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京

（开庭宣读

 
上诉请求： 
一、 请求依法查明本案一审

之强接黑案、强立黑案、再强驳黑案，以黑案洗黑案之极其恶劣

重大刑事犯罪事实，并

程信息等十多处重大错误进行补正或更

1. 案件由来: 本案为（

以涉及知识产权管辖权为由，

民法院进行发回重审之一审案件（程序性裁定，原告反抗无效，

并没有法律救济途径）；而不是原告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立

案，依被告归属地管辖权移送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之一审

案件；依法责令

行发回重审]立案方式的表述；

据由[被告（被申请人）住所地

令一审法院依据《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规范》对

进行更正和补正。

2. 诉费缴纳：原告

理费，也没有在通州

缴纳任何的本案受理费，请依法查明是哪个犯罪份子

义偷偷并强行缴纳的

请依法责令一审法院依法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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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73 民终 4180 号案件之

上诉请求 
宣读和写入裁判文书正式版本

请求依法查明本案一审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强立黑案、再强驳黑案，以黑案洗黑案之极其恶劣

重大刑事犯罪事实，并依法责令其对违法犯罪之裁定书、审判流

处重大错误进行补正或更正。 

本案为（2021）京 0112 民初 28655 号发回重审案件，

以涉及知识产权管辖权为由，强行裁定移送至北京市东城区人

法院进行发回重审之一审案件（程序性裁定，原告反抗无效，

法律救济途径）；而不是原告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立

案，依被告归属地管辖权移送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之一审

责令一审法院依法将 [窗口直接立案

立案方式的表述；依法责令一审法院依法将管辖依

被告（被申请人）住所地]更正为[其它法依裁定

依据《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规范》对

补正。 

诉费缴纳：原告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缴纳过任何的案件受

也没有在通州法院再缴纳过任何案件受理费，也不同意

本案受理费，请依法查明是哪个犯罪份子

缴纳的 312 元案件受理费，钱又是从哪里来的

依法责令一审法院依法将交/退费人更正为实际交费人。

号案件之 

正式版本） 

、适用法律错误

强立黑案、再强驳黑案，以黑案洗黑案之极其恶劣

违法犯罪之裁定书、审判流

号发回重审案件，

裁定移送至北京市东城区人

法院进行发回重审之一审案件（程序性裁定，原告反抗无效，

法律救济途径）；而不是原告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立

案，依被告归属地管辖权移送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之一审

窗口直接立案]更正为[转院进

依法责令一审法院依法将管辖依

其它法依裁定]；依法责

依据《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规范》对[案件由来]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缴纳过任何的案件受

法院再缴纳过任何案件受理费，也不同意

本案受理费，请依法查明是哪个犯罪份子以原告名

是从哪里来的，

更正为实际交费人。 



 

3. 程序违法和适用法律错误：

来不予立案之驳回起诉

易程序的，其犯罪动机何在

4. 依法查明本案一审法院

告诉称》，均极其阴损的隐匿《原告举证如下》

5. 依法查明本案一审法院

原告拒缴案件受理费、原告亿万分反抗的情况下

犯罪动机。 

6. 依法查明本案一审法院将民事裁定书和民事裁定书之一，进行

本末倒置的作案

7. 依法查明并责令本案一审法院将其

材料中伪造了原告公司的印章”

原告的公章，并完完全全偷偷违法提交，并

标、19 个小项的全部商品，提起予以全部商品的核准注册的极

其恶意的驳回复审请求

标为“东方”和“精工”两字商标。”

8. 依法查明并责令

认为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具体是指

9. 依法查明本案一审

又不承认，以问话伪装开庭

10. 依法查明本案由来

的案件和本案一审之转院进行发回重审案件

续伪开庭，先强

11. 依法查明本案一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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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违法和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为转院进行发回重审案件

