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天 7夜排查 20多个村

抓获肇事者
本报讯（记者 李思阳 徐晴 通讯员 杜鹃）

日前，淅川县一辆拖拉机撞上一辆摩托车后逃
逸，警方经过 7 天 7 夜排查走访，最终锁定嫌
疑人并将其抓获。

当日 21时许， 淅川县九重镇水寨村路段
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肇事车辆逃逸。 接警
后，淅川县事故大队民警赶赴现场，发现一名
20 多岁的青年倒在路边，浑身是血，一辆摩托
车斜倒在路边，现场有一个类似拖拉机放扳手
的盖子。 经过现场勘查，民警认为肇事车辆为
一辆手扶拖拉机，肇事者是本地人而且从事辣
椒生意的可能性很大。

经过 7 天 7 夜对 20 多个村的排查走访，
民警锁定了嫌疑车辆的出入范围系九重镇下
孔村附近。 经过比对勘查，民警最终确定下孔
村景岗组景某家的车就是肇事车。在大量的事
实证据面前，景某对其肇事逃逸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

利用职务便利，挪用资金 213 万余元

潜逃 22 年 落入法网
本报讯（记者 王潇宇

通讯员 王远 张彦） 利用
职务便利，以高息存款为
诱饵，虚开存单吸收储户
资金，后以更高利息借给
他人开办药厂， 事情败
露后潜逃 22 年。 日前，
宛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涉
嫌挪用资金罪对赵某批
准逮捕。

1995 年 4 月，某银行
南阳油田支行南阳库分理
处负责人赵某认识了某工
贸公司副经理王某。 王某
称在吉林省大安市承包的
中东医药化工厂需要周转
资金，并愿意出高息贷款。
赵某被高息所吸引， 遂在
同年 4 月至 6 月， 利用职
务便利， 从该支行南阳库

分理处储蓄代办点拿了两
本空白存单共计 50 份 ，
并偷盖了储蓄专用章和
出纳（或会计）的私章，并
以 3 分的月利息吸收储
户存款 213 万余元。 但赵
某并未将这些存款存入
银行账户，反而以 5 分的
月利息借给王某。

同年 7 月初， 赵某到

王某开办的药厂催促还
款时，发现王某的药厂经
营不善，无力偿还。 赵某
感觉事情败露，不敢回去
上班，遂潜逃至漯河。 今
年 6 月 28 日，潜逃 22 年
的赵某被河北省石家庄
市公安局长安分局民警
抓获。 目前，该案正在进
一步审理之中。

■调解纠纷 双方继续合作
李某在郑州从事电缆

生产和销售， 所生产的某
品牌电缆在业内很有名
气，而其注册的“郑×”品牌
电缆曾获得省知名品牌。
然而近一年， 公司不断接
到客户投诉， 在南阳某市

场购买到假冒的“郑×”品
牌电缆。 该公司调查后发
现， 南阳商户郑某等人假
冒其注册商标销售电缆。
李某投诉后， 工商部门对
郑某的侵权事实进行了行
政处罚。 但郑某对李某提

出的赔偿请求置若罔闻，
李某无奈诉至法院。

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
成员、 副院长王振国经过
3 个多小时的努力调解，
从原告维护品牌的不易，
从被告的诚心认错， 到双

方合作的长远利益， 最终
促使双方就赔偿数额达成
一致。 李某握着王振国的
手感激地说：“多谢法官帮
忙，我们及时挽回了损失。
有这样的法院， 以后来南
阳做生意更放心了。 ”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白丞博）“熊大”、“光头强”、“暴龙”、“公牛”，这些耳熟能详的名称以及图案形象，
经营者可以随意使用吗？ 在此类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中，市中级人民法院苦口婆心地调解，让当事双方握手言和，主
动赔偿损失并开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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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大”“光头强”“暴龙”“公牛”都有主人

想用就用 侵犯知识产权

8 月 9 日， 一摩托车驾
驶人在七一路行驶时因未
戴头盔被查。 依据相关法
规：驾驶摩托车时，驾驶人
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的，处
20 元至 50 元罚款。

