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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先售正品再推销假酒

肥西警方侦破特大假冒品牌酒水案
星报讯（张欣 记者 徐越蔷） 近日，肥西县

达 1.8 万瓶，除现场扣押外，均通过上述方式售

公安局侦破一起特大假冒注册商标案，捣毁制

出。目前该公司分管采购的副经理程某军、分

假售假窝点 6 处，刑事拘留 8 人，涉案总价值初

管销售的副经理沈某超和股东沈某勇、股东陈

步估算 1000 余万元。

某飞被依法刑事拘留。

12 月 3 日，在对上级公安机关下发的一条

通过信息碰撞，肥西县局又查实了位于合

线索深度研判后，肥西县局组织警力同时对两

肥市蜀山区的另一家酒业公司，涉嫌以同样方

处涉案仓库和一个非法经营场所进行了突击检

式销售假冒品牌酒水，涉案假冒品牌酒水 1.5 万

查。在涉案仓库查扣假冒品牌酒水 7138 瓶，扣

瓶。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叶某被依法刑事拘留。

押物品价值达 200 万元。在非法经营场所，抓
获涉嫌推销假酒人员 28 人。

专案组坚持“打头、端窝、断链、堵漏”的侦
查方向，在相关警种支持下，查明假酒来源于贵

肥西警方经进一步侦查查明，位于合肥市

州。12 月 10 日，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专案组民

政务区的某酒业公司在网上发布广告，聘用二

警在贵州捣毁制假窝点 2 处，查扣了大量制假

十多位业务员从事酒水销售，在销售正品酒水

原料、设备和包材，抓获制假嫌疑人罗某、提供

获取消费者信息后，再由业务员通过网络或电

防伪码嫌疑人程某静、提供包材嫌疑人王某,并

话向消费者推销假酒，并通过云仓存储、配送销

依法予以刑事拘留。

往全国。截至案发，该公司进购假冒品牌酒水

废旧物品“穿”身上，
“模仿”世界名画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星报讯（刘洋 刘嘉 陈三虎 记者 沈娟娟 文/图） 将废
旧物品改造成有趣的服装穿戴在身上；
别出心裁模仿一幅世界
名画，装扮自己；挑选一件生活日用品，进行合理美观的手绘，
让它变成一个精美又实用的物品……这些奇思妙想在合肥市
琥珀小学（西区）第十二届“童眼看合肥”书画摄影展活动中一

为诈骗分子提供“银行卡四件套”

一诞生并展现。
“ 童眼看合肥”书画摄影展活动是合肥市琥珀

肥西男子获刑八个月

一届。

星报讯（李贺 记者 马冰璐） 12 月 19 日，

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犯罪提供三张银

记者获悉，合肥市肥西县法院审结了一起帮助

行卡用于支付结算，其中两张银行卡内的出入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被告人张某某被判处有

账资金共计上千万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

期 徒 刑 八 个 月 ，并 处 罚 金 二 千 元 。 据 了 解 ，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综合考虑张某某具

2021 年 4 月，被告人张某某通过微信群认识一

有的坦白、认罪认罚及退赃等情节，遂依法作出

好友，张某某明知该微信好友利用信息网络实

上述判决。

施犯罪，仍将其一张新办理的工商银行卡开通

据介绍，
“ 帮信”即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网银、绑定 U 盾和手机卡后，将“银行卡四件套”

