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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邓州讯（记者 王海锋 见
习记者 郭光进 通讯员 吴富豪 周
芳）邓州市一对农民夫妻为快速致
富，做起制售假洋酒的“生意”，将
假洋酒卖到江苏、上海等地，非法
经营额达20万元。近日，邓州市法
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制售假
洋酒的罗某有期徒刑1年10个月，
并处罚金 5 万元；判处罗某的妻子
张某有期徒刑 1 年 4 个月，并处罚
金3万元。

现年 32 岁的罗某是邓州市都
司镇人，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他和
妻子张某一直在家务农。为寻找
发财捷径，罗某铤而走险，投奔山
东一亲戚处学得了一手制做假洋
酒的“秘方”，便“返乡创业”。自
2012 年 9 月起，罗某租用邻村两间
民房，从山东菏泽、湖南长沙、广东
汕头等地购买来各种制作假洋酒
的原材料，由其妻张某充当助手，
开始如法炮制假的“芝华士”、“黑
方、红方”、“杰克丹尼”、“百龄坛”、

“伏特加”、“轩尼诗”、“马爹利”等

10多种高档名牌洋酒，然后通过物
流销售到上海、江苏、河北等一些
酒吧、KTV、夜总会等高消费娱乐
场所，非法经营额达20万元。

去年 5月 21日，邓州市公安局
经侦大队以工商部门扣押的一车
假洋酒瓶为线索，顺藤摸瓜，在当
地一农舍内找到制假窝点，当场
抓获了罗某和张某，并查获其使
用的灌装工具及多种名牌洋酒酒
瓶、料水、包装箱等，还查处了已
灌装完毕的假冒“芝华士 12 年”
145 瓶、假冒“百龄坛苏格兰威士
忌”6瓶、假冒“黑牌”瓶盖400个。

法院审理后认为，罗某、张某
未经注册商标人许可，在同一种商
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
标，情节严重，已构成假冒注册商
标罪。被告人罗某能如实供述自
己主要罪行，可酌情从轻处罚；张
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
从犯，且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可以从轻处罚。法院遂作出上述
判决。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岳凤
芹）日前，延津县东屯镇青年男子张某通过微
信“摇一摇”与一女子相识后，确立了男女朋
友关系。后来，该女子频频向张某借钱，却不
提结婚的事。自感受骗的张某遂到公安机关
报警，警方一查，张某的“女友”竟是已婚女。

11 月 1 日，延津县东屯镇的青年男子张
某和母亲到延津县公安局东屯派出所报警，
称他被骗2.2万余元。原来，张某在今年8月
通过手机微信“摇一摇”认识了自称王莎莎的
女子，该女子说她也是东屯镇人。随着交往
的深入，两人确立男女朋友关系。“王莎莎”以
母亲有病为由多次向张某要钱，但迟迟不提
结婚的事。近日，“王莎莎”又以其母需要动
手术为由向张某索要1万元。张某的母亲感
觉事情不对劲，遂和儿子报了警。

接警后，民警立即对案件展开调查。通
过调查辖区常住人口，民警发现辖区内名叫

“王莎莎”的均不是张某的女友，确定“王莎
莎”并不是该女子的真实姓名，以涉嫌诈骗对
其进行立案侦查。

为尽快确定该女子的真实身份，张某再
次同其进行联系，但“王莎莎”对张某避而不
见。民警决定引蛇出洞，让受害人张某以准
备好了 5000 元手术费用为由与“王莎莎”联
系。收到张某的信息后，“王莎莎”立即回复
让张某把钱送到新乡，并约定了见面的地点。

按照事先安排，11月3日，办案民警在新
乡市区一广场将“王莎莎”抓获。民警经对

“王莎莎”讯问得知，其真实姓名是杨某，且已
婚。该女子对诈骗张某 2.2 万余元现金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已被延津警方控
制，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

