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本想利用暑期打工自食其

力， 不想却进入电信诈骗团伙

公司， 难舍高收入， 在校大学

生卢某和况某最终沦为同伙走

上犯罪道路。 近日， 上海市静

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 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庭审现场， 卢某及况某表

示后悔不已， 旁听席上的家属

也泣不成声。 公诉人及法官分

别对两人进行了法制教育， 希

望能吸取教训， 在今后择业时

摆正就业观， 提高警惕， 远离

犯罪。

误入

打工入职电信诈骗公司

今年 20 岁的卢某和况某

均是江西某校的在校大学生。

“去年期末考试考完， 我

准备找个暑期工做做， 然后在

朋友圈正好看到朋友推荐一家

公司招聘。 我询问了一下， 朋

友就将我的电话给了对方。”

法庭上， 卢某称。

2018 年 5 月 15 日， 卢某

进入了朋友介绍的这家公司打

工， 职务是业务员。 6 月份，

况某也入职。 短暂培训后， 两

人很快就上岗了。

根据检察机关指控，卢某、

况某受晏某、 黄某（均另案处

理）等人指使，冒充“广东熙华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员工，采用拨

打电话的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

后， 谎称能够指导被害人买到月

盈利 20%至 30%的股票， 并发送

虚假的股票交易视频和截图取得

被害人信任， 从而通过向被害人

发送电子版本的《股票投资合同

书》 或与被害人口头订立投资服

务协议的方式与多名被害人订立

合同， 骗取每名被害人人民币

900元、1980元不等的咨询费。

违法

难舍高收入沦为“同伙”

工作一段时间后， 卢某和况

某逐渐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发现

公司违法端倪。

比如， 明明身在江西， 联系

客户时却要称在广州， 用的也是

公司特意买来的广东电话号码；

视频明明是下午 3 点以后录制

的， 却要将时间修改后再发送给

客户……

“有时问到一些敏感话题，

他们会故意回避， 躲在办公室里

自己说。 我就有些怀疑是不是有

问题。” 法庭上， 卢某坦言。 况

某也称， “自己发给客户的视频

都是假的， 觉得是有问题的”。

然而， 在高薪的诱惑下， 卢

某和况某并没有果断离职。

经查， 2018 年 4 月至 7 月，

卢某共骗取多名被害人咨询费共

计 54450 元； 2018 年 6 月至 7

月间， 况某骗取多名被害人咨询

费共计 27720元。

在此期间， 卢某及况某每月

抽取提成达 8000-9000元。

2018 年 7 月， 接到被害人

报警后， 上海警方赴江西南昌将

此诈骗团伙一网打尽。

获刑

合同诈骗罪

公诉人认为， 卢某、 况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签订、 履行

合同过程中， 采用虚构事实隐瞒

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

较大， 其行为已触犯刑法， 均应

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卢某及况某辩护人均表示对

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无异议。 两名

辩护人辩称， 卢某、 况某是在校

大学生， 初衷并非实施诈骗， 而

是希望通过自己劳动自食其力，

主观动机和愿望良好。 但由于是

非观念不强， 法制意识淡薄， 在

利益诱导下才误入歧途。 恳请法

庭从轻处罚， 处以缓刑。

考虑到两人认罪悔罪态度良

好， 并及时退赔违法所得， 静安

法院最终以合同诈骗罪， 判处卢

某及况某有期徒刑 10 个月， 缓

刑 1年， 并处罚金 1000元。

在校大学生沦为电信诈骗同伙
法院：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元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牛贝

本报讯 明知是假“南孚” “聚

能环” 电池， 程某仍销售 7 万余节，

销售金额 7万余元。 近日， 上海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

宣判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案， 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

