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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象山警方向象山
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张某甲，检
察院同日作出批准逮捕决定。2
月24日下午，检察官通过远程视
频提审系统对嫌疑人张某甲进行
提审，26日，在辩护律师的见证
下，张某甲自愿认罪认罚，签署
《认罪认罚具结书》。而在案发
后，张某甲家属也代为退缴了全
部违法所得。

2月27日，象山检察院以涉
嫌销售伪劣产品罪对张某甲提起
公诉，并提出量刑建议。当时，张
某乙、许某某均已到案，在接受进
一步调查。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告诉记者：
“从现场拍摄的视频可见，张某甲
所联系的这家所谓的口罩生产厂
家，生产设备简陋，生产卫生条件
差，生产过程中无任何消毒防护措

施。经过专业机构鉴定，张某甲销
售的口罩不符合国家呼吸防护用
品相关标准，系不合格产品。”

3月11日上午，象山法院通
过远程视频开庭的方式，依法公
开审理了这起案件。

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甲以
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予以销
售，销售金额20万元以上、不满
50万元，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
产品罪。张某甲在疫情防控期间
销售伪劣的防护产品，应从重处
罚。同时，鉴于张某甲到案后如
实供述了自己罪行且自愿认罪认
罚，并主动退缴全部违法所得，最
终判处张某甲有期徒刑3年，并
处罚金30万元。

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方芳 徐如霞

余亚亚 王艺格

华灯初上，慈溪胜陆高架，最
左侧车道，后车视角的手机镜头对
准前面一辆快速行驶的二轮摩托
……近日，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的这
条抖音视频引起慈溪交警的注
意。通过研判循迹，警方查获摩托
车司机，于3月11日对该司机的违
法行为作出相应处罚。另外，上传
视频的后车司机，因开车时玩手机
也被处罚。

据介绍，驾驶摩托车的是贵州
人王某，3月7日晚7点左右，王某
驾驶自己的普通二轮摩托，后座载
着女友，从慈溪横河镇彭桥前往杭
州湾新区。“她没有上过高架，我想
带她一起去看看。”王某说，自己来
慈溪两年了，也从没开车上过高架，
就拐了上去，想体验一次没有红绿
灯的畅快通行。

不久后，驾驶面包车的范某从前

应路入口上了高架，看到前面王某驾
驶的摩托车。高架上禁止摩托车通
行，而且前面的摩托车开得比自己的
面包车都快，“看不过去”的范某随即
用手机拍了一段视频，后来还将该视
频上传到了自己的抖音上，把王某给

“曝光”了。
经警方调查，王某有摩托车驾驶

证，且摩托车的证照、保险齐全。事
发时，后座乘客戴了头盔，但驾车的
王某本人没戴。王某因实施机动车
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被处
以扣3分、罚款100元；同时，因未按
规定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被处以
扣2分、罚款50元。

而驾驶面包车拍下这段视频
的范某，存在边开车边拍视频的违
法行为，受到扣2分、罚款50元的
处罚。

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胡志东

象山男子销售假冒伪劣口罩被判3年
系我市首例起诉并判决的销售假冒伪劣口罩案

疫情发生后，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脱销，张某甲竟
伙同他人在这样的紧要关头销售假冒伪劣口罩，销售金额
高达21.6万元。3月11日，象山法院通过远程视频和网络
直播的方式开庭，当庭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张某甲有期
徒刑3年，并处罚金30万元。据悉，该案系宁波市首例起
诉并判决的销售假冒伪劣口罩案件。

1 月下旬，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电商平台、各地药房
出现“一罩难求”的现象。张某
甲认为，疫情期间卖口罩有利
可图，当即联系从事物流业务
的张某乙，两人商量着，打算从
河南购入一次性口罩，运回象
山销售。

1月26日，张某乙委托许某
某至河南新乡，从一家非正规的
生产厂家处购买某品牌口罩。许
某某以0.8元/只的价格买下12
万余只口罩，共花费10万余元。
该批口罩运回象山后，存放在张
某乙的物流公司仓库内。

2月1日，张某甲在明知这批
是假冒伪劣口罩的情况下，仍以
2.2-2.3元/只，通过淘宝、微信等
平台对外销售，销售金额达21.6
万元，非法获利12万元。

2月3日，象山警方将张某甲

抓获，并从张某甲处缴获了尚未
销售的口罩120只。当晚，象山
检察院派员提前介入侦查，引导
侦查人员固定微信聊天记录、支
付宝收款明细等证据，并提出深
挖细查上游生产、销售等犯罪产
业链条等建议。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介绍，1
月28日以来，河南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及该品牌口罩生产企业已经
连续发函声明，称该企业自2017
年1月19日后，就未生产过一次
性口罩，而且该企业生产的正规
产品，其初包装只有单只和10只
两种规格，最小包装内没有合格
证，口罩片上有品牌字样等特
征。但张某甲销售的这批口罩，
均为一次性口罩，为20只、50只
装，最小包装内有合格证，口罩上
无字样，很明显是假冒该品牌的
商品。

发生疫情，他竟想办法卖起假口罩

法院判决，被告人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

给你看个脑筋急转弯
摩托车上高架，后车拍下发抖音
两人为何同时被罚？

拍完视频后，范某驾驶面包车超过了摩托车。（监控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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