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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底层的“维密”
这 批 香 水 原 本 是 要 被 发 往 智 利 。

2017年 9月 28日，浙江金华海关在开箱查
验一个目的地为智利的集装箱货柜时，在
货柜最下面的一个角落发现了 3 立方米
的维密香水。经核查，这些香水均系没有
授权的假冒产品。在对涉案货物及人员
依法进行处理后，金华海关将此案移交给
了义乌市公安局。今年 1 月 9 日，义乌市
公安局经侦分局对此案立案侦查。

义务警方选择先从参与运输该货柜
的某货运代理公司老板章杰（化名）及其
员工王海（化名）入手。面对警方询问，两
人都一口咬定：这些假香水都是智利人卢
卡斯采购的，与自己无关。

这一说法，与海关报关单上的信息一
致。但今年 2月 27日，卢卡斯从境外返回
中国后，却向警方提供了另一番解释。卢
卡斯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并再三强调，他
没有采购过警方出示的货物。卢卡斯说，
警方出示的报关单用的是自己的旧护照
号码，但在此之前，自己就因为办签证的
页面已经用完而换了一本新护照，旧护照
早已被收走。他认为有人冒用了他的身
份。

真假“采购人”
警方于是再次找到章杰，面对卢卡斯

的证言，章杰最终承认，这个货柜实际采
购人并不是卢卡斯，而是某翔公司的客
户。

经查，章杰名下的货代公司并不是该货
柜最早的经手公司，甚至也不是最后一家。
早在他们之前，货物已经辗转多家外贸、货
代、报关公司。2017年 9月 28日，公司操作
员王海接到通知，称海关查验发现货柜里有
侵权货物。经过层层反馈信息，王海和章杰
得知，这批货确实就是侵权产品。但其上一
家公司称，客户不愿意出面。为了不失去这
个大客户，章杰指使王海和自己一起指认卢
卡斯为采购人。为此，王海还专门通知后面
的公司找人做笔录。

不久，章杰因涉嫌伪证罪被警方刑事
拘留，王海也在 3 月 22 日自首，同被刑事
拘留。通过章杰供述的某翔公司，警方顺
藤摸瓜找到了翻译刘晶（化名），进而又找
到了卖家吴霞（化名）。

吴霞供述，2017 年 7 月份的一天，一
名身材稍胖、大概四五十岁的外国人在刘
晶的陪同下，来到自己位于义乌的店铺看
货。据介绍，外国老板名叫路易斯。几天
后，刘晶带着一张单子再次找到了自己，
上面是路易斯手写的几种维密香水香型，
说是要订购。

至此，这批香水背后的真正采购人才
浮出水面。

层层提成的售假利益链
警方调查发现，2015年前后路易斯和

刘晶所在的某恩外贸公司就开始了合
作。从吴霞店里看完货没几天，路易斯就
手写了九种自己想要的维密香水香型，请
刘晶代为下单。订货时，除了香水香型，
他们还提供了一份电子版的订货明细，里
面专门附上了样品照片。双方签订的订
货合同显示，路易斯所订购的产品是一批

“VS 喷雾”（维密香水），共 100 件，每件 48
瓶，每瓶 8元。

由于自家店铺内并没有路易斯指定
的这九种香型香水，接单后吴霞又联系了
别人帮忙。据吴霞供述，陈鑫是自己的老
同事，以前也在日化公司上班。接到路易
斯的订单后，她就联系了陈鑫，问及能不
能做出路易斯点名要买的香水时，陈鑫回
复说可以。

8月 25日，陈鑫如约交货，但或许是因
为“生产”能力有限，陈鑫只交了 85 件香
水，且香型不全。点货后，吴霞将这批货物
送到了刘晶订单中指定的仓库。扣除提成
后，刘晶按每瓶 7.7元支付给吴霞，而吴霞
则以7.2元每瓶的价格和陈鑫结算。

自来水、香精勾兑的假香水
2018 年 4 月 3 日及 4 月 16 日，陈鑫妻

子及其本人先后归案。他们和吴霞相识
于 2005 年前后，彼时吴霞、陈鑫夫妇都在
一家日化公司工作。2017 年 3 月，陈鑫夫
妇在金华下辖的东阳市租了一间房子，用
于加工洗手液、香水等日化产品。

他们交代，接到路易斯的订货需求

后，他们就开始按要求生产假维密香水。
其生产的香水其实是用 95%的自来水与
5%的香精、酒精、颜料搅拌而成。外包装
则另有他人负责。

5 月 28 日，义务警方将包装材料供应
商抓获，其交代，陈鑫都是直接将收到的
照片发给他，再由他按照片印制维密侵权
商标。

这些假香水经吴霞之手，被转交给刘
晶所在的某恩外贸公司。公司在收到香水
后，又联系了专门的货运代理公司。后这
批货物又转手了五家外贸、报关、货代公
司，最终使用了智利人卢卡斯的护照作为
采购人报关。事实上，除了这批假香水，同
一货柜中还有路易斯在中国境内购买的大
批眼影、腮红、湿纸巾，所有货物一共 28立
方米。2017年 9月 27日，这些货物被统一
装进一个集装箱内，3立方米假冒的维密香
水被放在了最下面的一个角落。如果不是
在开箱查验时被海关查出，这些货物连带
85件假香水可能已经销往海外。

