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庭提交最终正式版本
 

本民事上诉状V5是基于

但并拒不指出怎么个言辞不当

最后才完全依据二审法院

后的 V4 版本所进行的修正

处如下： 

1、 上诉请求 

2、 事实与理由部分，增加

告新增举证如下：
 

特别声明：上诉人所提交的所有上诉状

本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均是本案的关键所在，均请依法入档。

敌人反对的，敌人害怕的，敌人阻挠的

============================================================

本上诉状是完全依据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立案庭李辉法官于

日上午 9 时 44 分通话内容

通，和所指出的不当言辞，并从中受益

院的正面形象加分。为防止画蛇添足，

官的通话要求，所进行的修

1、 上诉人被明确告之

不收取纸质卷宗！

2、 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只是代收上诉状

审法院直接联系上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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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上诉状 V5 
开庭提交最终正式版本 

是基于受到二审法院三个多月，三次以不当言辞，

言辞不当法……，在上诉人苦苦战斗三个多月后，

完全依据二审法院 2021 年 10 月 11 日的通话内容，所进行修改

进行的修正后的正式版本 V5. 相对于 V4

部分，增加：“原告重复举证如下：

告新增举证如下：……” 

特别声明：上诉人所提交的所有上诉状 V1-V5 及其附件材料，均是

本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均是本案的关键所在，均请依法入档。

敌人反对的，敌人害怕的，敌人阻挠的…. 都是案件关键所在。

============================================================

依据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立案庭李辉法官于

内容所进行的修改。上诉人完全接受李辉法官

所指出的不当言辞，并从中受益。履职法官为法官的正面形象加分，为法

为防止画蛇添足，本次所提交的上诉状为

修正。 

上诉人被明确告之：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上诉案件，只收取电子卷宗，

不收取纸质卷宗！---请二审法院予以书面确认是否属实

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只是代收上诉状材料，如果有问题，应该是二

审法院直接联系上诉人。 

三次以不当言辞，

在上诉人苦苦战斗三个多月后，

日的通话内容，所进行修改

V4 版本，修正之

举证如下：….”和“原

及其附件材料，均是

本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均是本案的关键所在，均请依法入档。 

都是案件关键所在。 

============================================================ 

依据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立案庭李辉法官于 2021 年 10 月 11

李辉法官的高质量沟

履职法官为法官的正面形象加分，为法

上诉状为，完全依据李辉法

对上诉案件，只收取电子卷宗，

请二审法院予以书面确认是否属实？ 

材料，如果有问题，应该是二



 

3、 收案法官应该对上诉状的事实进行审查，上诉人对所述事实承担法律

责任。 

4、 上诉人认为，本案应该上诉于北京市第二

者说用一个新罪行掩盖另一个旧的罪行，不得不裁定上诉于北京知识

产权法院，同犯罪分子曹跃

对发回重审不审

能被动接受，没有选择的权利

5、 本上诉状是对当事人

骑缝红章上诉状及附件材料共

调的是：两者均是

 

特别说明：本上诉状仅供上诉人立案使用，上诉人会在

其再次进行修正，并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上诉人：抚顺东旭精工制辊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凤伟 

电话：13804043549 

地址：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葛布后街

 

被上诉人：北京圣州国际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亚楠 

电话：13833079999，15811109937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绿景馨园东区

 

案由：商标代理合同纠纷（商标代理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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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案法官应该对上诉状的事实进行审查，上诉人对所述事实承担法律

