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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

●利民保姆陪护护理53727683
●张利民、月嫂、保姆56781234
●爱心月嫂保姆护工63883878

信息窗口

●车辆GPS定位 13939056712
●售库存棉袜6角13676905591

招 商

●全峰快递加盟 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 13783595572
●广通快递招商 15981980589
●小投入免加盟 15093373737

●郑州韵达快递总部诚聘

加盟商王经理 15939049304
●全通快运招商 18639499991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转 让

●旺铺出租转让 15713870691
●位佳宾馆转让 15713870691
●位佳盈利饭店 18538128085

让饭店酒吧

●颖河路600平方米饭店转让，

房租极低13007609966闫先生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寻人启事

●王予濮女63于
4月18日从宾馆走

失，穿咖啡色暗

格外衣深灰暗格

裤，橙色皮鞋短

发手拿白瓷茶缸 13818235326

声 明

●潘凤珍郑州银基商贸城四

层三期 C4106 经营保证金

（票号 JYB2J11664）、C4118
经营保证金（JYB2J11663）
票据丢失，声明作废。

●刘超丢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

书，编号 00632425 注册编号

：豫 241121231216 声明作废

●天津黄记煌餐饮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开封第一分店营业执

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292
000018526，特此证明。

●新密苏宁云商有限公司新密

西大街店的河南省税务通用

机打发票（票号：4073478
9）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达味王三餐饮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 410103000145707）丢失

声明作废。

●郑亚丹女2010年5月考取护

士资格证书，签发日期2011年
3月11日，证书编号10197242，
2016年 3月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K410404920，姓名为

申征，出生日期为 2010 年 10
月 03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

●刘盼盼，女，二级建造师执

业资格证（市政公用工程），20
15年3月20日签发，证书编号：

0095802，2016年 3月 30日丢

失，声明作废。

●郑州斯迪科技有限公司发票

领购簿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恒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副本 4101050689
0732X 遗失，特此声明

●新乡学院（原平原大学）宋

贤君毕业证（编号 863025）
遗失，声明作废。

●李凤云居住郑上路169-8号
因不慎将公有房租赁合同丢

失，声明作废。

●河南富思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410000
1007568，特此声明。

●贾瑞平契税凭证两联丢失

票号 0333687声明作废。

●李小玉不慎丢失毕业证，

证书号 137801201006003223
特此声明

●陶玉花会计从业资格证丢失

，号410901500007426作废

●河南职工医学院方玉华毕业

证丢失编号 512885200506
000212丢失声明作废

●因本人和萌不慎将契税完

税证票号为：（2001）豫地

契电0317259的办证联个人留

存联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吕梦醒导游证证号D-4101-03
6932IC卡丢失声明作废

公 告

●注销公告：河南富思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注册号 410000
1007568）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由陈建国、赵红、

王晓军、李瑜组成，陈建国

任组长，请债权债务人见报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许昌修正置业有限公司，注

册号：411000000024811经公

司股东会决定，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现已成立清

算组，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请债权债务。联系人：马军

电话0374-4311338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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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应外合，非法入侵富士康、苹果数据库——

“洗白”近万部美版苹果手机
5个月获利300万元，主犯获判5年有期徒刑
□记者 段伟朵 通讯员 陈朋涛

核心提示 | 昨日，郑州中院公布10起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其中一起引人注目：吴某等人违背
富士康公司的规定，以秘密安装无线路由器的方式侵入了苹果公司的网络，通过为他人“改
机”“解锁”手机共9000余部，五个月违法所得共计300余万元。

【案例】“洗白”美版苹果手机 月入60万元

吴某、邹某、兰某三人曾是
深圳富士康公司员工,从事过
苹果手机的生产加工,懂得将
美版苹果手机进行“改机”“解
锁”的“刷机”技术。2011年11
月,3人共谋靠这门“手艺”弄点
大事。

随后,吴某与在深圳、浙江
等地的苹果手机销售商建立联
系，搭建了收售渠道，让他们低
价从市场上收购美版苹果手
机，吴某利用技术“改机”“解
锁”，激活后的手机高价在市场
上销售，约定每部手机“激活

费”400元左右。
记者了解到，美版有锁苹

果手机十分便宜，但无法在本
机使用他家运营商的手机卡，不
能支持中国的通讯系统。经过
破解后的美版手机，在市场上依
然比正品的价格要低廉，不少人
愿意冒着没有售后、可能买到翻
新机的风险，低价从黑市购买
美版苹果手机。

