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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郁文艳

日前，青浦区练塘镇城管通

过长三角区域联动执法，办结了

一桩偷倒垃圾的案件，找到了夜

间在练塘镇偷偷倒下六七十袋垃

圾的车辆和人员。

多年 6 月 23 日，青浦区练

塘镇城管执法中队接蒸浦村村委

会电话，反映在蒸夏路与谢家头

中心路路口南侧 50 米处有人在

夜间倾倒了一堆袋装的垃圾，数

量约有六七十袋。中队接报后，立

即派执法队员前往现场进行调

查。

中队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后看

到，有一堆用尼龙袋装着的泥状

物，外溢的液体呈粉绿色，经测

量，这堆袋装垃圾共计占地 23.5

平方米，约 70袋左右。执法人员

用工具破袋后，提取了部分样品

取证，由于该泥状物散发难闻气

味，执法人员怀疑这些被倾倒在

此的垃圾属于工业废弃物。但是，

该处倾倒地点周围无监控摄像

头，距离最近的监控装置在往北

500处一个路口。

回到中队后，执法人员在网

格化管理中心的协助下，调取蒸

夏路沿线监控摄像，发现 6月 22

日 21 时 22 分左右，有一辆车身

为蓝色的自卸货车装运了一车袋

装物从新松蒸公路转入蒸夏路穿

过老松蒸公路路口，一直往南行

驶，过了五六分钟后再重新调头

驶出。由于网格化管理中心监控

视频非高清，从监控摄像画面看

很难辨识车辆车牌号，于是城管

中队联系了镇派出所，请求派出

所协助调取高清摄像头进行车辆

识别。在镇派出所的协助下，最终

从位于老松蒸公路和新松蒸公路

口的高清监控视频中，锁定了车

牌号为苏 XXXX 的蓝色自卸货

车，车主为程某。

随后，中队执法人员立即

联系了车主程某，但程某坚称

从未装运垃圾倾倒至蒸夏路，

也不配合进行调查询问。为了

进一步查明该堆垃圾的产生源

头，城管中队再次联系镇派出

所，请求派出所协助调取该辆

货车的行车轨迹。

区据行车轨迹，执法人员最

初怀疑其从嘉善方向再由申嘉

湖高速石湖荡出口进入，因此在

镇派出所的协助下，联系了嘉善

县姚庄镇派出所，并会同镇派出

所民警一同前往姚庄派出所调

取监控录像，但最终并未在嘉善

县范围内发现该车轨迹。随后，

镇派出所又联系了昆山锦溪派

出所，请对方派出所协助查找江

苏方向该车轨迹，也并未发现驶

入的轨迹。

接着，镇派出所又联系松江

石湖荡派出所和嘉定戬浜派出

所，终于在嘉定戬浜派出所的监

控视频中查找到该车轨迹。当天，

在戬浜派出所的协助下，找到车

牌号为苏XXX的蓝色自卸货车

车主程某和驾驶员，并将两人带

回镇派出所进行调查询问。据车

主程某交代，6 月中旬有松江石

湖荡某公司装修老板俞某联系到

他，让他处理一堆装修产生的垃

圾，于是程某安排手下驾驶员在

6 月 22 日前往装运并在夜间将

一车袋装垃圾倾倒在练塘镇蒸夏

路。

区据程某交代的情况，练塘

镇中队执法人员前往松江石湖荡

松蒸公路 2188 号某公司，找到

装修公司老板俞某，并开具《谈

话通知书》要求其到城管中队接

受调查询问。在调查询问中，装修

公司老板俞某交代了如何联系程

某处置装修地坪产生的工程渣土

的情况。

区据该案的上述情况和事

实，练塘镇城管中队分别对当事

人程某和俞某进行了立案查处。

对俞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上海

XX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依据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处以两万元的罚款。对当事人程

某，依据《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五款的

规定，处以一万五千元的罚款。

练塘城管执法中队副中队长

金芳表示，通过此案要警示相关

的公司和个人，特别是在偷乱倒

工程渣土这一块，不要心存侥幸，

城管执法部门会通过长三角一体

化区域联动，打通信息的壁垒，严

惩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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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吴艺璇