本案应该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但为圆谎或

者说用一个新罪行掩盖另一个旧的罪行，不得不裁定上诉于北京知识

犯罪分子曹跃（法官、庭长、审判委员会成员

审，而进行的转院进行发回重审的骗局

能被动接受，没有选择的权利，也没有法律救济的途径

本上诉状是对当事人 2021 年 7 月 6 日通过中国邮政

骑缝红章上诉状及附件材料共 27 页】的修改版本，

两者均是本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请依法入档。

本上诉状仅供上诉人立案使用，上诉人会在

提供新的证据材料，如本案重要通话录音

：抚顺东旭精工制辊科技有限公司（一审原告） 

地址：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葛布后街 5 号楼 3 单元 301 号 

北京圣州国际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一审被告）

15811109937， 

北京市东城区绿景馨园东区 12 号楼 8 层 8105 号 

商标代理合同纠纷（商标代理权纠纷）或服务合同纠纷

收案法官应该对上诉状的事实进行审查，上诉人对所述事实承担法律

中级人民法院，但为圆谎或

者说用一个新罪行掩盖另一个旧的罪行，不得不裁定上诉于北京知识

、庭长、审判委员会成员）以违法

，而进行的转院进行发回重审的骗局一样，当事人只

，也没有法律救济的途径。 

通过中国邮政 EMS 所寄出的【加

，但是，需要着重强

请依法入档。 

本上诉状仅供上诉人立案使用，上诉人会在立案后对

通话录音光盘等。 

（一审被告） 

或服务合同纠纷、或吃西瓜纠纷 



 

 

原审法院及案号： 

原一审：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犯罪嫌疑人王宝荣（法官）的罪行量刑标准应该为

原一审之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犯罪嫌疑人全奕颖（法官）的

 

发回重审（未开庭审理，通知需

京 0112 民初 28655 号 》转至东城法院进行发回重审，但在

审案件伪装成一审案件，将案件伪装成开庭案件

犯罪分子，罪犯曹跃（法官、庭长、审判委员会成员）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本案，转院进行发回重审

（2021）京 0101 民初 5522

特别说明：原二审之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号，以案件仍然在，本案（

有生效的判决为由，驳回

诉人打了电话，对其进行了

并在通话快结束时，

案最后可能还要至北京高院进行

     上诉人申请再审的目的

案件延续之发回重审案件

的可能性，这是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的，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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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 0112 民初 33720

犯罪嫌疑人王宝荣（法官）的罪行量刑标准应该为 10 年以上，乃至无期徒刑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 03 民终

全奕颖（法官）的量刑标准应该为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通知需转院进行发回重审）：北京市通州区人法院，（

》转至东城法院进行发回重审，但在裁定书中将发回重

审案件伪装成一审案件，将案件伪装成开庭案件 

曹跃（法官、庭长、审判委员会成员）的罪行

转院进行发回重审案件（未开庭审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5522 号  接黑案、强立黑案、以黑案洗黑案

特别说明：原二审之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

号，以案件仍然在，本案（2021）京 0101 民初 5522 号，

有生效的判决为由，驳回了上诉人的再审请求。案件承办

对其进行了特别的解释说明，担心上诉人看不懂裁定书。

快结束时，无意识的长长叹了一口气（微表情，微动作），

北京高院进行审理，但承办法官不会再是她了！

上诉人申请再审的目的也是为了封本案法官的嘴，确认本案是原一审

之发回重审案件，封官字两个口之一的口，而且不给其任何反口

的可能性，这是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的，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33720 号 

年以上，乃至无期徒刑 

民终 2178 号 

年以上有期徒刑 

：北京市通州区人法院，（2020）

裁定书中将发回重

罪行量刑标准应该为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接黑案、强立黑案、以黑案洗黑案… 

2021）京民申 3071

号，发回重审中，没

。案件承办法官还专门给上

上诉人看不懂裁定书。 

叹了一口气（微表情，微动作），本

，但承办法官不会再是她了！ 

确认本案是原一审

，而且不给其任何反口

的可能性，这是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的，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上诉基于的事实理由

