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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勾结窃取公司9000张技术图
烟台福山：嫌疑人利用图纸“自制”产品远销美国，违法获利 580万

"

本报通讯员 常洪波

徐 忠 连仁妮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一家齿

轮箱制造公司的员工!内外勾结窃

取公司核心技术资料!暗地里用盗

来的图纸! 大肆制造产品远销美

国! 违法所得累计
!"#

多万元"目

前!该案的犯罪嫌疑人高亮因侵犯

商业秘密罪已被公安机关移送烟

台市福山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案件初查遇挫 % 嫌疑

人玩失踪

今年年初! 福山公安分局接

到烟台通达齿轮箱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通达公司 #$ 报案

称 !

$%&&

年至今 ! 高亮与原在

该公司工作的李某利用在通达公

司工作期间掌握的技术信息# 价

格信息和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

伙同高某等人生产农用齿轮箱出

口销售给通达公司在美国的一家

主要客户美尼公司 ! 违法所得

&%%%

余万元"

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在当地并

不多见! 数额又这么大! 警方不

敢大意" 而摆在他们面前的三个

问题必须首先被厘清$ 被侵犯对

象是否属于商业秘密% 侵犯人是

否有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造成

损失和违法所得是多少% 但是!

通达公司提供给警方的仅有一张

烟台富田公司和通达公司一样的

农用齿轮箱图纸及保密措施等报

案资料! 如想还原整个案件! 找

出幕后真正黑手! 还需要挖掘更

多的线索"

警方首先调取了富田公司的

出口报关单! 发现其出口到美尼

公司的产品型号和通达公司的一

致" 警方分析认为! 富田公司有

侵犯通达公司商业秘密的重大嫌

疑! 但仅凭其出口的产品型号一

致并不能认定其犯罪行为! 还必

须要查清楚该图纸是否是从通达

公司窃取的"

通过进一步调查! 警方发现

福田公司的真正控制者是高亮!

而高亮的亲戚就在通达公司工

作" 富田公司出口给美尼公司的

产品! 均是通过通达公司成立的

美国胜达公司销售! 而当时通达

公司派遣到美国担任胜达公司负

责人的正是李某"

为了防止打草惊蛇! 警方决

定采取迂回战术! 以非法经营同

类营业罪进行案件侦查! 并依法

传唤了李某"

'

月
&&

日傍晚 ! 警方在对

李某进行突审时! 发现其避重就

轻! 仅交代了自己担任胜达公司

经理期间! 协助富田公司将其产

品销售给美尼公司! 拒不承认其

他犯罪事实! 初查遇挫"

随即!警方调整对策!希望通

过对另一个嫌疑人高亮进行传唤

时控制其电脑! 找到其窃取通达

公司图纸的线索和证据"没想到!

此时的高亮如同惊弓之鸟! 警方

的行动已引起了他的察觉! 他将

手提电脑带走! 关闭手机后玩起

了失踪"案件再度陷入困境"

废弃的旧电脑里 % 牵

出
&'((

余张图纸

为了寻找新的转机! 警方重

新对案件前期的工作进行总结!

从中梳理出新的思路! 决定对高

亮的办公室进行突击搜查" 搜查

过程中! 细心的侦查员在一个不

起眼的角落里! 发现了落满灰尘

的废旧手提电脑! 并依法进行了

扣押"

与此同时! 另一组侦查员到

富田公司的一个外协工厂进行调

查! 提取到
(

张富田公司提供给

该厂用以加工齿轮箱零部件的图

纸! 经比对这
(

张图纸与通达公

司的图纸一致"至此!富田公司采

取窃取图纸手段! 侵犯通达公司

商业秘密的部分主要证据已经获

取"

'

月
)!

日!警方对富田公司

侵犯商业秘密进行立案侦查!同

时对高亮采取了边控措施"

接下来 ! 警方对之前 &缴

获' 的那部废旧手提电脑进行了

艰苦的数据恢复! 发现里面存有

通达公司的全套图纸 ! 共
*+%%

余张! 其中有许多是李某通过电

子邮件向其发送的"

&内鬼' 露馅% 嫌疑人

准备外逃被抓获

警方对高亮废旧电脑内的数

据进一步分析! 发现李某离开通

达公司后! 该电脑内又出现了通

达公司的大量图纸! 这让人非常

疑惑"

通达公司图纸的设计 # 保

管# 存取有一整套的保密措施!

由公司的技术部门负责" 高亮和

李某能获取这些资料! 说明公司

还有 &内鬼'" 通过进一步分析

研判! 民警最终将嫌疑对象确定

为在任的技术部部长周某"

根据周某的交代! 警方立即

派员会同网安部门! 赴北京调取

了高亮等人的电子邮箱数据! 及

时固定了电子证据"

随后! 警方决定对高亮实施

抓捕 "

,

月
&"

日 ! 准备回家携

带相关证件潜逃出境的高亮! 被

守候的民警一举抓获"

权威部门鉴定 % 涉案

图纸系商业秘密

接着! 警方再度对富田公司

展开搜查! 并扣押了经营业务的

电脑及账目等资料! 初步认定富

田公司违法所得
'%%

余万元" 于

是! 办案民警结合已经调取的出

口报关单和扣押资料! 经询问公

司员工发现! 民宏公司与富田公

司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 自

-%&,

年
!

