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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崔东凯 张冲

□ 本报通讯员 杨乃波

  “我让老何的马仔把GPS装在运赃车上，啥时候出

货我再通知你。”提供盗油团伙线索的举报人赵某与民

警多次联络，确定了嫌疑车辆的行踪。一日，按照举报

人赵某提供的线索，民警在拦截嫌疑车辆时却出现意

外——— 车上人员大喊“警察抢劫”，车外同时有人录像，

还有人打电话报警。

  前不久，黑龙江省大庆市发生一起恶性侵犯民警

执法权威案件，5名犯罪嫌疑人合谋，策反提供线索人

员，策划虚假犯罪，设圈套陷害民警。最终，真相被查

明，5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警察被指抢劫打人

  4月10日21时，大庆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接王某报

警，称其朋友何某在高新区安萨路遭到抢劫。

  接报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只见一辆厢式货车横

在路旁，路面上散落大量百元现金，不少群众聚集围观。

  何某声称自己是正常运输货物，没有违法行为，却

突然被警察截停，警察索要钱财并对其进行殴打，自己

价值23.8万元的手表被民警打坏。

  案发现场的另一方是大庆市喇嘛甸公安分局的侦查

员韩国柱、任文远。他们告诉现场民警，根据举报人赵某

提供的线索，他们掌握了何某盗运原油的犯罪线索，一路

跟踪至此地，在实施抓捕时遭到何某等人拒捕反抗。

  一旁的何某矢口否认，辩称自己是通过货运App

平台雇用车辆拉运黄纸去辽宁祭祀，并称只需查验货

车便可真相大白。

  民警现场打开厢货车门，发现车厢内没有任何原

油，而是30捆大黄纸。

分析研判发现端倪

  这究竟是一起侵害公民权益的民警违法违纪案

件，还是原油盗窃案件？

  大庆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队副支队长张伟告诉

《法治日报》记者，群众提供的手机视频显示，现场十分

混乱，确实有民警与嫌疑人追逐抓捕的激烈过程，但是

由于拍摄距离较远，并不能听清双方的对话，无法确认

民警是否存在索要钱财的行为。

  案发后，大庆市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专

案组，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

  另一方面，自称遭遇警察暴力殴打的何某等人住

进医院的同时，何某的妻子、家属来到高新区公安分局

讨要说法。

  大庆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队维权大队大队长史本

放告诉记者，通过对喇嘛甸公安分局两名侦查员韩国

柱、任文远的调查，发现两人平时工作表现十分优秀，

多次因侦破大要案而获得嘉奖，两人出警共同配合违

纪违法的可能性很小。而何某等人劣迹斑斑，因盗采原

油、故意伤害等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

  通过分析研判，史本放很快发现了案件的蹊跷之

处。货运App平台痕迹显示，从大庆市喇嘛甸镇到辽宁

的运费是3000元，而运输的30捆黄纸总价不足1000元，

何某去外地祭祀没有必要长途运输，完全可以在当地

购买。

  于是货车司机成了案件的突破口，专案组经过深

入调查，真相逐步浮出水面。

拨开迷雾还原真相

  4月9日，在聊天时，何某从李某口中套出赵某要举

报其盗油的事情，还得知赵某让李某把一个GPS定位

装置装在何某偷油的车上。

  何某当即策反李某，并与其商量，让其配合反过来

“设计”赵某，吸引警察介入。随后便与其朋友王某等人

密谋设计圈套。4月10日下午，何某给曾经为其拉运原油

的货车司机金某打电话，要金某配合他假装运输盗采原

油的车辆吸引民警抓捕，金某表示同意。为此，金某假装

不认识何某一方，让王某通过货运App平台提交订单，由

金某抢单，让金某的厢货车通过正常渠道进入大庆。

  当晚，金某按照何某的要求到王某家库房，何某等

5人往金某车厢内装了30捆黄纸。何某带着GPS定位装

置和金某驾车出发，王某、袁某、李某等人驾驶其他车

辆跟随。车辆行至高新区安萨路附近时，金某驾车故意

调头让民警截停。民警表明身份检查时，金某和何某假

装惊慌失措跳车分头逃跑。在被民警追捕过程中，二人

拿出大量现金抛向空中。民警对二人制伏过程中，二人

激烈反抗，叫嚷“警察抢劫”“暴力执法”，还大声辱骂、

踢打民警，致使民警任文远右眼眶内壁凹陷性骨折。何

某故意损毁假冒名贵手表吸引群众注意。

  王某、袁某、李某等人在一旁拍照录像，大声起哄、

吸引围观群众，意图制造负面影响。据何某交代，他的

真实目的一为报复举报人赵某，二为陷害民警。

  查清事实后，大庆市公安局第一时间向两位涉事

民警出具了《维护民警执法权威澄清正名通知书》，证

实两名民警的执法行为系依法履职。目前，何某等5名