作为发回重审案件之【极为罕见

初 5522 号案件，其整个案件涉

1、 多处程序违法，多处

2、 当事人至北京市东城区法院窗口直接立案

3、 违法犯罪之立案信息之应交诉费之简易程序（小额诉讼）

4、 违法犯罪之诉费信息：上诉人没有，并强烈拒绝缴纳案件受理费，实则是：

拒绝东城法院接手黑案，

院不顾上诉人的火冒万丈的强烈申斥

法院则是强行以上诉人的名义收黑钱

5、 案件受理费弄虚作假

6、 法院直接送达上诉人法律文件

7、 案件性质弄虚作假，真相是

8、 管辖依据弄虚作假，不是被告

9、 又再次花样翻新的继续

10、 以欺骗利诱的问话伪造

11、 以预谋的法庭非指定的南区第

12、 违法犯罪、伪装开庭案件，以欺骗利诱的问话伪装

13、 拒收当事人当庭问话时所提交的证据

14、 裁定书违法隐匿案件来源

15、 裁定书将转院进行发回重审案件伪装成其它法院

16、 裁定书违法篡改上诉人的

17、 裁定书违法撰写事实

18、 裁定书违法隐匿或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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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理由 

【极为罕见转院进行发回重审】案件之（

整个案件涉及： 

多处弄虚作假、连案件审判流程信息

当事人至北京市东城区法院窗口直接立案，多阴损啊

立案信息之应交诉费之简易程序（小额诉讼）

违法犯罪之诉费信息：上诉人没有，并强烈拒绝缴纳案件受理费，实则是：

接手黑案，强立黑案，以黑案洗黑案。案件受理费是通州法

不顾上诉人的火冒万丈的强烈申斥，强行以上诉人的名义

以上诉人的名义收黑钱。 

弄虚作假!  真相是：上诉人拒绝在贵缴纳任何案件

法院直接送达上诉人法律文件件数弄虚作假、涉嫌栽赃陷害

，真相是：本案是其它法院移送进行发回重审案件

弄虚作假，不是被告住所地，而是“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

继续拿立案案由做文章，进行立黑案洗黑案

以欺骗利诱的问话伪造开庭 

非指定的南区第 13 法庭进行问话，原因或动机不明；

违法犯罪、伪装开庭案件，以欺骗利诱的问话伪装开庭。

拒收当事人当庭问话时所提交的证据 1 和证据 4，见新增附件

违法隐匿案件来源，阴损裁定立案适用简易程序

裁定书将转院进行发回重审案件伪装成其它法院立案之

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 

或缺少上诉人举证之关键证据材料：

案件之（2021）京 0101 民

案件审判流程信息都是一塌糊涂； 

，多阴损啊； 

立案信息之应交诉费之简易程序（小额诉讼），多阴损啊 

违法犯罪之诉费信息：上诉人没有，并强烈拒绝缴纳案件受理费，实则是：

立黑案，以黑案洗黑案。案件受理费是通州法

，强行以上诉人的名义转黑钱，东城

拒绝在贵缴纳任何案件受理费… 

弄虚作假、涉嫌栽赃陷害 

进行发回重审案件 

而是“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 

立黑案洗黑案 

进行问话，原因或动机不明； 

开庭。 

，见新增附件 5； 

适用简易程序，C！ 

立案之移送案件 

：原告举证如下： 



 

19、 裁定书违法隐匿案件受理费来源和承担

20、 对问话录音录像掐头去尾

全国人民、欺骗相关

21、 伪装开庭… 

22、 拒绝更正错误的审判流程信息，拒绝对裁定书重大错误之处进行补正，拒

绝正面回答上诉人关于案件错误审判流程信息和裁

话，或避重就轻，或扯东扯西，或强行直接回避

…… 

上述证明可见附件 2 和附件

举报信的部分内容页面。如需要更多，

可稍后提供。 
 

法院作案极其的专业与隐蔽，尤其是几大法院合伙害人，

虽然还有海量违法犯罪线索没有点出，但上诉人还需要时间慢慢发现、剖析。

 