2011年12月至2012年4
月,吴某等人共“刷机”9000余
部,违法所得共计300余万元，
平均月收入高达60万元。

【做法】里应外合，安装神秘路由器

2011年11月底,吴某找到
郑州富士康公司部门主管段
某,让段某帮忙在郑州富士康
厂区内安装无线路由器,通过
这种方式侵入富士康公司和苹
果公司计算机信息系统，答应
每月付给段某一定报酬。

段某被高额的回报打动，
找到下属何某与钟某，将这个
神秘的路由器安装在了备品
室。“刷机”的时候,吴某给段某

打电话,让钟某、何某接上网
线,接通电源,不用的时候,就
拔掉网线,切断电源。

通过无线路由器侵入富士
康公司和苹果公司计算机信息
系统后，吴某等人从苹果公司
网络下载各种应用程序，通过
修改代码等方式，实现“刷
机”。此外，再联系在深圳富士
康安插的“内应”，将修改后的
手机“激活”。

【处罚】当场抓获，终审判处主犯5年徒刑

2012年4月，郑州富士康
公司连续3天通过系统设置的
报警监控装置发现有异常刷机
行为，经过寻找，发现了这个神
秘的无线网络设备。2012年4
月 25日民警与郑州富士康公
司人员在K01栋南侧民房将正
在进行刷机的吴某等人当场抓
获。随后，其余十几名作案人

员分别被抓获或自首。
2015年 12月 30日，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
决：吴某、邹某、兰某等3人犯非
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
罪，各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其余
人员也分别判处5年至2年不
等刑期，并处罚金。

造假药、假奶粉的，
也都跑不了！

发布会现场，郑州中院知
识产权综合审判庭庭长赵健良
还公布了其余9例侵犯知识产
权的典型案例。

·假玉米种子：郝某等6人
从2012年10月开始，4个月期
间从甘肃酒泉育种基地进购大
量的玉米种子，假冒他人注册
商标，大肆销售，涉案金额近
700万元，被判处六年半至2年
不等有期徒刑，处罚金500余
万元。

·假奶粉：买个设备、奶粉
原料，生产点冒牌商标，就可以
制作“知名品牌”的奶粉了。高
某等人就干起了这类勾当，涉
案金额近40万元。考虑到奶
粉安全是妈妈们关注的重点，
郑州中院加大处罚力度，判其
4年半至1年不等刑期，罚金
39万余元。

·假药：在新郑市龙湖镇的
民房里制作假药，潘某被判有
期徒刑6年，罚金21万元。

·假润滑油：假润滑油用在
车上，对行车安全带来潜在危
险。“长城”“昆仑”“美孚”……
两人2011年至2013年期间在
郑州市十八里河镇生产假油，
涉案金额260余万元，被判6
年、5年刑期，罚金230万元。

此外还有侵犯栽培容器专
利、模仿食品包装、商标侵权等
数起案件。

□记者 段伟朵
通讯员 陈亚洲

本报讯 微博、微信为啥
“火”？好玩的图片功不可没。
但是，网上的图片可以随意使用
和篡改吗？昨日一起庭审，就针
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

4月22日上午，平顶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案件：
河南某农业科技公司在微博上
擅自使用知名图片公司华盖创
意（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的图
片，被后者起诉，称其在使用该作
品过程中未署名及支付报酬，并
擅自对该作品进行了部分修改。

这家公司表示“宝宝委屈”：
他们只是在微博中做修饰性配

图，并非出于商业目的使用配
图，属于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
规定的“欣赏”行为；此外，他们
没有修改图片的技术能力，所使
用的图片是从其他网站或网页
转载的，不存在修改涉案图片的
行为。

据了解，该案是外国图片公
司通过授权中国境内公司展示、
销售、许可他人使用其品牌图片
以及对侵权行为进行维权的案
例，其授权行为通过境内外有关
机构进行公证、认证，在平顶山
市较为少见。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审理，在
征得双方同意后，法庭组织了庭
下调解，但双方未能达成调解协
议，法庭将对该案择日宣判。

微博微信转载图片，小心侵权！

商丘小伙自制高12.5米变形金刚
人靠近就会说话 夜晚全身发亮

商丘小伙张磊酷爱变形金刚，花费近一年时间打造了一个变形
金刚“大黄蜂”，高12.5米，臂长3.8米，重约17吨，全是用汽车零件、摩
托车配件焊接而成。“大黄蜂”头部可转动，安有喷雾机和人体感应设
备，10米之内，变形金刚感应到人靠近就会说话，开始自我介绍。“大
黄蜂”全身装饰了彩灯，夜晚，变形金刚全身五彩缤纷，非常漂亮，吸
引了很多附近村民围观。 记者 陈海峰 实习生 刘梦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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