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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潘路 摄影报道

本报讯 12 月 23 日，

奉贤消防支队检查人员在新

四平公路上的一大型商贸城

检查时发现， 一超市隔间内

设置有床铺等住宿用品， 超

市负责人表示这是供晚上值

班人员看店睡一下。 检查人

员现场告知， 在超市内设置

住人房间与经营区域未进行

有效防火分隔， 不符合消防

技术标准。 当即对住人场所

进行了现场临时查封。

□通讯员 谭迪 摄影报道

本报讯 12 月 20 日，

上海南站派出所指挥室民警

胡祎文接到报警电话称自己

2 岁多的儿子丢了， 穿着黑

色羽绒服。

民警经多方寻找， 终于

找到了走失的男孩， 并联系

上了男孩的父母程先生和妻

子， 民警反复叮嘱其尽快将

家人安顿好， 防止再出现问

题。 图为民警给报警人提供
食品和饮用水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近日， 金山区一市民杨女士

接到女儿的 QQ 信息， 称要交培训费， 而

且名额有限非常紧急。 所幸， 杨女士汇款

前先咨询了派出所民警， 确认自己遇到了

网络诈骗， 从而避免了财产遭受损失。

2019 年 12 月 19 日， 金山公安分局蒙

山路派出所民警陈华接到辖区居民杨女士

的电话求助， 称有一个自称是她女儿小夏

的 QQ 号加了她， 女儿对杨女士说学校邀

请到了“清华大学” 的资深教授到校培训，

培训完后还有“清华大学” 颁发的教育学

位证书， 现在全校 200 个培训名额仅剩下

3 个， 要杨女士赶紧加一下报名表上的李

老师 QQ 号报名付费。

对此， 杨女士有点半信半疑， 想打女

儿电话核实情况又暂时打不通， 又怕耽误

女儿报名， 于是她想到了向社区民警陈华

求助咨询。

陈华听了杨女士的叙述后， 初步判断

这是一起以孩子交培训费为由实施的网络

诈骗， 他让杨女士不要着急报名付费， 向

女儿就读的大学核实。 后杨女士电话联系

女儿学校后， 得知根本没有清华大学资深

教授培训的事情， 这就是骗子设下的圈套。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配置流水线和实验室， 将自己伪装成正

规企业， 对外宣传其生产的“乐泰” 品牌胶

粘剂“可达品质替代”， 而这个制假工厂离

“乐泰” 正规工厂仅隔 2 个路口， 直线距离不

到 1000 米……昨天， 上海警方召开新闻采访

会， 通报了浦东警方近日破获的一起制售假

冒德国汉高品牌商品案， 警方共抓获犯罪嫌

疑人 103 人， 捣毁制假窝点 20 个， 查封地下

制假工厂及仓库 5 家， 缴获假冒“乐泰” 品

牌胶粘剂、 商标标识 47 万余件。

公司报案牵出一起涉多地假冒案

对于普通居民来说， 可能不是很熟悉德

国汉高旗下的“乐泰” 胶粘剂， 但它却跟市

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日常开的汽车、 坐的飞

机、 用的手机， 生活中的各种设备可能就使

用了汉高出品的“乐泰” 胶粘剂。 然而， 市

面存在着大量假冒的“乐泰” 胶粘剂产品，

不仅扰乱市场秩序， 更对产品安全产生隐患。

今年 4 月， 位于上海的“乐泰” 品牌相

关负责人向浦东公安分局报案， 反映市面上

存在各类假冒“乐泰” 胶粘剂产品。 经过前

期市场抽样调查、 线索梳理比对， 警方发现

制假售假地域涉及山东烟台， 广东东莞、 广

东深圳、 江苏南京等地。

浦东警方当即成立专案组， 对假冒“乐

泰” 品牌注册商标一案开展立案调查。 浦东

警方决定以“乐泰” 生产基地所在城市烟台

为主要突破口， 深挖细查， 多点开花， 对国

内市场上的制假售假侵权行为予以雷霆打击。

“我们的侦查工作历经 8 个月， 在细致

侦查之下， 终于全面厘清了以付某某、 杜某

某为主的 2 个犯罪团伙架构及其运作模式。”

两制假售假团伙形成一条产业链

浦东公安分局经侦支队陈警官告诉记者，

经过初查， 警方确定两个团伙自 2018 年 10

月起， 主要通过生产制造假冒“乐泰” 品牌

胶粘剂， 或采样购买贴有“乐泰” 品牌注册

商标的假冒胶粘剂产品后， 贴牌灌装再通过

网店和实体店贴标后销售， 初步估算涉案值

达 5000 余万元。

“其中， 以杜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 是

整起案件中仿冒程度相对较高的制假团伙。”

陈警官表示， 相比其他地方的简单贴牌灌装，

杜某某的制假工厂不仅配置有生产流水线，

更设有实验室， 伪装成正规企业， 背地里却

干的是制假售假的违法勾当。

“这个制假工厂在业内还是比较有名

的， 对外声称可以达到品质替代。” 侦查员

透露， 其实， 杜某某早年曾在“乐泰” 正规

工厂工作， 接触到核心技术后就发现了生财

之道， 离职后自己成立了公司， 凭借对“乐

泰” 产品市场的熟悉， 做起了假冒“乐泰”