处程某拘役 6个月， 缓刑 6 个月， 并

处罚金 3.6万元。

“南孚”、 “聚能环” 是福建南

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享有的注册商

标， 且均在有效期内。 自 2016 年 2

月起， 程某先后在上海市普陀区及嘉

定区租赁两处店铺， 对外销售假冒

“南孚” “聚能环” 注册商标的电池。

2018 年 6 月,公安机关将程某抓

获。 经查， 截至案发， 程某总计销售

假冒“南孚” “聚能环” 品牌电池

7.4 万余节 ,销售金额人民币 7 万余

元。 案发后,程某向福建南平南孚电

池有限公司赔偿人民币 5 万元,并获

得了谅解。

上海三中院经审理认为， 程某销

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

金额达到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销

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应予依法

惩处。 程某具有坦白情节并积极向被

害单位赔偿， 获得了谅解， 可酌情从

轻处罚； 程某自愿认罪认罚,并于开

庭前预缴了罚金， 可以依法从宽处

理。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陈颖颖

本报讯 分别在我国东部和西部

两个地域、 两个不同的“华美” 企

业， 因为同使用“华美” 掐起了架。

近日，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结了上海

华美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上海华美） 与成都华美牙科连锁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成都华

美） 侵害商标权、 擅自使用他人企业

名称及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作出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一审