本报开封讯（记者 张东）利用虚假身
份，精心编造谎言，诈骗受害人钱财金额 40
余万元。11 月 5 日，开封市顺河区检察院依
法对犯罪嫌疑人陈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陈某系福建省安溪县人，小学毕业后无
业在家，妻子患病需要就医，但因囊中羞涩无
法住院治疗。眼瞅着卧病在床的妻子，他急
于找一条发财之路，以解燃眉之急。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某在网上浏览到关
于 QQ 诈骗的帖子，萌生了通过诈骗赚钱的
想法。他随即在网上先后通过购买的 3 个
QQ号、3张银行卡、8个手机卡及一个金融投
资内容的网页等作案工具，之后又用一个名
为刘幸峰的虚假香港居民身份信息及从网上
搜索到的年轻男子照片，在百合网上注册昵
称为“幸福一生”的账号，利用王国义的身份
信息注册了支付宝账号。

在接到受害人杨某通过百合网发来的消
息后，陈某将购买的网名为“珍惜人生”的
QQ 号发给受害人，之后通过 QQ 聊天取得
受害人的信任。从 2014 年 7 月份开始，陈某
以自己在上海从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财
务工作，在该公司投资能获得高息为名，骗取
受害人的信任，使受害人多次向其提供的银
行卡账户汇去人民币 40 余万元。陈某遂将
骗取的40余万元挥霍，后被抓获归案。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查处中。

本报讯（记者 杨勇）11 月 7 日上午，
在省高速交警总队四支队事故询问室，河
北邯郸籍一司机刘某懊悔地低下头说：

“凌晨发生交通事故，真没想到偏偏遇到
较真收费员……”

5日凌晨 5时 30分许，河北籍大型货
车从京港澳高速安阳南（汤阴）收费站下
道时，收费当班人员郭小芳发现该车左右

两侧角灯损坏，车头部分破损。郭小芳一
边稳住驾驶员刘某了解情况，一边报警给
省高速交警总队四支队、京港澳高速安阳
路政大队。

很快，高速交警、高速路政来到该收
费站，经仔细询问、调取有关监控，发现京
港澳高速公路 K506 公里+200M 东半幅
有货车遗留的前保险杆残片及大灯碎片，

遂将现场遗留物与嫌疑车辆受损部位进
行比对，确认是刘某的车遗留的。刘某这
才低下头，承认自己发生了单方交通事
故，撞毁了高速公路护栏后驶离现场。

高速交警给予刘某行政拘留5日、驾
驶证降级、扣 12 分和行政处罚 1500 元的
处罚，并认定刘某承担全部高速公路路产
赔偿的责任。（线索提供 崔保青杨芳）

本报洛阳讯（记者 郭富昌 特约记者
常向阳 通讯员 郭怀东）一个钱包、两张借
条，警务室民警凭着对辖区情况的了解，
在警务室里将网上逃犯成功擒获。这是
发生在栾川县公安局一个警务室内的事。

11月4日，两名女生来到栾川县公安
局城关派出所君山花园警务室，将在小区
休闲广场捡到的一个钱包交给了民警。

警务室警长胡晓宇接到钱包后，和警
务室其他同事开始寻找钱包的主人。钱
包里除了现金，唯一的线索就是两张欠

条。根据欠条上的内容，胡晓宇判断，两
张欠条的主人是住在该小区的郝某。郝
某的老家在农村，郝某这几年通过做生意
挣了钱后，在君山花园小区购买了房子。

为快速联系到失主，民警打开电脑
寻找郝某的联系方式。细心的民警根据
工作习惯，顺手将郝某的信息输入了公
安信息网，一条信息引起了民警的关
注。信息显示，郝某是新安警方网上追
逃的犯罪嫌疑人。