胶粘剂的生意。 而他的公司离“乐泰” 正规

工厂只隔了 2 个路口， 直线距离不到 1000

米。

以付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 原本主要经

营着各类材质的包材和容器。 利益熏心的付

某某回收“乐泰” 报废的包材和商标， 以及

私自印制带有“乐泰” 商标的瓶子等， 再贩

卖给无锡等地的制假工厂以谋取利益。 此外，

还有其他零零散散的手工黑作坊窝点， 通过

上述渠道购买容器、 商标， 再以贴牌灌装劣

质胶粘剂的方式， 佯装正品出售。

三省六地统一收网抓获103人

据悉， “乐泰” 品牌的胶粘剂主要用于

工业生产中， 冒牌的胶粘剂达不到品质保证，

会对工业成品， 如电子产品、 合成材料、 工

程产品的质量产生直接影响， 甚至引发安全

隐患。 对品牌权利人而言， 更是严重侵犯了

权利人的品牌权益， 造成经济和品牌声誉的

双重损害。

在当地协助下， 浦东警方同时在烟台、

南京、 苏州、 无锡、 东莞、 深圳三省六地开

展集中收网行动， 抓获犯罪嫌疑人付某某、

杜某某等 103 人， 捣毁制假窝点 20 个， 查封

地下制假工厂及仓库 5 家， 缴获假冒德国汉

高旗下的“乐泰” 品牌胶粘剂、 商标标识 47

万余件。 其中， 5 人已取保候审， 98 人因涉

嫌假冒注册商标罪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目前已押解回沪。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顾承骁

本报讯 一次酒吧临检牵出一个伪造

假证、 假章的团伙， 假证假章从制作到销

售， 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 多个劳务

中介也牵扯其中。 近日， 松江区人民检察

院以涉嫌伪造身份证件罪、 伪造公司、 事

业单位印章罪对江某等 14 名被告人提起公

诉。

2017 年， 犯罪嫌疑人江某接触到假证

制作这个行当， 并且了解到许多应聘者为

了满足入职要求有假证需求， 于是她向他

人学习了伪造技术， 辞职回家另起炉灶。

此后， 江某与松江的多家劳务中介公

司建立联系， 以低廉的价格对外出售假证。

出生证、 身份证、 毕业证、 体检证明、 离

职证明、 病假单……江某几乎无所不会，

每张假证 30-50 元不等的价格获得了不法

中介的青睐。

犯罪嫌疑人车某、 雷某夫妇是江某

“家庭作坊” 的主要客户之一， 他们对外以

翻倍的价格销售假证。 车某到案后供述，

2017 年以来已办理了百余张假证， 这些假

证的主要用途是为了方便招工人员入职。

除了车某的劳务公司以外， 还有多家劳务

公司也提供办理假证服务。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张宇华

本报讯 佯装采购大宗订单再取消，

接着电商就会接到“平台客服” 来电， 被

索要“诚信保证金” ……近日， 奉贤区人

民检察院依法对 6 名涉诈骗罪犯罪嫌疑人

批准逮捕。 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今年 10 月， 马先生的网店上有人下单

购买 400 件衣服， 总金额 13000 多元， 但

没多久， 买家称刚刚那个订单的送货地址

填错了， 要求马先生点击取消订单。

马先生刚点击取消订单后， 就有一个

自称是“阿里巴巴客服” 的人联系上了马

先生。 对方称， 马先生在平台上的诚信认

证 （每个开店铺的人都要缴纳一定费用获

得此认证） 因为刚刚取消订单操作被冻结

了， 现要缴纳 6690 元才可以激活。 马先生

向对方支付了 6690 元。

这时， 之前的买家联系上了马先生，

称“下单受限”。 马先生又询问了刚才的

“客服”， 被告知需要“重新充值保证金”，

马先生经犹豫， 充值了“最低 10000 元”。

然而在支付完之后， “买家” 和“客

服” 先后没了消息。 马先生这才知道自己

被骗， 于是到派出所报案。

经侦查， 一个虚构某大型购物平台客

服及商品购买者的诈骗团伙浮出了水面。

今年 10 月下旬， 警方将朱某等 6 名犯罪嫌

疑人抓获。 目前已确认 4 名被害人被骗，

涉案金额达 46000 余元。 上海法院自主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以下法院近期将举行网络司法拍卖， 现将拍卖标的公告如下。 竞买人即日

起在相关网络拍卖平台查阅拍卖信息， 包括标的物详情、 竞买公告、 竞买须知

等， 并向拍卖辅助机构咨询了解详情， 预约现场看样， 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网上

报名并支付保证金。 委托代理竞买人、 联合竞买人、 优先购买权人须事先通过

辅助机构向法院提交审批材料， 经法院确认后再到网络拍卖平台报名参拍。

网络拍卖平台网址： 公拍网www.gpai.net； 淘宝网： www.taobao.com； 京

东网： www.jd.com； 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www.rmfysszc.gov.cn； 中国拍卖

行业协会网： www.caa123.org.cn。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各类货物一批 【详见清单】

起拍价： 13.0088 万元

评估价： 20.326101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20 年 1 月 3 日 10 时至 2020

年 1 月 6 日 10 时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晟安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吴先生 021-65050850

        13764400007

特别告知： 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 法院不承担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猖狂制假工厂开到正规工厂隔壁
浦东警方全链条打击 破获假冒汉高品牌商品案 端掉制假窝点20个抓获103人

“三合一”太危险 消防部门“零容忍”

民警多方寻找 一家三口团聚假冒“平台客服”索要“诚信保证金”
一诈骗团伙被批捕

身份证、毕业证、体检证明、病假单……
检察机关对14名伪造假证、假章被告人提起公诉

“女儿”要交培训费？ 母亲险入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