驳回起诉的裁定；立案后，又是如何依法适用简

其犯罪动机何在。 

一审法院和涉案法院，均极其阴损的

，均极其阴损的隐匿《原告举证如下》

明本案一审法院在没有起诉状、没有原告主体资格证明、

案件受理费、原告亿万分反抗的情况下

依法查明本案一审法院将民事裁定书和民事裁定书之一，进行

作案动机。 

责令本案一审法院将其裁定书之一第

材料中伪造了原告公司的印章”补正为：“…材料中全部伪造了

原告的公章，并完完全全偷偷违法提交，并对涉及

个小项的全部商品，提起予以全部商品的核准注册的极

驳回复审请求，并在文案中强拆“东方精工”四字商

标为“东方”和“精工”两字商标。”； 

令一审法院将其裁定书之一第２页第８行：“

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具体是指…”补正为：“原告举证如下”。

一审进行伪开庭；更换预订法庭进行问话

又不承认，以问话伪装开庭，庭审视频掐头去尾

由来之（2020）京 0112 民初 28655

和本案一审之转院进行发回重审案件之：

强转，再强立，再强驳的作案动机

依法查明本案一审法院直接送达给原告/上诉人

本案为转院进行发回重审案件，何

；立案后，又是如何依法适用简

极其阴损的篡改概括《原

，均极其阴损的隐匿《原告举证如下》的犯罪动机。 

在没有起诉状、没有原告主体资格证明、

案件受理费、原告亿万分反抗的情况下 ，强行立案的

依法查明本案一审法院将民事裁定书和民事裁定书之一，进行

第2页第16行“…

材料中全部伪造了

对涉及 15 个引证商

个小项的全部商品，提起予以全部商品的核准注册的极

在文案中强拆“东方精工”四字商

一审法院将其裁定书之一第２页第８行：“原告

”补正为：“原告举证如下”。 

进行问话但事后

掐头去尾的作案动机。 

28655 号发回重审

之：连续不审，连

的作案动机。 

上诉人之审判流程信



 

息弄虚作假、栽赃陷害的作案动机。
 

二、 依法驳回本案一审

违法犯罪之裁定，

纠纷外衣的行政、刑事、民事三案

本案一审、本案一审

本案原一审的全部卷宗材料移送至相关司法机进行立案侦查，以

会同本案紧密关联之行政一审、行政二审、行政再审、和上诉人

即将提起的检察抗诉之全部卷宗材料一起

更深、更高层次的贪腐人员

完结后，再重新启动本案的审理
 

三、 依法判决被上诉人超越其跑腿代办

手段、偷偷伪造上诉人公章，并使用假公章，

委托书】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为核心的全部用于商标驳回

复审的法律文件，

主的四字商标，强拆

注册商标涉及 19 个小项商品

况，提请予以全部

回复审失败，使上诉人不得不通过（

件法律诉讼途径进行挽回过程中，所

等合理经济损失 28,240.50
 
四、 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涉嫌与第三方乃至第

至更多刑事犯罪手段，偷偷、强行

 

第 3 / 5 页 

栽赃陷害的作案动机。 

驳回本案一审之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裁定，并依法中止本案审理，将披着民事纠纷或其它

的行政、刑事、民事三案紧密关联交叉复杂案件之

本案一审、本案一审案件由来之发回重审之一审、本案原

本案原一审的全部卷宗材料移送至相关司法机进行立案侦查，以

会同本案紧密关联之行政一审、行政二审、行政再审、和上诉人

即将提起的检察抗诉之全部卷宗材料一起进行侦查

更深、更高层次的贪腐人员、刑事犯罪、犯罪团伙，

完结后，再重新启动本案的审理。 

依法判决被上诉人超越其跑腿代办服务权限，以极其阴损

伪造上诉人公章，并使用假公章，用以

委托书】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为核心的全部用于商标驳回

复审的法律文件，并在文案中将以第 25667095 号“东方精工”为

，强拆为“东方”和“精工”两字商标，并

个小项商品，引证商标“东方”可以有争议的情

全部核准注册恶意唯一驳回复审请求，

使上诉人不得不通过（2019）京 73 行初

件法律诉讼途径进行挽回过程中，所产生的案件诉讼费、差旅费

28,240.50 元。 

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涉嫌与第三方乃至第 N 方串通，

刑事犯罪手段，偷偷、强行骗取的商标代理

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披着民事纠纷或其它

交叉复杂案件之本案、

重审之一审、本案原二审、

本案原一审的全部卷宗材料移送至相关司法机进行立案侦查，以

会同本案紧密关联之行政一审、行政二审、行政再审、和上诉人

进行侦查，以挖出更多、

、犯罪团伙，待刑事案件

权限，以极其阴损之欺瞒

用以伪造以【授权

委托书】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为核心的全部用于商标驳回

号“东方精工”为

为“东方”和“精工”两字商标，并在申请

，引证商标“东方”可以有争议的情

驳回复审请求，所导致的驳

行初 10932 号案

产生的案件诉讼费、差旅费

，通过上述、乃

的商标代理权无效。 



 

