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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笔迹伪造利息约定

2015 年 2 月，因需要资金周转，何某向王
某借款，双方订立了借款合同、抵押借款协
议书，约定：何某向王某借款 18 万元，借款期
限为 12 个月，何某自愿以自己所有的位于平
江县新城区某小区住房一套作抵押，同时，
何某向王某出具了金额为 18 万元的借条和
现金收条。同年 2 月 3 日，双方一同到平江
不动产登记中心，就抵押财产办理了抵押登
记，同日，原告通过自己的账户向何某本人
的账户转账 16.5 万元。

王某起诉时的借条复印件中，没有约定
利息，但庭审时王某提供的借条原件上有

“利息月 2.5％”的字样，何某认为借条上的字
迹“利息月 2.5％”不是自己所写，借款时双方
未约定利息。何某借款后至 2017 年，共计还
款 25000 元，此后，王某找何某催讨未果，诉
至法院，要求依法判决何某偿还借款本金人

民币 18 万元及其约定利息（利息按照月利率
2.5％计算），并且要求确认原告对被告抵押
的财产具有优先受偿权。

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中虽然约定，
被告向原告借款 18 万元，被告也出具了 18
万元的现金借条和收条，但从被告提供的银
行转账凭证来看，原告实际付给被告的借款
只有 16.5 万元。而原告的陈述前后矛盾，首
先说全部是以现金给付，在被告提供了银行
转账凭证后，又说转账 16.5 万元，给付现金
1.5 万元，原告也不能提供其它证据进行佐
证。因此，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结合原、被
告的陈述，法院认定被告借原告的借款数额
为 16.5 万元。

法院驳回原告关于利息的诉请

关于利息，双方之间既有借款合同又有
借条，借款合同内容大部分为为格式条款，
何某仅签名留电话，而借条是由何某亲笔书
写，为非格式合同。王某起诉时向法院提供
的借条复印件中，没有约定利息，而后来在
庭审中王某提供的借条原件上有“利息月
2.5％”的字迹，借条复印件其它内容和原件
一致，而凭肉眼亦能看出借条原件上“利息
月 2.5％”字迹，与其它内容非同一人笔迹，因
此，可以认定借条原件上“利息月 2.5％”字样
系王某伪造。法院采信借条复印件和原件

一致的内容。

据此，同时结合双方的陈述等情况，认

定王某与何某没有约定利息。根据合同法

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

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

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因此，王某要求被告

按照月利率 2.5％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

予支持。

关于抵押，原、被告签订的抵押借款协

议书，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订立的，是

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因此，王某请求

确认对何某抵押的财产具有优先受偿权的

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最终，法院对王某要求被告偿还 14 万元

借款及要求确认对被告房产享有优先受偿

权的诉讼请求，予以了支持，驳回了王某要

求何某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

办理此案的法官表示，在民间借贷案件

中，很多债务人怠于应诉，不答辩不举证更

不参加庭审，如果发生像本案中模仿笔迹伪

造利息的情况，不利于法院查明事实，会使

债权人钻了空子，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利。

即使欠有债务，债务人也应当像本案中的何

某一样积极应诉，提供证据，捍卫自己的合

法权利。同时，债权人也不要利欲熏心伪造

事实，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中法）

安徽淮北濉溪县一男子开了一家药店，
为了让药店名称更加接地气和大众化，取名
叫“老百姓”。然而，他的这次取名给他惹来
官司，被湖南长沙一家药店起诉至法院。近
日，淮北中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老
百姓大药房）位于湖南长沙，成立于2005年，经
营范围为中药材、化学药制剂、生物制品的零
售（连锁）等。经原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核准，
成为“老百姓”注册商标的权利人。2011 年 5
月“老百姓”商标被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
老百姓大药房自成立之日起，即以“老百姓”文
字作为企业字号和服务商标，在门店店堂、宣
传手册、购物袋中广泛使用，“老百姓”已经享
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和市场美誉度。

2014 年，濉溪县的闫先生开了一家药

店，为了便于大家记住和接受，他将药店取
名为“濉溪县孙疃老百姓大药房”。2019 年
下半年，老百姓大药房得知此事，将闫先生
起诉至法院，要求其停止侵权，并且赔偿 10
万元经济损失。

闫先生认为，其不构成侵权，因为他的药
房是“濉溪县孙疃老百姓大药房”，与老百姓
大药房的“老百姓”文字商标具有显著区别，
不存在冲突，不构成侵害。且“老百姓”是一