本案接手黑案、强立黑案、以黑案洗黑案，执法犯法、监守自盗。

到（2020）京 0112 民初 28655

样害人了，但是反抗无效，

只能被动接受。 
 

本案的裁定书假如过了上诉期

人届时将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理】

 

美其名曰的“对判决结果不服

2 好比就是判决结果，上诉人是对

决结果不服，因为上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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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隐匿案件受理费来源和承担 

录音录像掐头去尾，并以其伪装开庭录音录像进行

、欺骗相关司法部门。 

拒绝更正错误的审判流程信息，拒绝对裁定书重大错误之处进行补正，拒

绝正面回答上诉人关于案件错误审判流程信息和裁判文书疑问的留言与问

话，或避重就轻，或扯东扯西，或强行直接回避：已阅，知道了

和附件 3 之上诉人向司法整顿第一、第二

如需要更多，更清晰、更系统的证明

案极其的专业与隐蔽，尤其是几大法院合伙害人，

虽然还有海量违法犯罪线索没有点出，但上诉人还需要时间慢慢发现、剖析。

强立黑案、以黑案洗黑案，执法犯法、监守自盗。

28655 号案件的裁定书的当天，上诉人就知道他们

但是反抗无效，和本系列案件上诉人所遭遇的无数次“强奸”

过了上诉期限，公安部门不予立案，法院不再受理，

将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理】。 

对判决结果不服”！ 这好比一道幼儿园学前班的算术题，

好比就是判决结果，上诉人是对 1+1 算术题的本身不服，而不是对

因为上诉人的算术题是 1+7，而不是 1+1，题目本身错了，结果自

开庭录音录像进行公开，欺骗

拒绝更正错误的审判流程信息，拒绝对裁定书重大错误之处进行补正，拒

判文书疑问的留言与问

已阅，知道了… 

、第二指导组所提交

证据材料，上诉人

案极其的专业与隐蔽，尤其是几大法院合伙害人，团伙作案。上诉人

虽然还有海量违法犯罪线索没有点出，但上诉人还需要时间慢慢发现、剖析。 

强立黑案、以黑案洗黑案，执法犯法、监守自盗。上诉人收

，上诉人就知道他们要怎

和本系列案件上诉人所遭遇的无数次“强奸”一样，

，法院不再受理，上诉

这好比一道幼儿园学前班的算术题，1+1=2，

而不是对 1+1=2 的判

题目本身错了，结果自



 

然错！上诉人只能对计算结果不服，不能对

害了多少人啊！！！… 
 

例如，假如如果有人给上诉人

7，你说 7，上诉人就说你说的是

上，因为上诉人根本没有听错，也

是 7、7、7、7、7…，我哥，我姐，

论你告到哪里，小学算术题

    

   同【打黑首先要打掉保护伞

便是已经浮出水面的三大法院

保护伞！ 

但不同的是，本案不需要首先打掉保护伞，本案

明本案案件来源，上诉人【真实的】上诉请求，原告举证证据便可，这也都是裁

判文书的必要要素，让上诉

用以损害上诉人的商誉，这是多么简单的要求啊？简单到和“不能随地吐痰

能随地大小便”的要求等同

案件来源：上诉人抚顺东旭精工制辊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东旭公司），因

服务合同民事纠纷一案，于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于 2019

民事判决，上诉人不服该判决，于

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

民终 2178 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北京市通州区法院于

立案，并于 2020 年 12 月 21

重审的民事裁定。北京市东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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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只能对计算结果不服，不能对题目本身不服，这得多害人啊！