今年年初，因为生意上的问题，郝某

在新安县将陈某打伤后潜逃，新安警方
经多次侦查未能将其抓获归案，于是将
其列为网上逃犯。

得知这一信息，警务室民警决定将
郝某一举拿下。民警拨通了郝某的电
话，告诉他丢失的钱包在警务室里，通知
他到警务室领取。

毫无防备的郝某在 11 月 5 日来到警
务室，被民警成功拿下。面对民警，郝某
如实交代了在老家打伤人的作案经过。

目前，郝某已被移交新安警方。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委托父亲办证 户籍室里露馅

本报周口讯（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高
晋）“感谢周口公安及时沟通，目前涉及杨
某一案进展顺利。”近日，接到福建警方通
报，西华县公安局清河驿派出所民警高兴
不已，相互告知。这是今年以来周口警方
开展网上追逃的一幕。截至目前，通过西
华县公安局清河驿派出所全体民警努力，
已有3名逃犯相继落网。

在一次户籍业务办理中，清河驿派出
所辖区内一名老者来为其儿子补办身份
证，当老者报上其儿子杨某的姓名时，户
籍民警林璐脑海中立即想起，此人是该辖
区的一名外省逃犯。福建省厦门市公安
局刑侦支队此前已将杨某上网追逃，称杨
某多次在广东、福建等地参与团伙抢劫、
盗窃机动车等违法犯罪活动。

林璐不露声色，与老者聊家常的过程
中得知，杨某现在广东省某地。林璐将这
一情况向所长进行了汇报。该所立即将
这一情况报上级公安机关。通过摸排，警
方掌握了杨某的具体潜址。在同厦门警
方联系后，清河驿警方将杨某成功抓获。
目前，逃犯杨某已由清河驿派出所移交厦
门市警方。

撞断高速护栏 收费站内被查

闻讯去领钱包 警务室里落网

投资能获高回报
金额：40余万元

为母治病做手术
金额：2.2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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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
问题的决定》、司法部《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
法》、《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河南盛
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许可证号 4101030）

“司法鉴定许可证”及所属司法鉴定人贾俊富、刘
本顺、江明波的“司法鉴定人执业证”；焦作龙源
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许可证号 4108013）“司法
鉴定许可证”及所属司法鉴定人吕振普、李晓龙、
马国富、石亚伟、郭小立的“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已
于2014年9月18日被我厅依法注销，特此公告。

2014年11月11日

河 南 省 司 法 厅
关于注销河南盛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焦作
龙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许可证”及
所属司法鉴定人“司法鉴定人执业证”的公告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

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司法部
《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的规
定，洛阳永道凯桥资产评估事务所
韩红伟、李宏彦；濮阳龙威法医病
理司法鉴定所刘桂荣；郑州众信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张玉英；新乡
原卫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胡文军；
濮阳范正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许
化冰、郭健、师超稳；上述8人的“司
法鉴定人执业证”已于 2014 年 9 月
18日被我厅依法注销，特此公告。

2014年11月11日

河南省司法厅
关于注销韩红伟等8人“司
法鉴定人执业证”的公告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
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司法部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
《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的规
定，河南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许可证号 4100071）“司法鉴定
许可证”及所属司法鉴定人马俊峰
的“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已于 2014
年 9月 18日被我厅依法注销，特此
公告。

2014年11月11日

河南省司法厅
关于注销河南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许
可证”及所属司法鉴定人“司
法鉴定人执业证”的公告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

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司法部

《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的规

定，漯河宏峰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

柴银朋、牛春水；漯河文正法医临

床司法鉴定所杨炳勋；河南建科建

筑工程质量司法鉴定所徐振宇；上

述4人的“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已于

2014年 9月 18日被我厅依法注销，

特此公告。

2014年11月11日

河南省司法厅
关于注销柴银朋等4人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的
公 告

河南省巩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曹银利：

原告陈彩萍、应爱平诉你、宋
莉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本院已经受理。因无法向你直
接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
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次日起 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次日起 30 日
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回郭镇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2014年1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