个非常普通的名词，显著性较弱，缺乏独创
性。“在字形、颜色上两者没有相似之处，不会
构成任何误导。我用的时候并不知道‘老百
姓’是注册商标。且药店位置在濉溪县，距离
市区较远，而对方药房所在地为长沙市。”闫
先生说道。

淮北中院审理认为，老百姓大药房依法
享有“老百姓”商标相应权利，且系驰名商
标。闫先生未经许可，在其经营的店门头使

用“老百姓”字样，容易使相关公众对其所提
供的服务与“老百姓”商标所代表的特定服
务产生混淆。因此，闫先生构成侵权。

闫先生作为同一行业的经营者，应当知
道老百姓大药房在行业中的知名度，对在先
的知名商标及字号应合理避让。据此，淮北
中院判决，闫先生立即停止侵犯“老百姓”商
标专用权的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 2.5
万元。 （安商）

拖欠租金近3年
拒不到庭参加诉讼

法院判租房者按时支付租金及利息

做生意讲究诚信，租借他人店面做生意，按时交纳租金
本是应有之义，可租户直到租赁合同到期仍拖欠店面租金近
三年，店主无奈之下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立即支付拖欠的店
面租金。近日，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
进行宣判：要求被告王某在 7 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李某支付所
拖欠的租金 3 万元及相关利息。

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王某租借了原告李某名下一处
位于南昌市青云谱区某市场的店面经营，在双方解除租赁
关系时，经结算王某尚欠李某店面租金 3 万元，于是王某出
具了一张欠条，后李某多次催讨租金，但王某拒不支付，拖
延至今。

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案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原、被告之
间虽未签订书面租赁合同，但通过原告交付租赁物，被告交
纳租赁费用等行为，双方已形成租赁关系，因此原告请求法
院判令被告支付租赁费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而被告
王某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
其放弃相关诉讼权利，遂依法作出上诉判决。 （人法）

弄丢婚礼录像带
安徽一婚庆公司被判赔偿2000

元精神抚慰金

近日，安徽颍上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庆典服务合同
纠纷案。婚礼录像带被婚庆公司弄丢了，新郎张某将某
婚庆公司告上法庭，要求退还婚庆服务费并赔偿精神损
失，判决某婚庆公司返还服务费 800 元，赔偿精神抚慰金
2000 元。

经查明，张某因结婚与某婚庆公司订立口头婚庆服务
协议，约定结婚当天婚庆公司提供摄影录像、车花、场布
等，费用共计 1980 元，其中摄影录像费用 800 元，协议当天
张某支付现金 500 元，后于结婚当天微信转账给某婚庆公
司 费 用 1480 元 。 婚 礼 过 后 张 某 到 婚 庆 公 司 取 婚 礼 录 像
带，婚庆公司却未能将婚礼录像带提供给张某，后经双方
多次协商无果。为此，张某将某婚庆公司起诉到法院，要
求婚庆公司返还张某婚庆服务费 1980 元，并赔偿精神损
失 2 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某婚庆公司不能证明已按约将婚礼录
像带交付给张某，婚庆公司的行为构成了违约，应承担违约
责任，返还张某该部分的服务费 800 元。同时婚礼摄影录
像具有永久纪念及人格象征意义，当时的场景具有不可再
现性，无法补救。由于某婚庆公司的违约行为给张某造成
了无法挽回的精神损失，故被告应酌情赔偿原告精神抚慰
金 2000 元。 (新安)

药店取名“老百姓”
安徽一“创业”男子因侵犯同行商标专用权被判赔2.5万元

模仿债务人笔迹伪造利息约定
法院查明真相驳回债权人利息诉请

近日，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起民间借贷纠
纷案件，原告作为债权人在借条上模仿债务人的

笔迹，私自写上利息的约定，法院查明真相后，驳回了原告
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

铤而走险
女子侵吞公司百万货款

2004 年，广东省深圳市一家大型医药公
司突然发现账面上资金短款严重，时任公司
业务员的青年女子陈某某（深圳市龙岗区人）

好几天都没有上班，且已经无法与之取得联
系。经过内部审计查明，正是这名出生于
1981 年的陈某某利用职务之便，采取虚报瞒
报方式，非法占有公司货款高达百余万元。
企业负责人随即向深圳市公安机关报案。