如果有人给上诉人 200 万黑钱，上诉人就会从头至尾分不清

你说的是 1，舌头长在上诉人的嘴里，笔握在上诉人的手

上，因为上诉人根本没有听错，也不会看错，你说的就是 1、1

，我哥，我姐，我妹、我叔、我妈、我爷爷都不会听错，

论你告到哪里，小学算术题 1+1=2 都不会有错，你能耐我何？？？

打黑首先要打掉保护伞】一样，本案的核心同样是保护伞

法院保护伞，可能后继的保护伞、和远

但不同的是，本案不需要首先打掉保护伞，本案裁判文书只需依法如实写

明本案案件来源，上诉人【真实的】上诉请求，原告举证证据便可，这也都是裁

判文书的必要要素，让上诉人如实说句话便可，而不是裁判文书的长长的裹脚布，

，这是多么简单的要求啊？简单到和“不能随地吐痰

等同了。 

上诉人抚顺东旭精工制辊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东旭公司），因

服务合同民事纠纷一案，于 2019 年 9 月 18 日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9 年 12 月 6 日作出（2019）京 0112

民事判决，上诉人不服该判决，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作出（

民事裁定，发回重审。北京市通州区法院于 2020

21 日作出（2020）京 0112 民初 28655

重审的民事裁定。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2 月 5 日以商标代理合同纠

本身不服，这得多害人啊！这得

万黑钱，上诉人就会从头至尾分不清 1 和

，舌头长在上诉人的嘴里，笔握在上诉人的手

1、1、1、1….，不

我爷爷都不会听错，无

你能耐我何？？？… 

保护伞，本案的难点

保护伞、和远在水面之下的大

裁判文书只需依法如实写

明本案案件来源，上诉人【真实的】上诉请求，原告举证证据便可，这也都是裁

人如实说句话便可，而不是裁判文书的长长的裹脚布，

，这是多么简单的要求啊？简单到和“不能随地吐痰、不

上诉人抚顺东旭精工制辊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东旭公司），因

日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0112 民初 33720 号

日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日作出（2020）京 03

2020 年 11 月 4 号重新

28655 号转院进行发回

以商标代理合同纠



 

纷的案由重新立案，并于 2021

事裁定，上诉人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至目前为止，所述全部四个案件，当事人只缴纳（

号案件受理费 104 元，本案

 

本案核心事实： 

1、 上诉人没有找被上诉人做驳回

2、 上诉人没有找被上诉人作驳回复审

3、 上认人没有找被上诉人作驳回复审

…… 

4、 上诉人只是和其签署了一份跑腿和咨询的服务合同

因是中国邮政【抚顺大官营业部】在收到驳回通知书的下一秒便

接进行了退件

再次由【抚顺市中心】退回到【抚大投递】，

投递记录后，第二天便直接

行退回，是因为上诉人在

【抚大投递】，之后

涉案法院一样，都“强奸”上诉人，“轮奸”上诉人。。。

5、 上述人仅仅只是授权被上诉人领取被强行退回的驳回通知书

6、 上述人仅仅只是授权被上诉人领取被强行退回的驳回通知书

7、 上述人仅仅只是授权被上诉人领取被强行退回的驳回通知书

…… 

8、 被上诉人伪造了以授权委托书、上诉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人为关键

法律文件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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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24 日作出（2021）京 0101

事裁定，上诉人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 

至目前为止，所述全部四个案件，当事人只缴纳（2019）京

元，本案的案件受理费是哪里来的？是咋变出来的？

上诉人没有找被上诉人做驳回复审…. 