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制图/高岳  

策反线人设套诬陷民警“抢劫”
大庆破获一起恶性侵犯民警执法权威案

□ 本报记者 王家梁 王鹤霖

  声称具有减肥功能的各类保健品长期受到众多

减肥人士青睐。随着微商平台的快速发展，朋友圈里

发布的减肥产品广告屡见不鲜。在高额利润的诱惑

下，不法分子瞄准了减肥药市场。

  近日，由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检察院提起

的董某某、王某某、武某某3人跨境网络销售“涉毒”

减肥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公开开庭审理并当

庭宣判。3名被告人因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依

法判处相应刑期，并处罚金，同时按照销售“涉毒”减

肥药价款的10倍承担惩罚性赔偿金700余万元。

跨境代购减肥产品

  “我以前在沈阳开美容院，又在韩国经营化妆品

和保健品网店，一次机缘巧合结识了首尔药品批发

公司的药商李某某，在他的推销下开始卖一款在韩

国销量很火的减肥药，成本低、利润高，我觉得赚大

钱的机会来了。”2020年6月，长期在国外经营代购业

务的微商董某某嗅到了商机，多年的营销经验让他

认为，这款韩国网红减肥产品一旦进入中国市场，必

能为他开启一条全新的“创业之路”。

  于是，在未取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

况下，董某某从李某某处购入名为“韩国处方减肥

药”的减肥产品后，邮寄至辽宁沈阳。董某某明知该

产品在中国未取得生产、销售许可，亦未注明相关成

分，仍伙同妻子王某某、弟媳武某某通过网络平台发

布大量推销信息，形成了一个“家族式”的网红减肥

药境外代购团队。

发展下线全国分销

  一时间，“韩国处方减肥药”霸屏了微商圈，订单

源源不断。

  尝到“甜头”后，董某某为继续扩大市场、增加销

量，与王某某、武某某各自发展了数十名下级代理

商，向国内多个省份的众多不特定消费者进行售卖。

在一年多时间内，以董某某、王某某、武某某为总代

理的多级分销网络迅速遍布全国，获利70余万元。

  随着销量持续增加，许多顾客向董某某等3人反

映食用“韩国处方减肥药”后出现了头晕、脚肿、发热、

失眠等诸多不适反应，甚至有人昏厥被送往医院抢

救。董某某从李某某处得知其售卖的“韩国处方减肥

药”中掺有“麻黄碱”等有害成分后，并未及时收手，反

而为了逃避打击，长期冒用他人身份信息以“保健品”

“日用品”名义邮寄给消费者，快件多达9000余单。

  2021年10月，一名分销商贺某某在安顺市普定县

落网，公安机关顺藤摸瓜，查清了这条连接境外的

“韩国处方减肥药”销售网。同年11月17日，安顺警方

在辽宁将董某某、王某某、武某某3人抓获，并在现场

查获尚未销售的“韩国处方减肥药”18箱、散装的1047

颗，经鉴定上述减肥药内均含有“麻黄碱”成分。

漠视法律最终获刑

  2022年元月，西秀区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董某某等

3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中发现，其犯罪行为同时

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特别是女性群体的生命健康

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4月7日，西秀区检察院向西秀区人民法院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综合本案中董某某等3人

实施违法行为次数多、持续时间长、违法销售金额

大、获利金额多、受害人覆盖面广等情形，以查实的

销售金额为基数，诉请法院判令3名被告人承担10倍

惩罚性赔偿金。

  法院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董某某、

王某某、武某某3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5年和6

个月，并处罚金150万元、20万元和10万元，同时承担

10倍惩罚性赔偿金700余万元。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西秀区检察院在对食

品违法犯罪行为予以刑事打击的同时，充分发挥民

事公益诉讼的追责功能，加大违法成本，让侵权人

“痛到不敢再犯”，推动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落

地见效。

跨境代购“涉毒”减肥药被判赔700万元
贵州西秀检察发挥公益诉讼职能守护食品安全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半月清”是河南仲景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仲景