记者 王 朝 荣 特约记
者 张晓东 摄

骑摩托车
未戴头盔

邻里闹纠纷，酒后去行凶

砍伤九岁娃
本报讯（见习记者 田园 通讯员 刘亚璇）

日前，张某和马某两家因琐事产生矛盾，马某
借酒劲儿连砍张某家儿子 7 刀后逃跑。 汉冢
派出所高铁警务室民警立即对男孩进行救
助，并于次日将马某抓获。

8 月 1 日晚，家住茶庵乡的张某报警称，
他儿子被马某砍伤。 汉冢派出所高铁警务室
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处理。经查，张某和马某因
两家地头一棵树的赔偿问题引发纠纷。 马某
醉酒之后越想越气，趁酒劲儿到张某家理论。
不料只有张某 9 岁大的小儿子在家， 马某拿
起菜刀， 朝其头部砍了 7 刀， 小男孩浑身是
血。 马某见此情景，拔腿就跑。

民警了解情况后， 立即联系 120 对小孩
进行救助， 并于次日上午将躲在亲戚家的马
某抓获。 目前，小男孩已脱离生命危险，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的姐”遭遇持刀抢劫

特警擒凶徒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特约记者 王龙）

8 月 8 日，人民南路一辆出租车遭到持刀抢
劫。 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民警迅速赶赴现场，
将持刀嫌疑人抓获，保障了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

当日凌晨 1 时许， 民警余博带领两名特
警队员赶赴现场时发现， 一辆出租车斜停在
路边，出租车女司机手被划伤，鲜血直流。 女
司机称嫌疑人身穿黑色上衣， 沿人民路向南
逃走。 3 名民警果断驱车追击，发现一黑衣男
子手持水果刀正指向一名 20 多岁的年轻人。
民警立即下车实施抓捕，持刀男子拔腿就跑，
进入一停车场内。 3 名特警队员迅速展开搜
索， 最终在一辆汽车与围墙的缝隙间将嫌疑
人抓获，现场收缴水果刀一把。后经出租车司
机指认，该嫌疑人就是持刀伤害她的男子。目
前，该案件已移交新华派出所进行深入调查。

■耐心释法 双方握手言和
邓州市的张某经营一

家眼镜店，店中的“暴龙”
眼镜十分畅销。 然而让顾
客们没想到的是，这些“暴
龙” 眼镜中有一部分是假
冒产品， 普通百姓很难分
辨真伪。 厦门某光学有限

公司是“暴龙”注册商标的
注册人， 该公司工作人员
在市场调查中发现问题
后， 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平时发现有侵权产
品去和店主理论， 对方一

般都拖三阻四， 不愿承认
侵权，更不愿赔偿损失。 到
了法院， 民四庭庭长李健
耐心解释法律， 最终使对
方心服口服， 我们也顺利
拿到了赔偿款。 ”谈到维权
经历， 该光学公司的代理

人感触良多。
李健告诉记者：“普通

百姓在知识产权方面法律
意识淡薄，有些是在无意中
侵犯了知识产权，坐上了被
告席还感到莫名其妙，最重
要的原因还是不懂法。 ”

■普及法律 保护知识产权
唐河县李某经营一家

五金店，年近 60 岁的他怎
么也没想到，自己卖的“公
牛”电插板会侵权。“一辈
子没干过坏事， 老了竟成
了被告！ ”提起当被告的经
历，李某很是气愤。

“熊大”、“光头强”等
卡通头像深受小朋友喜
爱， 内乡县的闫某看到商
机， 遂购进一批印有这些
卡通头像的书包、 文具盒
等进行销售， 殊不知该行
为已经侵犯了某动漫公司

的知识产权。“我就卖点文
具，一个也就十几块钱，没
想到竟然侵权了！ ”谈到这
件事，闫某很诧异。

这两起案件均以被告
赔偿损失原告撤诉结案。
王振国告诉记者， 在办理

案件过程中， 法官注重调
解和释法， 希望当事人通
过案件增长相关法律知
识，改正错误行为，形成尊
重知识产权、 重视创业创
新的社会氛围， 促进本地
经济的长远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