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郑姝 )通过伪造
公司的印章和他人的签名， 无业男子
李某骗了十多万元， 最终难逃法律的
惩罚。 近日，临湘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了一起合同诈骗案， 被告人李某因犯
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并
处罚金人民币 1 万元， 退赔违法所得
15 万元给被害人易某。

2019 年 5 月至 9 月， 李某先后以
临湘某小区广告位出租、 介绍临湘某
小区装修工程为由 ，通过伪造公文 、
公章 、签名等方式获取易某信任 ，与
其签订合同 ，并以给领导送礼 、请领
导吃饭等为由 ， 共骗取易某现金 15
万元 。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骗取
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
构成合同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
成立。被告人李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是坦白，且其认罪认罚，依法均
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李某有犯罪前
科，可酌情从重处罚。 依据相关法律规
定，遂作出上述判决。

伪造公章签名实施合同诈骗
男子获刑领罚得不偿失

“老赖”虚报财产躲避执行
法院拘留罚款毫不留情

“熊孩子”沉迷游戏花光 1.5万
家长起诉要求退款

本报讯（通讯员 彭紫薇）近日 ，吉首
法院对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虚假申报
财产的被执行人龙某， 采取拘留 15 日的
处罚措施，并罚款 1000 元。

2019 年 12 月，龙某、曾某某经营的门
面起火，隔壁张某某店内物品被烧毁。 张
某某诉至吉首市法院判决龙某、曾某某赔
偿张某某 10 万元，二审维持原判。 判决生
效后，龙某、曾某某拒不履行，张某某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吉首法院向龙某送达了 《报告财产
令》《执行通知》， 责令其如实报告自身财
产状况，并将虚报财产的不良后果告知龙
某。 但龙某心存侥幸，谎称名下只有两辆
车和现金 2000 元。 经过执行干警多方走
访、调查取证，查实龙某名下实际登记车
辆共 4 台。 为维护执行工作严肃性，法院
依法对其采取了以上司法惩戒措施。

法官说法：财产申报是我国民事诉讼
法明确规定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 ,是被
执行人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具有不容忽
视的法律强制力。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被执行人拒绝报告
或者虚假报告财产情况，人民法院可以根
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
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
人员予以罚款、拘留。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曾
雨田 通讯员许振兴）“我们之所以选择
到福州等地作案，一是可以卖假酒赚点
钱，二是这些地方我们没去过，可以沿
途看看风景旅旅游……”庭审上被告人
林某等人对犯罪动机的供述，让人啼笑
皆非。 近日，长沙市岳麓区法院一审公
开宣判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罪案。 岳麓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帅
担任该案审判长。

被告人林某之前一直从事空酒瓶
回收生意。 2017 年开始，林某接触到假
酒行业。 2019 年 11 月，林某约上隔壁
村的被告人陈某共同出资 4 万元，从他
人处购入假酒，由陈某邀集被告人陆某
某（陈某女友）及被告人莫某某 （女 ）共
同销售。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5 月期间，
林某等 4 人多次驾车流窜广东、 福建、

广西、贵州、湖南等地 ，一边享受旅游 ，
一边沿途销售假酒。 4 人作案手法非常
巧妙， 销售的假冒产品全是贵州茅台、
马爹利蓝带、 马爹利名士等高档酒，造
假程度几可乱真。 每到一地，4 人就扮
成当地居家户，专门找当地回收烟酒的
商户出售所谓的珍藏名酒，从而降低了
受害者的防范意识，屡屡得手。

经统计 ， 4 人以低价向多家酒行
出售假冒的贵州茅台、 马爹利蓝带、马
爹利名士等高档酒 ， 累计销售金额达
32 万多元。

2020 年 5 月， 莫某某作案时被警
觉的店主识破并报警，4 人陆续被抓获
归案。 到案后，4 人如实供述了自己的
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

经审理查明，贵州茅台、马爹利名
士、马爹利蓝带等注册商标为经国家核
准注册的商标 ， 均在注册商标有效期

内。
法院认为，被告人林某、陈某、莫某

某、陆某某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而予以销售，销售金额数额巨大 ，其行
为均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罪。 法院根据 4 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
性质、情节以及其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
度，采纳了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最终，法
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林某、陈某、莫某某、
陆某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至 3 年
不等， 并处罚金人民币 20 万元至 2 万
元不等。