的行为，
“ 帮信罪”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设

邮寄至对方提供的地址。

的罪名，针对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后该微信好友支付 300 元车费让张某某乘

为犯罪分子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

车到外地某市一宾馆内，张某某在宾馆内将其

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推广、支

手机交给对方操作银行卡过账信息的网络犯罪

付结算等帮助的行为独立入罪。

资金，并获取 2000 元好处费。此外，张某某又

近年来，电信网络犯罪活动猖獗，不法分子

介绍其好友李某（另案处理）办理一张农业银行

为转移违法所得，往往将目光锁定在贪图蝇头

卡出售，并共同前往外地某市一宾馆内与收卡

小利的人群，编造“帮助做银行流水”等谎言购

人员碰头，收卡人员支付李某 3000 元好处费。

买银行卡，并要求打包提供“银行卡四件套”。

经查，张某某提供的工商银行卡在 2021 年

法官提醒：出售、出租、出借银行卡、电话卡

4 月 23 日至 30 日期间流入、流出资金达到 380

等支付账户的行为，极有可能会帮助电信诈骗

万余元，关联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 14 人。李某

或网络赌博团伙用来隐匿身份、转账套现，从而

提供的农业银行卡在 2021 年 5 月 21 日至 5 月

涉嫌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大家一定

27 日期间，流入、流出资金共计上千万余元，关

要切实提高防范意识，谨慎保管和使用个人的

联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 14 人。

银行卡，不随便出售、出租、出借，切勿贪图小利

肥西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某明知他人利

据主办活动的美术组老师们介绍，设计
“废物大改造”服装
秀、
“世界名画”模仿秀和“手绘生活日用品”展示秀三个单元
的想法来源于根据不同学生的年龄段特点，拟定不同的主题，
难易程度分层设计，
以期让每个孩子都能参与到活动中来。
为了激发孩子们的创作激情，给孩子们搭建一个充分展
示自己作品的平台，并将整个活动推向一个高潮，学校的老
师们还专门在 12 月 17 日下午设计了一场大型“T 台走秀”活
动。由每班挑选 10 名学生为代表，穿戴好自己创作的作品或
打扮成世界名画中的人物，逐一登台亮相，现场响起了一阵
阵兴奋的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
活动是学校艺术教育与劳动教育、审美教育相互融合的创新
举措，是学生素质教育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学校积极落实
“双减”政策的成果体现。

科大附中高新中学一项目封顶

去以身试法，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拖欠 50 余万元工资
建筑公司老板被刑拘
星报讯（夏晨波 陶媛媛 记者 祝亮） 为保

公司实际负责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履行整改要

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合肥市包河区人社局劳动

求，包河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依法向辖区公安

保障监察大队将某建筑公司实际负责人王某涉

机关移送此案件。包河分局经过四天的调查取

嫌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一案移送公安局包

证，对该公司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事实予

河分局立案处理。

以固定证据，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对该公司实

近日，包河区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接

小学（西区）一项传统的艺术活动，目前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十

际负责人王某执行刑事拘留。

到农民工牛某投诉，称所在建筑工地拖欠工资

该案件给所有恶意拖欠工资的用人单位和

一直未支付，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立即组织监察

个人敲响了警钟。包河区劳动监察大队提醒广

员开展调查。经查实，该建筑公司拖欠牛某等

大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按时足额向劳

65 名工人工资 507470 元，劳动监察大队依法

动者支付工资报酬是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对

对该建筑公司实际负责人王某下达了《劳动保

于恶意拖欠劳动者工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

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该建筑公司实际

单位和个人，其行为一旦触犯法律，必将受到法

负责人王某按时支付牛某等工人工资。该建筑

律的严惩。

星报讯（胡静波 李论 记者 周诚 文/ 图） 12 月 18 日上
午，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缓缓浇筑完成，由中铁上海局三公
司承建的科大附中高新中学改扩建项目 1 号楼主体结构顺利
封顶，标志着该工程全面进入二次结构施工阶段。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科大附中高新中学改扩建项目是合
肥市高新区重点学校工程，项目位于长江西路与天柱路交口
东南角，总建筑面积 7.9 万平方米，其中，新建工程面积约 6 万
平方米，改建工程面积约 1.9 万平方米，学校规划设置 54 个
班，可容纳师生近 4000 人。自进场以来，该项目部始终坚持
高起点、高标准、高速度施工理念，组建强有力的管理团队，配
备过硬的技术力量，制定严密的施工计划，有效保障了科大附
中工程建设项目安全快速推进。截至目前，
科大附中高新中学
改扩建项目整体建设已完成工程量约 65%，项目新建 1#、2#、
3#、8#楼工程已完成主体结构施工；改建 5#楼工程装饰装修已
完成，9#、12#楼工程钢结构及幕墙施工已基本完成。根据工
期安排，学校计划明年 6 月正式交付使用。未来，科大附中高
新中学和科大附中有望实行同步管理、同步教学，力争打造全
市乃至全省重点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