药业)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但镇平时通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时通公司)在相同的中

药产品上，也使用了“半月清”

标识。近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在终审判决中认定，一审判

令时通公司赔偿仲景药业损失

数额及维权合理开支20万元并

无不当，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仲景药业发现，时通公司

在相同的中药产品上，使用了

“半月清”标识，便以时通公司

等人侵害其商标权为由起诉至

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在

诉讼中达成和解协议，时通公

司同意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后，仲景药业向法院申请撤回

起诉。

  2021年4月6日，仲景药业

又在某销售网站上发现了时通

公司的被控侵权产品，遂向南

阳中院提起民事诉讼。南阳中

院一审认为，时通公司的被控

侵权行为侵犯了仲景药业对涉

案商标所享有的专用权，判令

时通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20万元。时通公司不服，上诉至

河南高院。

  河南高院二审认为，被控

侵权商品与涉案商标核定使用

的商品属于同一种商品。被控

侵权商品使用的“半月清”标识

与涉案商标中的汉字相同或相

似、读音相同，容易导致相关消

费者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和误

认，将被诉侵权商品误认为是

仲景药业的商品或者与其存在

特定联系，因此被诉侵权商品

侵犯了仲景药业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在双方调解

撤诉后，时通公司违反诚实守信原则，再次侵权，一审

法院综合考虑涉案商标在本区域的知名度，侵权行为

的情节、范围、持续时间、主观过错及整改情况，结合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判令时通公司赔偿仲景药业

损失数额及维权合理开支20万元并无不当。

  河南高院民三庭副庭长、主审法官宋旺兴介绍说，

河南是我国中医药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商标、专利等

知识产权法律对中医药的传承、保护和发展有重要作

用。仲景药业注册的“半月清”等商标为“河南省著名

商标”。

  宋旺兴说，本案中，涉案商标时通公司在前诉中已

经与仲景药业达成协议。在仲景药业撤诉后，时通公司

违反双方协议约定，又对仲景药业的商标权进行侵权，

其主观恶意比较明显，故法院适用惩罚性赔偿，判决时

通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20万元损失，彰显了人民法院

对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引导全社会形成尊重

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共识，为传统中医药的发展与创新

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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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雪泓 

□ 本报通讯员 闫永廉

  因认为被告河北小放牛公司在其餐馆装饰及微信

公众号中使用“炒菜界的海底捞”字样，构成商标侵权

及不正当竞争，知名餐饮企业四川海底捞公司将河北

小放牛公司诉至法院。近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

此案一审宣判，判决河北小放牛公司停止涉案使用行

为，赔偿海底捞公司经济损失及诉讼支出95万元。

  原告海底捞公司诉称，其注册和持有的海底捞商

标，经过持续宣传和使用，已具有极高知名度和美誉

度。被告在其多个餐馆内海报、菜单、员工服装等店堂

装饰上及微信公众号中，使用“炒菜界的海底捞”字样

进行宣传，并通过颜色、分行或打引号方式将“海底捞”