上诉人没有找被上诉人作驳回复审… 

上认人没有找被上诉人作驳回复审…。。。 

上诉人只是和其签署了一份跑腿和咨询的服务合同

因是中国邮政【抚顺大官营业部】在收到驳回通知书的下一秒便

接进行了退件操作，应该是有人发现作案太过明显（投递员太笨了），

再次由【抚顺市中心】退回到【抚大投递】，（涉嫌

投递记录后，第二天便直接再次迫不及待的强行退回

行退回，是因为上诉人在国知局官网显示驳回发文后，三次亲自至

，之后又多次电话跟踪．．．但无用，和被上诉人，几大

涉案法院一样，都“强奸”上诉人，“轮奸”上诉人。。。

上述人仅仅只是授权被上诉人领取被强行退回的驳回通知书

上述人仅仅只是授权被上诉人领取被强行退回的驳回通知书

上述人仅仅只是授权被上诉人领取被强行退回的驳回通知书

被上诉人伪造了以授权委托书、上诉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人为关键

法律文件的、所有用于驳回复审的全部法律文件（伪造上诉人公章）

0101 民初 5522 号民

）京 0112 民初 33720

的案件受理费是哪里来的？是咋变出来的？… 

上诉人只是和其签署了一份跑腿和咨询的服务合同（收钱合同），起

因是中国邮政【抚顺大官营业部】在收到驳回通知书的下一秒便直

操作，应该是有人发现作案太过明显（投递员太笨了），

涉嫌）作了两个虚假

退回…. 之所以说强

显示驳回发文后，三次亲自至

但无用，和被上诉人，几大

涉案法院一样，都“强奸”上诉人，“轮奸”上诉人。。。 

上述人仅仅只是授权被上诉人领取被强行退回的驳回通知书… 

上述人仅仅只是授权被上诉人领取被强行退回的驳回通知书… 

上述人仅仅只是授权被上诉人领取被强行退回的驳回通知书… 

被上诉人伪造了以授权委托书、上诉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人为关键

法律文件（伪造上诉人公章），



 

谋害上诉人… 

9、 被上诉人伪造了以授权委托书、上诉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人为关键

法律文件的、所有用于

谋害上诉人… 

10、 被上诉人伪造了以授权委托书、上诉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人为关键

法律文件的、所有用于驳回复审的全部法律文件（伪造上诉人公章），

谋害上诉人… 

…… 

11、 上诉人没有授权被上诉人作驳回复审．．．

12、 上诉人没有授权被上诉人作驳回复审．．．

13、 上诉人没有授权被上诉人作驳回复审．．．

…… 

上诉人在以上 5 个案件中均

证据一（详情）是一锤定音的核心证据

证据一（详情）是一锤定音的核心证据

证据一（详情）是一锤定音的核心证据

…… 

依法治国，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力，司法的尊严不容任何人践踏，如要执法人员

而能不受法律的制裁，建党

什么样子？上诉人不敢想象，也不敢说

      
 

上诉请求：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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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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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诉人伪造了以授权委托书、上诉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人为关键

法律文件的、所有用于驳回复审的全部法律文件（伪造上诉人公章），

 

被上诉人伪造了以授权委托书、上诉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人为关键

法律文件的、所有用于驳回复审的全部法律文件（伪造上诉人公章），

 

上诉人没有授权被上诉人作驳回复审．．． 

上诉人没有授权被上诉人作驳回复审．．． 

上诉人没有授权被上诉人作驳回复审．．． 

个案件中均举证如下：证据一（详情）

证据一（详情）是一锤定音的核心证据… 

证据一（详情）是一锤定音的核心证据… 

证据一（详情）是一锤定音的核心证据… 

依法治国，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社会才能和谐，依法治国需要法律的公信

力，司法的尊严不容任何人践踏，如要执法人员执法犯法、监守自盗、

建党 100 年了，建国 72 年了，党和国家将会演变成一个

不敢想象，也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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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上诉人伪造了以授权委托书、上诉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人为关键

驳回复审的全部法律文件（伪造上诉人公章），

被上诉人伪造了以授权委托书、上诉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人为关键

法律文件的、所有用于驳回复审的全部法律文件（伪造上诉人公章），

） 

，社会才能和谐，依法治国需要法律的公信

执法犯法、监守自盗、践踏法律

年了，党和国家将会演变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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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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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责令一审法院依法将

行发回重审]立案方式的表述；依法责令一审法院依法将管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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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缴纳过任何的案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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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3. 程序违法和适用法律错误：

来不予立案之驳回起诉的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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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犯罪动机

