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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2日讯 微信下
单、网上支付、到指定地点取货，
这是大家熟悉的“微商”经营模
式，却被犯罪分子利用到了毒品
交易上。今天，记者从长沙市天
心区人民检察院获悉，该院提起
公诉的万某、 戴某垚等9人涉嫌
贩卖毒品罪一案，法院作出一审
判决。万某、戴某垚等9人犯贩卖
毒品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4年
至1年不等的刑罚， 并分别并处
罚金。

2000年出生的万某一直没
有固定工作。2018年，他在酒吧因
为好奇接触毒品大麻， 此后不仅
自己吸食，还走上贩毒的道路，开
通微信号专门用来与毒品交易的
上下家联系交流。 从上家购买大
麻， 再通过微信与买家谈好交易
的数量和价格，收取毒资后，把藏

匿毒品的定位及周边环境照片发
给买家。买家自行前往提取毒品，
他称这种方式为“丢包”。

2019年7月，万某主动联系
小学同学戴某垚， 邀请其帮忙
“丢包”，好处就是免费提供毒品
给其吸食。7月23日， 万某以每
克200元的价格贩卖10克大麻
给张某、贩卖5克大麻给李某。谨
慎的万某借用小超市、烟酒店的
收款二维码， 要2人扫码支付毒
资。 戴某垚将毒品分别藏匿后，
将位置定位、 照片发给万某。万
某再转发给张某、李某，他们分
别到指定地方取“货”。

接到相关线索，2019年8月
6日至9日， 警方先后将万某、戴
某垚、佘某、戴某杰以及其他吸
贩毒人员抓获。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肖绿芳

长沙市天心区法院审理后
认为，在本案中，“河底捞”标识
与“海底捞”商标虽都有“底捞”
二字，但海底捞公司其注册商标
“海底捞” 为方正华隶字体，“河
底捞” 标识则是艺术字构成，并
且“河”字三点水部分则是呈现
河流的艺术形态，“底”字其下面
的点则是用艺术形态的鱼的图
像构成。读音方面“河”字与“海”
字， 无论是按照普通话读法，还
是按照湖南本地方言读法，均无
任何相似性。河底捞餐馆店铺牌
匾与海底捞火锅店铺牌匾在构
图、 颜色等方面没有相似性。且
其整体结构、立体形状、颜色组
合均无相似性。

另外，海底捞公司旗下所有
店铺经营的菜谱全部是川菜系
列的火锅，而河底捞餐馆经营的

菜谱是典型的湘菜系列，其虽然
也有火锅， 但大多数为河鲜火
锅，且在门口招牌以及菜单海报
上都是针对湘菜系列进行宣传。

因此， 无论从字体的字形、
读音、构图、颜色，还是从原告、
被告经营的菜品等方面，均不会
使一般的消费者对河底捞的餐
饮服务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
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海底
捞之间有特定的联系，故被告河
底捞餐馆不构成对原告海底捞
公司的注册商标“海底捞”的商
标权的侵犯。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一
审驳回了原告四川海底捞餐饮
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
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上诉。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文天骄 雷其荣

“海底捞”状告“河底捞”侵权被驳回
法院：两商标无相似性，不会使消费者认为二者之间有特定联系

长沙一家湘菜馆因招牌中有“河底捞”三字，被知
名火锅店海底捞告上法庭，理由是商标侵权。长沙市
天心区人民法院一审驳回了原告四川海底捞餐饮股
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8月12日，长
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公布了这起案例。

商标近似？海底捞状告“河底捞”

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
公司成立于1994年， 其经营的
海底捞川味火锅，被消费者熟知
并认可。

经营过程中，海底捞公司发
现，从2018年9月20日起，一家
位于长沙市雨花区人民路的“河
底捞家常菜” 存在商标侵权行
为。海底捞认为，河底捞餐馆使
用的“河底捞”标识与海底捞公
司核准注册的“海底捞”商标为
近似商标，河底捞餐馆在其经营
场所使用“河底捞”商标，属于饭
店服务业中典型的商标使用行

为，构成在相同服务上使用近似
商标，侵犯了原告海底捞公司的
“海底捞”商标专用权。

海底捞一纸诉状将“河底
捞”起诉至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
院。 对此， 河底捞餐馆则反驳，
“河”与“海”读音不同，字形更是
不同，“海和河的相似之处是有
水， 但一个是咸水， 一个是淡
水。”另外，从两家公司提供的服
务及推出的餐饮产品来看，海底
捞是做川菜、火锅，而河底捞餐
馆主要经营的是湘菜系列的河
鲜。

法院：两商标无相似性，不构成侵权

本报8月12日讯 开车出
车祸，要负全责。郴州人刘某跟
妻子离婚，净身出户，把门面、
车子都给了妻子。 此后被起诉
到法院后称无力偿还， 被法院
强制执行仍不配合， 继续与前
妻共同生活，经营汽修店。刘某
因拒不执行判决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六个月。