五、 依法判决被上诉人

的代价谋害顾主，所收取的跑腿递交
 
六、 依法判决被上诉人

商标局成功领取被中

有预谋之立即（在其收到的下一秒

的以第 25667095 号“东方精工”为主的两份

商标申请驳回通知书
 
七、 依法判决被上诉人

件审理过程中涉嫌

的私下微信聊天记录

假陈述、笔录更正（本案为披着民事外衣的重大刑事犯罪案件）

为伪证等的共同犯罪行为，所导致上诉人不得不提起

（2020）京 03 民终

济损失之合理分摊赔偿
 

八、 依法判决被上诉人

回重审案件中，以传票将

标代理合同纠纷”，涉及知识产权，需

法院进行发回重审

差旅费等经济损失
 
九、 依法判决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之

院进行发回重审案件过程中

后再强驳黑案的一系列违法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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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诉人返还超越其跑腿代办的服务权限，以

的代价谋害顾主，所收取的跑腿递交服务费 1250

被上诉人返还因涉嫌未依上诉人服务约定和授权，至

领取被中国邮政[抚大投递]同样涉嫌有背景、有组织、

在其收到的下一秒）退件，所强行

号“东方精工”为主的两份上诉人

申请驳回通知书，所收取的跑腿代办服务费

被上诉人在本案原一审（2019）京 0112 民初

涉嫌与法院串通合谋，唱双簧，强行以

微信聊天记录为伪证（罪），强行无中生有

笔录更正（本案为披着民事外衣的重大刑事犯罪案件）

的共同犯罪行为，所导致上诉人不得不提起

民终 2178 号案件，所产生的诉讼费、差旅费

合理分摊赔偿 20,000 元。 

被上诉人在本案由来之（2020）京 0112 民初

以传票将上诉人骗至北京，仅仅通知本案

，涉及知识产权，需要移送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

法院进行发回重审的违法犯罪过程中所产生的诉讼费、

等经济损失之合理分摊赔偿 0.01 元。 

依法判决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之（2021）京 0101

案件过程中，同其先强接黑案、再

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过程中

服务权限，以违法犯罪

1250 元。 

依上诉人服务约定和授权，至原

同样涉嫌有背景、有组织、

强行退回原商标局

上诉人 XC 挂号信之

服务费 1250 元。 

民初 33720 号案

强行以豪无关联性

无中生有、胡说八道之虚

笔录更正（本案为披着民事外衣的重大刑事犯罪案件）

的共同犯罪行为，所导致上诉人不得不提起本案原二审

所产生的诉讼费、差旅费等经

民初 28655 号发

通知本案为“商

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

诉讼费、举报费、

0101 民初 5522 号转

再强立黑案、最

过程中，所产生的诉



 

讼费、举报费、差旅费
 

十、 依法判决被上诉人

径解决因其拒开发票
 

十一、 依法判决被上诉人

工”驳回复审裁定书

重警告过程中所产生
 
以上上诉请求，上诉人已经进行了最

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

的写入裁判文书，这是法律明文赋予原告

权利和最基本保障。 

对，上诉请求包含事实和理由

防敌人一样的防着涉案法院，因为，上诉人

都可以得出结论，上诉人实际上

揭露真相、说真话的目的，不是

立贞洁牌坊。 
 
 
此致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抚顺东旭精工制辊科技有限公司

提交日期：2021 年 11 月

提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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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旅费等经济损失之合理分摊赔偿

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不得不通过 010-12366

发票纠纷所产生的手机通讯费 0.1

依法判决被上诉人赔偿因其恶意扣压第 25667095

驳回复审裁定书 21 天，所给上诉人造成的额外

所产生的手机通讯费 0.1 元。 

请求，上诉人已经进行了最大的压缩，不能再压缩了，

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至关重要，请依法一字不差

的写入裁判文书，这是法律明文赋予原告/上诉人/再审申请人的

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不得不像防

一样的防着涉案法院，因为，上诉人已经结案的全部

上诉人实际上，到底是正在和谁打官司

、说真话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婊子从良，而是防止婊子

抚顺东旭精工制辊科技有限公司 

月 25 日 

等经济损失之合理分摊赔偿 0.01 元。 

12366 投诉举报途

0.1 元。 

25667095 号“东方精

额外追问和对其严

大的压缩，不能再压缩了，

号都至关重要，请依法一字不差

再审申请人的最基本

像防损贼、防强盗、

已经结案的全部 11 个案件

在和谁打官司、进行战斗…… 

让婊子从良，而是防止婊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