5. 依法查明本案一审法院

 

第 9 /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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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依法责令其对违法犯罪之裁定书、审判流

等十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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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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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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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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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依法责令一审法院依法将交/退费人更正为实际交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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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程序的，其犯罪动机何在。 

依法查明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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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犯罪动机

明本案一审法院在没有起诉状、没有原告主体资格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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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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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案方式的表述；依法责令一审法院依法将管辖依

其它法依裁定]；依法责

令一审法院依据《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规范》对[案件由来]

纳：原告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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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费人更正为实际交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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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涉案法院，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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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拒缴案件受理费、原告亿万分反抗的情况下，强行立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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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末倒置的作案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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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查明并责令一审法院将其裁定书之一第２页第８行：“原告

认为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具体是指

9. 依法查明本案一审进行伪

又不承认，以问话伪装开庭，庭审视频

10. 依法查明本案由来之（

的案件和本案一审之转院进行发回重审案件之：

续伪开庭，先强转，再强立，再强驳的作案动机

11. 依法查明本案一审法院直接送达给原告

息弄虚作假、栽赃陷害的作案动机。
 

二、 依法驳回本案一审之

违法犯罪之裁定，

纠纷外衣的行政、刑事、民事三案

本案一审、本案一审案件由来之发回重审之一审、本案原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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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拒缴案件受理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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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末倒置的作案动机。 

依法查明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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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查明并责令一审法院将其裁定书之一第２页第８行：“原告

认为本案涉及刑事犯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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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后

又不承认，以问话伪装开庭，庭审视频掐头去尾

依法查明本案由来之（2020）京 0112 民初 28655

的案件和本案一审之转院进行发回重审案件之：

续伪开庭，先强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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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之审判流程信

息弄虚作假、栽赃陷害的作案动机。 

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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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纠纷外衣的行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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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原二审、

原告拒缴案件受理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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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查明并责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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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换预订法庭进行问话但事后

掐头去尾的作案动机。 

28655 号发回重审

的案件和本案一审之转院进行发回重审案件之： 连续不审，连

续伪开庭，先强转，再强立，再强驳的作案动机。 

上诉人之审判流程信

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中止本案审理，将披着民事纠纷或其它

交叉复杂案件之本案、

本案一审、本案一审案件由来之发回重审之一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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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将提起的检察抗诉之全部卷宗材料一起进行侦查，以挖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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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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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拆为“东方”和“精工”两字商标，并在申请

注册商标涉及 19 个小项商品，引证商标“东方”可以有争议的情

况，提请予以全部核准注册恶意唯一驳回复审请求，所导致的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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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骗取的商标代理权无效。

五、 依法判决被上诉人

的代价谋害顾主，所收取的跑腿递交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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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件，所强行退回原商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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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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挖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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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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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四字商标，强拆为“东方”和“精工”两字商标，并在申请

个小项商品，引证商标“东方”可以有争议的情

况，提请予以全部核准注册恶意唯一驳回复审请求，所导致的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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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乃

至更多刑事犯罪手段，偷偷、强行骗取的商标代理权无效。

依法判决被上诉人返还超越其跑腿代办的服务权限，以违法犯罪

的代价谋害顾主，所收取的跑腿递交服务费 1250

依法判决被上诉人返还因涉嫌未依上诉人服务约定和授权，至

商标局成功领取被中国邮政[抚大投递]同样涉嫌有背景、有组织、

之立即（在其收到的下一秒）退件，所强行退回原商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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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挖出更多、

更深、更高层次的贪腐人员、刑事犯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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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四字商标，强拆为“东方”和“精工”两字商标，并在申请

个小项商品，引证商标“东方”可以有争议的情

况，提请予以全部核准注册恶意唯一驳回复审请求，所导致的驳

行初 10932 号案

产生的案件诉讼费、差旅费

方串通，通过上述、乃

至更多刑事犯罪手段，偷偷、强行骗取的商标代理权无效。 

返还超越其跑腿代办的服务权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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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立即（在其收到的下一秒）退件，所强行退回原商标局