月至今年
,

月 ! 高亮

就以民宏公司出口富田公司组装

生产的侵权农用齿轮箱给美尼公

司" 因此富田公司和民宏公司涉

嫌共同犯罪 ! 警方随即并案侦

查"

经鉴定! 涉案的
*%%%

多份

技术图纸属于商业秘密! 具有非

共知性和同一性( 富田公司和民

宏公司出口销售价值人民币

,!%%

余万元的农用齿轮箱给美

尼公司! 违法所得人民币
!"%

余

万元" 在警方掌握了大量证据和

事实的情况下! 高亮对其侵犯商

业秘密犯罪供认不讳"

经查!

-%&&

年
&&

月至今年

,

月! 高亮先后向李某等人索要

通达公司生产农用齿轮箱的技术

图纸信息# 价格信息和客户信息

等商业秘密! 李某等人利用职务

之便! 先后将窃取的图纸等信息

通过电子邮箱 #

.

盘拷贝等方

式发送给高亮" 而高亮将窃取图

纸中的零件图发给外协工厂! 他

们根据零件图加工农用齿轮箱零

部件! 用于富田机电有限公司组

装# 生产与侵权农用齿轮箱! 出

口销售给通达公司在美国的唯一

客户美尼公司! 涉及
))

个系列

'+

多个品种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侵权违法所得人

民币
,+!

万余元"

其实! 民宏公司的实际经营

者就是高亮! 并与富田公司同处

经营"

$+),

年
!

月至今年
,

月!

高亮以民宏公司出口富田公司组

装# 生产的农用齿轮箱给美国美

尼公司 ! 侵权违法所得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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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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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碰
瓷
者
不
能
一
放
了
之

"

姜 洪

这几天有关 %碰瓷& 的信息屡见报

端'许是年关将至'碰瓷党们也要争%绩

效&(看看这标题就可见一斑)*中年男子

"撞车& 碰瓷) 你有钱就拿钱砸死我呀+

!

)$

月
)!

日"现代金报#$%有媒体还就此

盘点年度 "碰瓷大戏&, 对此类事件中

所传递的无奈' 执法机关- 司法机关不

能漠视,

对旁观者来说'碰瓷大戏的%桥段 &

看起来很好笑' 但被骚扰的司机对此就

不仅是无奈'更是气愤了,试想'好端端

开着车'车前或车旁突然出现倒地者'司

机的本能反应就是惊慌) 是不是撞到人

了(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就出了意外,这

可不是小事.

碰瓷频发'因素很多,但不可否认 '

对碰瓷者的处理过于轻微也在一定程度

上助长了丑行,最近的几件碰瓷事件'对

碰瓷者的处理就让人如鲠在喉, 上周的

一篇报道就很典型)%闹了近
)+

分钟后'

大妈总算被人架到了路边'她!司机$才

能开车走了,原本想将车挪到一边'等民

警来处理' 可好心市民劝她' 也没出啥

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于是司机开车

走了'途中再次接到民警电话时'称事情

已经解决'不需要民警处理了,#

就是因为有太多的 %大事化小小事

化了#'碰瓷者才能这里没成功'换个地

方继续%拼演技#'换个车主继续坑'甚至

把这当作生财之道, 这样的结局' 不仅

%和谐#掉了道德底线'更%和谐#掉了法

律威严,

碰瓷案件的社会影响非常恶劣 '最

明显的一条' 会对公共交通安全造成威

胁' 因为碰瓷的前提是必须造成交通事

故,然而'作为一种新型的犯罪手段'这

个行为却很难加以界定' 这也导致了当前对碰瓷行为的惩治

力度不足,伴随着私家车越来越多'碰瓷案件发生率也逐年提

升'如何在法律上约束这种行为'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法律如何规制碰瓷(已有法律专家进行过分析,根据具体

情节'碰瓷可能涉嫌几个罪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诈

骗罪-保险诈骗罪-敲诈勒索罪-抢劫罪等,有了对碰瓷行为的

定性'才能更好地认识和防范这种违法犯罪行为,不知道在这

些对碰瓷者轻描淡写的处理中'当事司机是否想到拿起法律武

器维权(息事宁人的旁观者是否想到这会放纵犯罪(执法人员

是否按照法律的规定细心甄别(对于极有可能涉嫌犯罪的碰瓷

行为见怪不怪或者无奈隐忍'不是法治社会应有的反应,

我国刑法中没有%碰瓷罪#'但不等于这类行为就一律不

构成犯罪,同样的'对碰瓷行为难以界定'不等于无法界定,依

法处理碰瓷'需要提升执法水平'需要完善法律'不能让司机

只靠行车记录仪自证清白,

更要让所有人知道'碰瓷不

是小事' 不能一笑了之-一

放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