日前，上海警方深挖线索、主动

出击，经过六个多月缜密侦查，成功

破获一起特大假冒注册商标案，全链

条捣毁以许某某、郑某某等人为首的

制售假冒 LV品牌包袋犯罪团伙。

在广东省广州市、东莞市和佛

山市同步收网，抓获假冒注册商标

嫌疑人 62 名； 缴获制假设备 30 余

台；假冒品牌包袋 2000 余只；制假

皮料、五金配件、防伪扣、虚假芯片

等各类原材料 10 ?余件，涉案价值

共计人民币 1.1 亿余元。

2019 年 12 月，上海青浦警方

在工作中发现，有人通过朋友圈常

年对外销售疑似假冒 LV品牌包袋

及相关配件。经查，该微信号所售

商品系假冒商品，且销量巨大，微信

账号实际使用者系居住在广东省广

州市的郑某某。

随后，在市局经侦总队等部门

的指导下，青浦警方抽调多部门警

力成立专案组。经过警方数月缜密

侦查，一个以许某某、郑某某等人为

首的藏匿于广东广州、东莞、佛山三

地的制售假团伙逐步浮出水面。

6月 29 日，专案组赶赴广东实

地侦查，逐步查明该制售假团伙上

下游链条分布及分工情况。该团伙

层级明确、分工细致，上游主要是以

郑某某、杨某某分别为首的包袋原

材料制假团伙，负责五金配件和皮

料仿冒生产加工。中游则是以许某

某为首的假冒包袋整包生产和批发

团伙。下游是以唐某某、林某某各自

为首的销假团伙，他们作为一级经

销商，通过开设档口招揽大买家，并

以订单批发模式进行销售，同时还

利用微信朋友圈对外进行零售，从

而将假冒品牌包袋销往全国各地。

与此同时，专案组对该团伙配

件、整包制假工厂、储存仓库、销售

网点、主犯暂住地等进行反复排摸，

为统一收网行动做好准备。

由于制售假网络复杂交错，涉

及广东省 3市的 40 余处窝点。为

确保抓捕行动顺利进行，7 月 11

日，青浦警方再次抽调增援警力赶

赴广东。

“开始行动！”7月 14 日上午

9时许，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大力协

助下，青浦警方下达统一收网指令，

在广东省广州市、东莞市、佛山市等

地 40 余处窝点同步收网，一举摧

毁以郑某某、许某某等人为首的制

售假冒 LV品牌包袋犯罪团伙。

经查，郑某某、杨某某等人为牟

取非法利益，在未取得品牌公司授

权许可的情况下，通过勾结广州

LV品牌专柜员施某，对正品包袋

进行仿制。其间，施某在明知对方制

假的情况下，仍利用工作便利，在新

品包袋公开发售期前，通过其他专

柜等渠道提前获取新品包袋并加价

出售给制假团伙进行仿制，从而使

得假冒品牌包袋能够同步甚至早于

正品包袋公开发售期上市销售。

仿制后，郑某某、杨某某等人在

广东省广州市、东莞市等地私设窝

点及档口大量生产印有 LV品牌商

标的五金配件和皮料，而后出售给

许某某等人。许等人私设制假工厂

生产成品包袋。

此外，该制假团伙为迷惑广大

消费者竟还搞起了“自主研发”，在

假冒包袋中植入正品包袋都没有的

NFC芯片。由团伙成员吴某某等人

在网上采购普通NFC芯片，通过软

件将正品包袋官方网页信息写入芯

片，并植入假冒包袋。据品牌权利人

介绍，LV 正品包袋没有此类 NFC

感应芯片，但凡能够使用手机 NFC

感应功能感应识别的包袋均为假冒

品。

目前，郑某某、许某某、杨某某、

施某、吴某某等 35 名犯罪嫌疑人

因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林某某及

唐某某等 13 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青浦

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其余 6 名犯罪

嫌疑人因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8

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罪均被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现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 佟继萍 通讯员 顾承骁

晨报讯 近年来，捕鱼机、老虎

机、押分机等等，这些早就随着游艺

厅销声匿迹的赌博设施，披上电子

游戏的外衣卷土重来、屡禁不止。在

利益驱使下，网络赌博已形成了一

条软件研发、贩卖、组织参赌的黑色

产业链。日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

察院办理了多起开设网络赌场案

件，20余名犯罪嫌疑人被批准逮捕。

犯罪嫌疑人刘龙原为实体游艺

机的销售商，2019 年，由于实体生

意愈发难做，他便涉足网络赌博软

件行业，并与从事软件研发的胡非

结识。

后来，刘龙通过在微信群里发

布广告，认识了同为倒卖赌博软件

的犯罪嫌疑人杨冲等人。于是，他向

上联系胡非，向下接洽接杨冲，建立

起了买卖关系。

胡非提供的赌博游戏包含软件

下载地址、后台运维地址以及用于

调整参数的程序代码。

刘龙以 6000 元的价格购买包

含上述内容的游戏压缩包后，转手

就以 7000 元的价格处理给下家，

除此之外，他还向对方收取每月

3000 元左右的服务器月租和维护

费用，在买家和胡非之间充当“售

后客服”。

实际上，“二道贩子”杨冲等人

也不是这条链上的最后一环，他们又

经过各自倒手，将软件以万元左右的

价格处理给下家，最终流转到真正买

家手中的价格已是翻了一番。

犯罪嫌疑人詹进是买家之一，

2019 年 5月，他以 2万余元的价格

从杨冲的下家处购得捕鱼赌博软

件，后在松江开设赌博工作室招揽

赌客，并招募多名员工担任客服。在

近一年的时间里，詹进运营的打鱼

游戏已有近千的注册账户，涉案赌

资高达百万元。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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