法官提醒：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 不仅侵犯了他人注册商标的专用
权， 影响了商标专用权人的商标信誉，
而且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权益，是一种违
法行为，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的构成犯
罪，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志平 ）随着智
能手机的普及， 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
成为了许多未成年人学习和娱乐的首
选工具。 但家长监管不当，容易使未成
年人沉迷游戏，造成不良后果。

2020年暑假期间， 年仅 8岁的小学

生杨某开始接触某手机游戏， 在短短 20
多天的时间内，杨某先后在该游戏上充
值 1.5 万元。 家长发现银行卡存款异常
后，立即修改支付密码，并与游戏公司
客服协商退款事宜， 在协商未果的情况
下，11月 4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退款。

法院受理该案后， 迅速了解案件
相关情况， 向双方当事人释明相关法
律规定及相关风险， 力促双方当事人
协商解决纠纷。 经过办案人员的努力，
最终， 以游戏公司同意退还大部分充
值金额，杨某家长于 12 月 22 日撤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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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卖假酒边旅游
4 人“美梦”在长沙破碎，获刑并领罚金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建国 张佩）近
日，新田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婚约财
产纠纷案，判决被告陈某返还原告骆某
彩礼 6 万元。

2019 年 1 月， 原告骆某与被告陈
某经人介绍相识后确定恋爱关系。2019
年 5 月，被告及其家人 、亲戚至原告家
中见面，原告向被告的亲属发放了一些
红包礼金。双方约定，骆某父母将家中已建
好的一套房屋让两人结婚后居住。之后，陈
某对该房屋进行装修、购买家具、家电。 直
至 2019年底装修完毕，双方对装修费用
尚未结算，亦有部分款项未付。

房屋装修期间，原告的父亲通过微
信向被告转账 4 万余元，被告亦在此微
信聊天中上传了部分装修单据 。 2020
年 1 月， 原告向被告转账 9 万余元，未
注明用途。今年 4 月，原、被告因对婚后
共同生活的地点发生分歧后， 原告提
出终止恋爱关系。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
记。

法院审理认为，所谓彩礼是男方依
传统习俗以男女双方结婚为目的，在婚
前送给女方的礼金或物品。本案原告诉
请返还的 9 万余元，原告转账时未注明
用途，被告认为系装修款而否认是彩礼。

经审核，在被告与原告父亲的微信
记录中，被告向原告父亲发送有装修费
用单据，原告父亲亦向被告微信转账相
应款项，同时被告的辩解也与其主张的
装修等费用的金额，及尚未付款完毕的
事实不符，故对原告提出给付被告的 9
万余元为彩礼的主张予以支持。鉴于本
案原、被告未办理结婚登记 ，原告要求
返还彩礼， 其请求符合法律的规定，但
应返还的金额，应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
而定。

法院遂结合传统习俗，依据公平原
则，判决由被告返还原告 6 万元。

结婚不成索彩礼 法院判决返还

卖三无产品遭起诉
药店六倍价格退赔货款

本报讯 （通讯员 李霞 胡艳兰 ）一男
子到药店买药，发现买到的药品没有生产
许可证 ，属于三无产品 ，于是一纸诉状把
药房告上了法庭。 近日，平江县法院受理
了该起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0 年 6 月，王某花了 300 多元在平
江县一药店购买了某药 。 回家后拆开包
装，发现药品没有生产许可证，“这药肯定
是假的！ ”于是向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举报 ，认为药房卖假药是违法行为 ，应该
赔偿，随后向县法院起诉，要求药店按销售
金额的 10倍进行赔偿。

平江法院民二庭法官对这起案件组
织调解 ，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 ，药店向王
某赔礼道歉， 一次性退赔王某货款 1904
元。

法官提醒：经营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 ，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消费者在发现产品有问题
时，可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 ，通过法律渠
道解决，以达到有效维权的目的。

执行干警给被执行人龙某带上手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