经过当地公安机关侦查，认定这是一起
典型的职务侵占案件，造成企业巨大经济损
失，立即上网在全国范围内追逃。

在陈某某潜逃的 10 多年里，案件主办单
位做了大量细致的排查，千方百计寻找陈某
某的踪迹，但因缺乏有效线索，追逃工作始
终没有实质性进展。

一晃 16 年过去了,卷款逃走的陈某某犹
如人间蒸发般消失在茫茫人海里……

2019 年“云剑”追逃行动以来，四川绵阳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情报大队主动适应大数

据时代信息化实战要求，组织警力全面深入

清理各类在逃犯罪嫌疑人的数据信息。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民 警 依 托“ 天 幕 工

程”，经过海量数据分析，梳理出潜逃 16 年的

陈某某与四川简阳一名刘姓女子有千丝万

缕的关系。两者在身高、体型上极为相似，

但是从面部外貌特征看又有很多差异，且陈

某某出生在 1981 年，而简阳的刘某某身份信

息显示是 1985 年出生。

带着诸多疑问，民警对两人进行比对研

判，获取了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进一步提高

了对陈、刘二人身份同一的判定系数。与此

同时，民警经过大数据综合分析，判定刘某

某就是在逃长达 16 年的犯罪嫌疑人陈某某。

2019 年 12 月 24 日，绵阳警方掌握了陈某

某落脚点在成都市某小区的重要线索，抓捕

组立即驱车赶赴成都，一举将其抓获归案。

落网后的陈某某心存侥幸，企图蒙混过

关，一口咬定自己姓刘，是警察抓错人了，拒

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当办案民警将侦

查中获取的一件件铁证出示后，陈某某的心

理防线被摧垮，对相关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并如实交代了案发后的潜逃经历。

被男友煽动
为躲藏做面部整形

据陈某某交代，面容娇好的她在大学毕

业后进入深圳市一家知名医药公司担任市

场业务员，工作业绩较佳，随时有大量货款

经手进出。后来，她认识了大自己 10 多岁的
重庆籍男子简某某（因诈骗罪另案处理），很
快两人发展为恋爱关系。在男友煽动下，时
年 23 岁的她觉得有机可乘，两人遂合谋准备
实施犯罪。这对情侣通过购买假身份证件，
采取虚报瞒报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司巨额货
款 100 余万元，案发后迅速逃离广东。

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陈某某与男友
携带赃款辗转全国多地藏匿。逃亡路上，处
心积虑的陈某某专门到整形美容机构对脸
部进行全面整容，改变了自己的面部特征。
10 多年来，陈某某冒充他人身份，利用赃款
开过饭店、招聘公司等。办案民警对比发
现，陈某某通过整形改变了自己的脸型，下
巴和鼻梁等特征变化明显，面部与以前的她
判若两人。

对于 16 年的潜逃生活，陈某某用“费尽

心机”“提心吊胆”来形容：用假身份证和化

名与人相处打交道，从未合法租住过房屋，

不敢去正规医院看病就医，一有风吹草动便

极度紧张四处躲避，虽然对家人非常挂念但

不敢回到广东……身陷囹圄的陈某某表示

对当年所作所为悔恨不已，如果能够重新选

择，她不会因一时贪欲铤而走险。目前，陈

某某已被移交深圳公安机关。

绵阳市公安局追逃办负责人表示，公安

机关坚决打击惩治各类违法犯罪，对在逃犯

罪嫌疑人必将一追到底，同时希望广大群众
积极提供线索，协助警方追捕在逃人员，共
同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成商）

深圳一女子被男友煽动侵吞公司百万元潜逃16年后落网

为漂白身份逃亡路上整形
更改电子交付凭证
“空手套白狼”

浙江一女子利用交易漏洞诈骗获刑

微信、支付宝等电子支付方式，给市民带

来了诸多便利，却有人利用电子支付方式进行

诈骗。家住芙蓉镇的黄某霞自作聪明，将支付

宝绑定一张没有消费额度的银行卡，去超市购

买货物。交易当然是失败的，她却用修图软件

PS一张交易成功的图片给商家看，商家信以

为真后被骗。日前，浙江省乐清法院以诈骗罪

判处黄某霞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2000元，

同时责令其退赔被害人违法所得。

扫码支付修图诈骗商家

2015 年、2016 年，黄某霞曾两次因为诈骗罪被判刑，这
次又因为同样的罪名被起诉，不过，这次的作案手法更具欺
骗性。

2018 年 12 月，黄某霞明知利用支付宝或微信绑定没有
额度的银行卡进行扫码支付，会导致交易失败，从而无法支
付货款给商家，她却在虹桥镇某超市里，多次向商家购买商
品并套现，再利用上述方式进行支付。