三字突出。原告认为，被告该种使用行为违反商标法，

构成对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同时也构成不正

当竞争行为，故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立即停止涉案行

为，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并刊登声明，就涉案行为为原

告消除影响。

  被告河北小放牛公司称，自己一直将原告视为学

习榜样，使用该字样是为了表达对原告的崇敬和学习，

而非攀附原告；原、被告双方经营的菜品不同，不属于

同种或类似服务和商品，不存在竞争关系；使用“海底

捞”字样是对高品质的一种描述，不构成商标性使用，

也不会对消费者产生混淆和误导。被告使用方式没有

贬损原告的声誉，反而起到了正面宣传作用，不属于不

正当竞争。

  东城法院审理认为，原告主张权利的涉案商标，处

于注册有效期限内，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利应受到法

律保护。涉案商标具有较高市场知名度，法律应当给予

相应保护。本案中，原、被告虽然分别主营火锅和炒菜，

但均属于涉案商标核定使用的餐馆、餐厅服务，被告使

用的“炒菜界的海底捞”标识也完整包含了“海底捞”字

样，对被诉标识的使用已经超出描述性正当使用的范

畴，属于商标性使用，构成对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

犯。法院已经认定被诉使用行为系侵害商标权行为，原

告权益已经得到相应救济，故不再对其是否属于不正

当竞争行为进行认定和评述。

  综上，东城法院一审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使用“海底

捞”标识的涉案行为，判赔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90万

元，酌情判赔其合理支出5万元，并判令被告在《法治日

报》上刊登声明，为原告消除影响。

  本案主审法官表示，合理借鉴是竞争的题中之义，

也是创新创造的动态过程，但是超出合理范围的一味

模仿、恶意攀附，则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

律规制。

  案件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目前该案已生效。

自称“炒菜界的海底捞”被判侵权

□ 本报记者  邓君

□ 本报通讯员 张中

  “你自己考虑清楚，要么给1000元私了，要么法院

见！”广东省韶关市南雄市居民赖先生怎么也想不

到，自己小本经营的农产品网店，会因“涉嫌销售‘三

无’产品”而被“职业打假人”盯上。

  赖先生是一名返乡创业人员，在当地经营农产

品生意，也通过电商平台线上售卖土特产。今年2月

初，他在网上遇到了一个“难缠”的客户，一名佛山客

户在赖先生的网店下单购买了一包“土茯苓干片”，

花费19.9元。

  两天后，物流显示对方已收货。不料，对方发来

信息称，货品没有农产品标签，是不合格的“三无”产

品，并向赖先生索赔1000元，否则就向有关部门举报。

对方还向他罗列了一系列法律明文，以此恐吓威逼。

  “我卖的东西都是当地村民自家种植出产的，销

售的每一单我都附加标签于快递盒内，绝对不可能

出现没有农产品标签的问题。”赖先生说，“对方却称

只要他收到的货没有标签，就是不合格的，我就必须

赔钱给他。”

  此前，赖先生在网络上看到过“职业打假人”对

电商店主进行恶意索赔的新闻。这种“敲诈式打假”

在电商圈内并不是新鲜事，部分商家抱着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的想法，花钱消灾。但这一次，赖先生决定

反击。

  2月9日，在朋友的指引下，赖先生得知广东省公

安机关在互联网平台设立了“平安厅”信箱，专门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于是，他果断向“平安厅”信

箱写信反映情况。

  收到赖先生的来信后，“平安厅”厅长信箱专班

第一时间将该线索下发到韶关市公安局，韶关警方

随即展开调查。

  根据赖先生等人提供的网购订单信息，办案民

警通过比对下单人的手机号及收货地址，发现多起

所谓的“打假”客户都是同一个人——— 蒙某。在实地

走访过程中，民警还查明，遭遇“打假”的店铺都是

正规经营，并不存在“打假”客户所反映的种种

问题。

  韶关警方在固定相关证据后，很快确定了犯罪

嫌疑人蒙某在佛山市的落脚点，成功将其抓捕归案。

经审讯，蒙某对自己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实施敲诈勒

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专挑简易包装的初加工

农产品下单，在收到快递后，就会以“没有合格标签”

“实品与广告效果图不符”“发货超时”等理由，给商

家差评或进行投诉举报，并拿出所谓的“法律武器”

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买一包19.9元的土茯苓索赔千元
“打假人”涉嫌敲诈勒索被韶关警方抓捕归案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打着“住院治疗不要钱”的幌子，在社会上广泛