今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
从郴州桂阳法院获悉该案案
情。

车祸负全责
他离婚净身出户

刘某是郴州人， 跟妻子开
着一家汽修店， 家里有台小车
登记在妻子名下， 他有空就跑
车送客人。

2017年7月的一天，刘某开
车载着杨某等几人时发生车
祸，致杨某等人受伤。经桂阳县
交警大队认定， 刘某承担此次
事故的全部责任。

杨某住院一个多月， 期间
医疗费用由刘某支付， 出院医
嘱建议全休6个月。杨某的伤情
经鉴定为八级伤残， 双方就残
疾赔偿金、误工费等费用协商，
迟迟没能达成一致。

2018年3月20日， 杨某起
诉至桂阳法院， 要求刘某赔偿
损失。就在杨某起诉前两个月，
刘某与妻子却办理了离婚手
续， 并协商将婚姻存续期间的
共同财产———门面、 小车全部
归妻子所有，债务4万元由刘某
偿还。此外，刘某还需每个月支
付孩子的抚养费。

被起诉后， 刘某称自己身
无分文还欠着债， 杨某的赔偿
费用太高，他无力承担。

2018年8月6日，法院依法
判决刘某赔偿杨某各项损失22
万多元。

离婚后一直与前妻
共同经营和生活

判决生效后， 因刘某拒不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2018年10月18日， 杨某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依法
向刘某发出执行通知书、 报告
财产令， 刘某收到文书后未履
行法院生效判决， 也没有申报
财产。

2019年8月14日因拒不履
行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法律文
书，刘某被处以司法拘留15日。
而刘某至今仍未履行法院生效
判决。

在执行过程中，法院查明，
刘某与前妻离婚后， 一直共同
居住生活在一起。

法官审理认为， 刘某对法
院的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
行，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
罪。刘某与其妻子利用购买的门
面在经营汽修店，购买车辆从事
出租， 均有较为稳定的收入，具
有一定的履行能力。但刘某为了
逃避赔偿责任， 在事故发生后，
与其妻子办理离婚手续，约定刘
某负责小孩的所有抚养费用和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债务的偿还
责任，其妻子享有夫妻存续期间
的财产利益，试图制造刘某家庭
经济困难无履行能力的假象。事
实上，刘某与前妻办理离婚手续
后， 两人仍居住生活在一起，共
同生产经营。

此外，在执行阶段，法院依
法向刘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后，刘某拒不执行，
亦未按规定申报财产， 法院对
其采取司法拘留等强制措施后
仍拒不执行。综上，法院遂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目前，该案正在上诉中。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邓红亮 谭柏官

交易不见面，狡猾毒贩靠定位送“货”
9人犯贩卖毒品罪，分别获刑4年至1年不等

祁阳县人民法院近日公开
开庭宣判一起涉疫诈骗案。被
告人汤某在疫情防控期间发布
虚假信息， 假借销售防疫物资
名义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
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

2月1日至2月7日，6名被
害人为购买口罩， 向汤某支付
货款共计人民币878010元。汤
某收到货款后， 均没有为被害
人安排发货。 新华社 图

车祸全责，他离婚净身出户逃避赔偿
法院：有能力执行判决却拒不执行，判刑一年半

本报8月12日讯 凌晨刚从
老家湖北回长沙，横过马路时被
疾驰而来的小车撞上，19岁小
伙再也没有醒来……8月9日凌
晨1点半，长沙韶山路天心苑小
区路段，一辆小车撞倒行人后逃
离现场。

今天上午， 长沙雨花交警通
报了该案。

9日凌晨1点多， 湖北人小
陈坐火车到了长沙后， 来到韶
山路天心苑小区附近。 觉得肚
子饿了， 跟表哥说好去马路对
面买些吃的，小陈在前，表哥跟
在后面。

凌晨车少， 小陈想快点横过
马路， 快步前进。 刚走到马路中
间，一辆小车自北往南疾驰而来，
小陈来不及反应就被撞倒在地。
肇事车辆并没有停下， 直接逃离
了现场。

紧随而来的表哥赶紧报警，
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遗憾的是，
小陈经抢救无效死亡。

雨花交警大队民警调取沿线
监控，由于事发地没有监控，民警
对上下游过往车辆逐台进行排
查，最终锁定肇事车辆，确认了事
发时的肇事司机是邓某（27岁，邵
阳人）。

此后，警方通过邓某的家人、
朋友尝试联系他。 邓某自称外出
借钱，先后去了邵阳、贵州等地。8
月10日晚，在家人和朋友劝说下，
邓某主动归案。

邓某交代，事发当晚喝了酒，
驾驶证也在几年前因为吸毒注销
了。撞人后，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逃离现场，连夜坐“黑车”去了外
地。

目前， 犯罪嫌疑人邓某已被
刑事拘留。 ■记者 虢灿

无证酒驾致人死亡
司机连夜逃往外地

借疫骗财
获刑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