查扣假香水、润肤产品近6000瓶
义乌市公安局经侦分局知识产权大

队大队长朱伟兵介绍，基于警企合作机
制，在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协助下，义乌
警方历时近五个月，终于端掉了整条假香
水产销链。其中捣毁大型生产窝点两处、
销售经营场所五处、仓储窝点三处，查扣
假香水、润肤产品近 6000 瓶、半成品 3.29
万个、侵权维密品牌标识 42.6 万个、成套
生产线一条、各类生产设备十余台、生产
原料 20 余桶。结合吴霞、陈鑫生产销售
侵权产品的记录，以及查到的现货，按照
市场价值计算，初步估计案值达 1000余万
元。

目前，这起特大跨国制售假维密香水
案已经成功告破，六人被义乌警方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一人被依法批捕，案件进入
审查起诉阶段。下一步，警方将向有关国
家发出协查通报，继续深挖知假买假的国
外买家，案件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义乌警方破获特大跨国制售假香水案
95%自来水兑5%香精变身“维密香水”6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因为一批藏身在集装箱货柜底部的假香水，警方顺藤摸瓜挖出了一条特大跨国制假售假链条。
经境外知假买假者提供样品并下订单，国内小作坊生产的“95%的自来水与 5%的香精、酒精、颜料搅
拌而成的混合物”，摇身一变，成了国际知名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香水”（以下简称维密香水），价格
也从几块钱飙升到100多元。近日，浙江义乌市公安局经侦分局在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协助下，破获
一起案值超千万元的特大跨国制售假香水案，初步估计案值达 1000 余万元，已有 6 人被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一人被依法批捕，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滴滴出行 10 日介绍，即将于 10
月 18 日更新的滴滴乘客端和司机
端 APP 将试行“黑名单”功能，届时
乘客和司机可在取消订单、投诉、评
价页面选择将对方加入黑名单，“屏
蔽”后的 12 个月内平台不再为双方
匹配订单。

试行期间，加入黑名单后暂时
不可取消。除了在现有评价体系和
安全保障的基础上增加黑名单功能
之外，已有的一键报警、紧急联系人
和未成年人乘车提醒等安全功能也
将继续优化。

据 滴 滴 介 绍 ，自 安 全 整 改 以
来，滴滴安全应急客服团队人数已
增加 3 倍。于 9 月底成立的“警方
调证对接工作组”在长假期间 7×24
小时待命，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
下持续加快警方调证流程，全力保
障高效应答，力争做好应急处置工
作。

目前，警方调查取证的需求中，
针对所有提供警官证等有效证明材

料、符合基本调证法律法规的需求，
滴滴客服专项对接工作组最长不超
过 10 分钟即可配合警方完成调证
工作，未来滴滴将持续保持高效响
应。

滴滴称，平台每天收到近万次
非本人手机号进线要求调取信息的
需求，绝大多数需求不符合法律法
规和平台隐私保护规则，其中包括
一些涉嫌违法（例如诈骗、敲诈）企
图的不良行为。为确保乘客及司机

隐私信息的安全，滴滴公司会按照
法律相关规定，严格审核，严控流
程，尽最大努力避免假冒警方身份
套取用户信息的情况发生。

滴滴还在筹建安全监督顾问委
员会。安全监督顾问委员会计划每
年召开不少于五次会议，帮助滴滴
进行平台治理、推动落实安全整改
措施并给予专业意见和指导，安全
监督顾问委员会的产出成果也将公
布给社会公众。

滴滴将推出黑名单功能
司机和乘客可互相拉黑 新华社深圳10月11日电“点赞一单 0.5元—2元，日

薪 80到 150元没问题。时间自由，单量不限，多劳多得，工
资日结，不收押金，不收会费……”最近，微信群、QQ 群里
出现号称招聘抖音、快手点赞员的信息，引起不少网民关
注。深圳警方提醒，这是类似淘宝上“刷单诈骗”的一种新
型网络兼职骗局，骗子只不过是把阵地从“淘宝”转移到了

“抖音”等软件中，目的就是骗钱。
警方介绍，此类招聘宣称的工作内容是，给商家指定

的抖音、快手等用户作品双击点赞，帮作品上热门。但在
实际操作中，骗子为了让受骗者上当，故意先让其关注一
个抖音号，试着“刷”一单，然后再以免会费的名义让受骗
者把推广信息发到其他群“帮忙宣传”。另外，如果暂时垫
付 118 元购买激活码，受骗者还可以享受终身的 VIP 权
益。但是交完 118元后，骗子又会引导受骗者进到另一个
群，交其他各类费用。

警方表示，在这些诈骗案件的作案手段方面，犯罪分
子利用受骗者的好奇、贪利心理，通过新兴热门“抖音”“快
手”“西瓜视频”App 等不断吸引粉丝，要求受骗者通过扫
付款二维码、发红包、转账等形式支付，一旦骗到钱财立即
将受骗者拉黑。从曾经的“快递录入员”“小说打字员”“兼
职刷单”到现在变种的“抖音点赞员”，花样翻新的套路背
后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为了骗钱。

警方同时提醒，该类诈骗受众人数多、传播范围广、迷
惑性强，网民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不要轻信“抖音”“快
手”等短视频平台上带有营销、钱款等性质的视频，更不要
轻易向对方转账汇款，如发现被骗要立即报警。

招聘抖音快手点赞员
网络兼职骗局又来了

10 月 9 日，滴滴发布《滴滴国
庆长假出行安全运营及应急保障
工作进展》，通报各项安全措施实
施情况。对于乘客非常关心的顺

风车何时能够重新上线的问题，滴
滴表示，还在仔细思考顺风车背后
的复杂性，目前顺风车还是持续无
限期下线。 据《北京晚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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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风车继续无限期下线

犯罪嫌疑人在指认生产假香水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指认生产假香水的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