寻找看病老人，将病人带到医院办理住院手续，通过

虚假医疗服务，骗取医保基金。近日，在重庆市公安

局刑侦总队指导下，两江新区警方成功破获一起重

大骗取医保基金案，抓获犯罪嫌疑人7人，涉案金额

500余万元。

  今年3月，重庆两江新区警方接到报警称，某私

立医院涉嫌骗取国家医保基金。警方随即开展调查，

经对医院账目、医保报销明细等数据分析研判，警方

发现该医院院长王某、住院部管理人侯某某、行政人

员周某、财务人员周某某等具有涉嫌骗取医保基金

重大嫌疑。

  警方在掌握嫌疑人身份信息及活动轨迹后，于3

月9日将侯某某、周某、周某某等7人抓获，现场扣押

了该医院账本、处方单、药品随货通行单以及伪造的

印章等资料。该团伙对骗取医保基金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

  经查，该私立医院在社会上广泛寻找看病老人，

向其承诺住院治疗不要钱。病人使用医保卡办理住

院手续后，医生按照固定处方模板给病人开药，但并

未按照处方内容给病人用药，存在不用药或少用药

的情况。病人在住院期间无任何花费，还会得到500元

的好处费。病人出院后，医院将虚假的病人住院花销

上报至医保信息平台进行报销。为逃避责任，王某还

找医药公司虚开发票、出具虚假药品随货同行单以

应付检查。

  该团伙通过上述方式，在2020年1月至2021年11月

期间，共计虚假报销医保住院病人900余人，住院人次

1500余次，涉嫌骗取医保基金500余万元。目前，该案

已逮捕2人，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5人，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以“住院治疗不要钱”为由哄骗看病老人
重庆警方破获一重大骗取医保基金案

　　本报讯 记者丁国锋 罗莎莎 近

日，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由宿迁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的某酒店管理公司向未成年人提供

上网服务的未成年人保护民事公益诉

讼案，当庭宣判该酒店禁止向未成年

人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并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国家级媒体公开向

社会公众书面赔礼道歉。据悉，该案为

全国首例电竞酒店违规接纳未成年人

提供上网服务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1年4月，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

察院的检察官在某学校上法治课时从

该校老师处得知有学生经常去“电竞

酒店”上网。获取线索后，检察机关立

即启动调查程序，后移交至宿迁市人

民检察院，该院于2022年3月22日向宿

迁中院提起公诉。

　　法院审查查明，2021年3月27日，

该酒店开始从事“电竞主题酒店”经

营，接纳未成年人入住，但一直未办理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酒店共有20

个房间，全部为电竞房间。根据房间不

同，分别收取数十元至数百元不等的

费用。截至2021年6月24日，该酒店住

宿系统显示未成年人入住记录387

人次。

　　2021年4月23日、5月20日，该酒店

因接纳王某某、邓某某住宿不登记，和

接纳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苏某某住

宿，两次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2022年

3月4日，警方和检察机关联合对该酒

店进行检查，发现该酒店存在接纳未

成年人住宿情况。

　　法院审理后认为，从该酒店提供

的配备设施、消费需求和收费模式等

综合判断，酒店兼具提供互联网上网

服务和住宿餐饮服务的功能，但实质

上更偏重于向消费者提供互联网上网

服务，属于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酒店有义务核实

消费者的年龄，但为达营利目的，却未尽核实义务，违

反法律规定为未成年人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酒店作

为经营场所面向的是包括大量未成年人在内的不特定

的消费者，其行为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损害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遂作出上述判决。

　　为了进一步规范引导涉案未成年人家长，宿迁中

院在庭审后联合宿迁市检察院向涉案未成年人家长发

出家庭教育指导令。下一步，宿迁中院将联合职能部门

对辖区内电竞酒店开展专项检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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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鹏

  近日，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公安局成功打掉一

个专门为网络赌博、电信诈骗提供“跑分”洗钱服务的

团伙，涉案资金流水高达10亿元。所谓“跑分”，是指通

过银行卡或支付账号，为网络赌博、电信诈骗等违法犯

罪行为提供非法资金转移的渠道，将电信诈骗团伙、赌

博团伙的赃款分流洗白的违法犯罪行为。

  2021年10月初，格尔木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海西

州公安局反诈中心推送的断卡线索。反诈中心线上线

下同步展开分析研判，查证银行交易1万余笔，研判各

类账户1000余个，梳理出一个组织分工明确，流窜于青

海、河南两省之间的“跑分”团伙。

  格尔木公安局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多

警种联合作战，终于摸清了该“跑分”团伙的底细。

  该“跑分”团伙的老板负责提供“跑分”的平台和客

户，“老板”下分四个“跑分”组和若干办卡组，办卡组负

责提供银行卡，而“跑分”组专门负责“跑分”转账。

  办案民警随即在青海、河南两地迅速展开多线抓

捕，共抓获涉案嫌疑人26人。

格尔木警方打掉一“跑分”电诈团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