据黄某霞供述，为使商家相信她已支付货款，她利用修
图软件将支付界面中“交易失败”的字样消除，再将编辑后的
图片发送给商家以骗取商品，并套取现金 10522 元。经市价
格认证中心鉴定，黄某霞骗取的货物价值 3554 元。

利用银行转账时间差骗钱

黄某霞除了用这种手法多次行骗外，她还利用银行转账
的时间差，多次骗取他人钱财。2019 年 5 月 30 日，黄某霞以
换现金为由向被害人梁某求助，称自己急需用到现金，并将
借款通过手机转账给梁某。黄某霞于当日通过手机向梁某
银行账户转账 7000 元，并将转账信息发给梁某以取得信
任。梁某将现金给黄某霞后，黄某霞于次日撤回了银行转
账。梁某根本没有收到转账。

同年 6 月 2 日，黄某霞乘坐的哥徐某的出租车后，谎称
身上没有带现金，询问能否通过银行转账 600 元给徐某，
将其中 50 元作为车费，550 元用以折现，同时，她将“转账
凭证”发给徐某，徐某信以为真后，向其微信转账 550 元，
黄某霞立即撤回了银行转账。案发后，黄某霞已退还被害
人 600 元。

据统计，2018 年 8 月份至 2019 年 6 月份期间，被告人黄
某霞多次骗取他人财物，共计 25976 元。乐清法院认为，被告
人黄某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
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乐清法院一审以
诈骗罪判处黄某霞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2000 元，

法官劝告群众，平时用微信、支付宝等电子支付手段收
钱时，还需多留个心眼，交易后认真核对支付信息，如果发现
诈骗行为要及时报警。 （浙日）

为牟取暴利，竟然在废弃的养殖场里生
产假冒“克百威”“毒辛”等品牌农药。近日，
经山东省梁山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春有期
徒刑 15 年，并处罚金 90 万元；其余 7 名被告
人均获刑。

2014 年初，看到农药市场能赚钱，王某
春打起了生产假农药牟利的主意。他在梁
山县独山村附近租了一处废旧厂房，生产起
多家品牌的假农药。后来，由于环保部门查
得严，厂子开不下去了。

2018 年 6 月，王某春重操旧业，联系毕某
在黑虎庙镇租了一处废弃养殖场。养殖场
在一片树林深处，位置很隐蔽。王某春买来
原料、包装材料、农药瓶、灌装机械，招聘了

五六个农民进行灌装，贴标。
整个犯罪过程分工明确，王某春的儿子

王某辉提供银行卡帮助王某春结算假农药
款、接送工人上下班；王某勇负责运输假农
药并办理托运手续、代收货款；毕某则负责
管理厂房内的工人。2018 年 10 月 28 日，王
某春、王某辉被抓获。

据王某春交代，他们主要生产灭杀地下

害虫的农药，冒充“克百威”“毒辛”“地虫
杀”“毒死蜱”等品牌。经查，2014 年 1 月至
2019 年 9 月，王某春等 8 人在无任何生产资
质 的 情 况 下 ，在 生 产 农 药 过 程 中 掺 杂、掺
假，以假充真，共生产假农药近 2700 吨，并
以每吨 800 元至 1200 元的价格销售至山东
省临沂、聊城、潍坊及辽宁、福建等地，销售
额 215 万余元。

2019 年 7 月 17 日，梁山县检察院以涉嫌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将王某春、王某辉等 8
人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被
告人王某春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
有期徒刑 15 年，并处罚金 90 万元；被告人王
某辉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
刑 7 年，并处罚金 10 万元；其余 6 名被告人均
获刑。 （检日）

“名牌农药”产自废弃养殖场
山东8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获刑

陈某某是一家知名医药公司的业务员。她在男友煽动下，侵占公

司百万元后“人间蒸发”。逃亡路上，为防止被公安机关抓获，她

费尽心机漂白身份，对自己的面部进行全面整形，改变了面部特征。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陈某某逍遥法外16年之后，四川省绵阳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依托“天幕工程”，经过海量数据研判，最终精准锁定陈

某某行踪，并于近日将其一举抓获归案。

陈某某整容前陈某某整容前（（上上））后后（（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