法院确认上海华美部分行为侵权并赔

偿损失 15万元的判决。

成都华美的“华美” 图文商标、

“华美” 文字商标分别于 2001 年 12

月、 2005 年 7 月被核准注册。 上海

华美的前身“上海华美女子医院有限

公司”， 于 2005 年 5 月被核准成立，

“华美” 是其企业字号。

成都华美诉称， 上海华美在企业

名称中使用“华美” 作为字号， 构成

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的不正当竞

争。 同时，上海华美在其经营场所、网

站等处大量突出使用“华美齿科”“华

美整形”等带有“华美”的文字标识，并

作为关键词用于百度竞价排名推广，

侵害了成都华美注册商标专用权。 成

都华美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上

海华美立即停止侵犯成都华美注册商

标专用权的行为，立即停止在企业名

称中使用“华美” 字样及虚假宣传的

不正当竞争行为， 赔偿其经济损失及

为调查和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

费用并刊登道歉声明以消除影响。

上海华美则辩称， 在个别地方为

便于宣传， 使用了“上海华美” 的简

称， 属于对企业名称的合理使用， 不

构成商标性使用。 上海华美使用的企

业标志与成都华美的注册商标具有明

显区别， 牙科口腔服务的特征决定了

相关消费者具有地域性， 两者有各自

的服务市场， 不会产生混淆。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虽然两家

公司企业字号均为“华美”， 但两公

司的经营范围有较大的区别， 其行为

不构成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 但构

成商标侵权。 一审法院综合考虑两家

公司的经营规模、 经营时间等情况，

酌情确定上海华美赔偿成都华美 15

万元。

一审判决后， 上海华美不服， 向

上海知产法院提起上诉。

上海知产法院认为， 涉案商标注

册与企业名称登记均不存在抢注意

图， 在经营活动中也未故意与对方相

混淆。但是，商标与企业名称的功能不

同， 两者作为商业标识使用时所获得

的保护强度也不同。 企业名称中的字

号被作为商业标识突出使用在与注册

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品或服务上时，

应与在先合法注册的商标相避让，避

免造成相同标识的识别混乱， 引起市

场混淆或消费者的误认。 上海华美的

企业名称中没有“齿科”、“整形”字样，

2007 年在其经营范围中亦去除了口

腔科。 所以，上海华美使用的“华美齿

科”“华美整形”， 并非对自身企业名

称的规范简称， 已构成商标意义上的

使用， 且“华美” 文字与涉案注册商

标或其文字部分相同， 容易使相关公

众产生混淆或误认， 构成对成都华美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居家过日子， 难免

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家庭琐事。 家

住宝山的 47 岁男子徐某却因家

庭琐事， 在家庭聚餐后将大舅妈

推下了楼梯，导致其受伤死亡。近

日，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过

失致人死亡罪对徐某提起诉讼，

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以该罪名

判处徐某有期徒刑 3年 6个月。

2018 年 7 月的一天， 徐某

在家中举行家庭聚餐。 聚餐过

后， 因家庭琐事， 徐某与大舅妈

在 2 楼至 3 楼平台处发生争吵。

争吵过程中， 徐某的小舅夫妇纷

纷上前劝阻， 但是情绪激动的徐

某不仅不顾长辈的劝阻， 还用力

推搡大舅妈以及小舅夫妇， 致使

3 人均失足从楼梯滚落至 2 楼，

大舅妈当场昏迷。

见状， 大家赶紧报警并拨打

120。 但是， 徐某的大舅妈经医

院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死亡。 经

鉴定， 大舅妈符合右椎动脉破裂

致弥漫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终因

中枢神经系统、 呼吸中枢功能抑制

而死亡， 外伤与其自身血管病变共

同导致了死亡。 徐某在他人报案

后， 等候在现场接受公安机关处

理， 到案后如实供述相关事实。

近日， 宝山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了此案。 庭审中， 徐某对犯罪事实

无异议。

宝山法院结合公诉方提供的证

据， 认为被告人徐某因疏忽大意的

过失而致人死亡， 其行为已构成过

失致人死亡罪，应予处罚。被告人徐

某具有自首情节，可依法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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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融法院昨宣判全国首例证券群体性纠纷示范案件

方正科技被诉 投资者最高获赔逾18万元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李瑶菲

本报讯 因存在证券虚假陈述

行为导致投资者损失， 方正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方正

科技公司” )被上千名投资者起诉

至法院， 要求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昨日下午， 上海金融法院对潘某

等诉方正科技公司证券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一案进行公开宣判： 判

决最终支持四名原告投资者的部

分索赔请求， 获赔最多的一名投资

者获赔金额达 18 万余元。 记者了

解到， 该案是上海金融法院依照全

国首个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的规

定， 在原告投资者诉被告方正科技

公司系列案件中依职权选定的示范

案件。

据悉， 根据 2019 年 1 月该院

发布的全国首个证券纠纷示范判决

机制规定 《上海金融法院关于证券

纠纷示范判决机制的规定 （试

行）》， 示范判决生效后， 其所认定

的共通的事实和确立的共通的法律

适用标准对平行案件具有扩张效

力。

方正科技公司系列案是上海金

融法院成立以来受理的规模最大的

证券群体性纠纷案件。 2017 年 5

月， 中国证监会对方正科技公司作

出行政处罚， 认定方正科技公司在

2004 至 2015 年各期年报中未披露

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该系列案上千

名原告投资者针对 《行政处罚书》

中认定的违规行为要求方正科技公

司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019 年 3

月 21 日， 上海金融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方正科技公司系列案的示范案

件， 原被告双方在法庭主持下就虚

假陈述行为重大性认定、 因果关系

是否存在、 损失计算方法和是否需

要扣除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

素影响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 庭

审中就投资者损失核定还引入了第

三方专业辅助支持机制。

上海金融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一

审判决， 认定方正科技公司存在证

券虚假陈述行为需承担民事责任，

虚假陈述的实施日为 2005 年 3 月

19 日， 揭露日为 2015 年 11 月 20

日， 基准日为 2016 年 1 月 5 日。

投资者在实施日到揭露日买入股票

并持有至揭露日最终受到损失的，

推定与虚假陈述行为存在因果关

系， 可以获得赔偿， 部分投资者的

损失或部分损失系受证券市场风险

因素所致， 应予扣除。 在损失认定

上， 判决采纳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

中心的损失核定意见， 以第一笔有

效买入后的移动加权平均法计算买

入均价和投资差额， 将个股均价与

同期指数均值进行同步对比的方法扣

除证券市场风险因素。 判决最终支持

四名原告投资者的部分索赔请求， 获

赔最多的一名投资者获赔金额达 18

万余元。

宣判后， 原被告代理人当庭表

示， 本案示范判决生效后， 同意按照

示范判决确立的裁判标准以调解方式

解决纠纷。

家庭聚餐起争执，舅妈被推下楼梯死亡
宝山法院：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

是合理使用还是商标侵权？

“华美”美容和“华美”牙科掐架

销售假“南孚”“聚能环”电池获刑
上海三中院宣判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