金额20多万元。

  2021年5月14日，专案组实施收网行动，主要犯罪嫌疑

人滕某、李某等11人全部落网。经查，滕某自2017年接手该

医院以来，为获取巨额非法收入，授意工作人员采取伪造

病历、化验单、影像病历等手段实施医保诈骗，涉案金额逾

1000万元。

合伙骗取医保基金逾千万元

  本报讯 记者邢东伟 翟小功 通讯员张龙

剑 近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吴宗隆等

144人涉黑案作出一审判决。其中，被告人吴宗隆、

李平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经审理查明，吴宗隆组织、领导的黑社

会性质组织在海府地区盘踞近30年，组织者、领

导者明确，骨干成员稳定，内部层级分明，人数众

多，势力强大；该组织通过开设赌场、非法占用农

用地、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强迫交易、敲诈勒索

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大肆敛财，牟取非法利益

20多亿元；先后被查获枪支21支，涉案子弹1300

多发。

  长期以来，该组织在海府地区通过暴力、威胁

等手段，有组织地实施了120多起违法犯罪事实，

涉及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抢劫

罪等20项罪名，造成4人死亡、6人重伤、11人轻伤。

  与此同时，该组织把持基层政权，大肆圈占土

地；在成员实施犯罪后，指使、安排他人投案顶罪，

严重扰乱司法秩序；为寻求非法保护，以非法利益

拉拢腐蚀政府职能部门及政法机关领导干部充当

“保护伞”，导致相当数量的违法犯罪活动长期未

被打击处理，严重干扰、破坏了当地人民群众正常

的生活、生产秩序。

  据了解，该案涉及人数多、时间跨度长，案卷多达800余

册，仅开庭审理就持续了近20天，判决书共计80多万字，长达

1000多页。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吴宗隆、李平等人不服，已提出

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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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章宁旦 通讯员朱小珊 为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助推企业发展，今年以来，广东省佛冈县公安局经侦

大队积极开展警企联动活动以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着力解决企业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近期，该局接连

侦破4起涉企犯罪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依法逮捕5人，有

效保障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3月26日，俞某到佛冈县公安局报案称，其经营的公司

有近29万个原材料配件调链器被公司人员职务侵占，损失

金额近20万元。接到报案后，该局迅速对线索进行核查并

调取有关资料。经深入研判发现，该公司员工蔡某、张某、

祁某、欧某以及某公司工作人员谭某有职务侵占的重大

嫌疑。

  其后，专案民警发挥智慧新警务的效能，成功抓获3名犯

罪嫌疑人，并促使其余两名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经审讯，蔡

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该案已移送起诉。

  民警在办案过程中还发现，该公司的员工庞某、黄某在任

职期间收受公司供货商给予的红包、礼金，分别达10余万元和

20余万元，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随后，两名犯罪嫌疑

人先后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目前，庞某、黄

某已被依法逮捕，案件正进一步办理。

  6月7日，广东省某公司广韶分公司员工高某到佛冈县公

安局经侦大队报案称，其公司原职工韩某利用负责管理广

韶分公司车辆的工作便利，通过出卖、出借加油卡的方式，

侵占公司财产近200万元，严重损害公司财产，涉嫌职务侵

占。警方经侦查取证，将韩某抓捕归案。目前，犯罪嫌疑人

韩某已被依法提请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

佛冈警方破获4起涉企案件

  本报讯 记者孙立昊洋 通讯员张晓梅 杨苗 近日，

陕西省铜川市公安局印台分局成功破获一起跨境网络赌博

案。目前，警方已打掉网络赌博团伙两个、资金结算团伙3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22名（已移送起诉18名），累计冻结、追缴涉案

资金2000多万元。

  2020年10月19日，印台分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条涉跨境

网络赌博重要线索。经查，去年8月份以来，翟某某、刘某某、陈

某某等人使用某App注册发展会员，以充值代理的身份帮助

赌客上分充值金币，利用41款游戏为赌客提供赌博服务。

  据了解，该平台累计发展参赌人员20多万人，全民代理6

万余人，平台玩家累计提现金额5600多万元。该App背后有一

个庞大的人员组织系统，以公司模式运营，分为境外组织团

伙、业务推广团伙、资金结算团伙等。

  2021年1月31日，专案组抽调20多名精干警力，分赴福

建、安徽、江苏、四川等地开展首次集中收网行动，抓获犯

罪嫌疑人8名，扣押一大批作案用手机、电脑、银行卡，案件

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其后，专案组又相继抓获犯罪嫌疑

人14名。

提供网络赌博服务22人落网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见习记者张海燕 近

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通报了两起医护人员

涉毒案。3名涉案人员因违规开具精神药品被检察机

关提起公诉，最终分别被法院依法判处拘役4个月，

并处相应罚金。

  4月1日，周某某谎称母亲失眠，找到上海某医院

医师曹某某帮忙，在周某某用本人的信息网上挂号

后，由曹某某至该院心理诊室找同事开具处方，并凭

处方从医院药房买了一盒“思诺思”药片，交给周某

某。随后，周某某将3粒“思诺思”药片以1200元的价格

贩卖给购毒人员，被民警当场抓获。据了解，“思诺

思”成瘾性极强，易被当作毒品使用，属于国家管制

二类精神药品。

  经法院审理，周某某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拘

役4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曹某某因是对方托关系购

药，并不知晓用于毒品买卖，未被提起公诉。

  另一起案件中，护士朱某收到章某某的请求后，

委托同事配出精神药品阿普唑仑片，并闪送给章某

某，约定每卖出一颗药拿100元好处费。当天，章某某

以1200元的价格将5粒阿普唑仑片卖给王某。章某某、

朱某因犯贩卖毒品罪分别被判处拘役4个月，并处罚

金1000元。

  闵行区检察院在办理这两起贩卖毒品案时，通

过审查证据材料发现，涉案毒品均来源于本市同一

家医院，且都存在违规开具国家管制的二类精神药

品的情况，遂走访了涉事医院，并向院方通报了这两

起案件情况。

  检察官在与院方充分沟通的基础上，针对该院

存在二类精神药品处方开具不严、缺乏监管机制、

对医务人员的教育培训存在盲区等问题，制发检

察建议。主要包括建立完善国家管制的二类精神

药品管理规章制度、定期开展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品的检查、加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开具使用

管理、重视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的教育培训工作

等内容。

  近日，该院向闵行区检察院回函称，已经根据检

察建议，采取药品最小化包装及信息拦截设置等措

施，做好源头防范，严格落实科主任“第一责任人”责

任，并重新梳理门急诊精麻处方使用条例规定，着重

强调对“人情方”的警示教育。

医护人员内外勾结贩卖精神药品被判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