 

的以第 25667095 号“东方精工”为主的两份上诉人

商标申请驳回通知书，所收取的跑腿代办服务费
 
七、 依法判决被上诉人在本案原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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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2020）京 03 民终

济损失之合理分摊赔偿
 

八、 依法判决被上诉人在本案

回重审案件中，以传票将上诉人

标代理合同纠纷”，涉及知识产权，需要移送

法院进行发回重审

差旅费等经济损失之合理分摊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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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先强接黑案、再强立黑案、最

后再强驳黑案的一系列违法犯罪

讼费、举报费、差旅费
 

十、 依法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不得不通过

径解决因其拒开发票纠纷所产生的手机通讯费
 

十一、 依法判决被上诉人赔偿因其恶意扣压

工”驳回复审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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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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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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说八道之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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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共同犯罪行为，所导致上诉人不得不提起本

民终 2178 号案件，所产生的诉讼费、差旅费等经

济损失之合理分摊赔偿 20,000 元。 

依法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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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通知本案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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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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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强立黑案、最

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过程中，所产生的诉

讼费、举报费、差旅费等经济损失之合理分摊赔偿

依法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不得不通过 010-12366

径解决因其拒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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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东方精工”为主的两份上诉人 XC 挂号信之

申请驳回通知书，所收取的跑腿代办服务费 1250 元。 

民初 33720 号案

强行以豪无关联性

强行无中生有、胡说八道之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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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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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过程中，同其先强接黑案、再强立黑案、最

过程中，所产生的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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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警告过程中所产生的手机通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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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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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得出结论，上诉人实际上，到底

揭露真相、说真话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婊子从良，而是防止婊子

立贞洁牌坊。 

 

事实与理由 
 
上诉人重复举证如下：
 
来源于二审法院（2019）京

寄给上诉人之第 25667905

案案件均再提供一次），用以证明：

1、 这才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纠纷焦点，而且是从始至终。

2、 10932 号案件开庭日期为

人收到该商标档案的日期为

上诉人在收到该档案后，才知道被上诉人伪造了哪些商标驳回

复审的法律文件，才知道所述法律文件

公章。被上诉人所说的“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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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警告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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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审申请人的最基本

对，上诉请求包含事实和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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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得出结论，上诉人实际上，到底是正在和谁打官司、进行战斗

揭露真相、说真话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婊子从良，而是防止婊子

举证如下： 

）京 73 行初 10932 号案件开庭后，

25667905 号“东方精工”商标申请驳回复审档案（涉

案案件均再提供一次），用以证明： 

这才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纠纷焦点，而且是从始至终。

号案件开庭日期为 2019 年 9 月 18 日上午

人收到该商标档案的日期为 2019 年 10 月 22 日

上诉人在收到该档案后，才知道被上诉人伪造了哪些商标驳回

复审的法律文件，才知道所述法律文件是均需要上诉人的

被上诉人所说的“签署了服务合同，所有文件便都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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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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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和谁打官司、进行战斗…… 

揭露真相、说真话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婊子从良，而是防止婊子

号案件开庭后，……，才邮

号“东方精工”商标申请驳回复审档案（涉

这才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纠纷焦点，而且是从始至终。 

日上午 10 时，上诉

日 17 时，……，

上诉人在收到该档案后，才知道被上诉人伪造了哪些商标驳回

均需要上诉人的加盖

了服务合同，所有文件便都不再



 

需要上诉人同意和盖章”的谎言才被证实

3、 （2019）京 0112

18 日，所签收的跑腿代交服务合同是上诉人在立案当时，唯一

一份能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关系的法律文件。

4、 被上诉人在文案中极其阴损的强拆四字商标“东方精工”为两

字商标，恶意提请

注册。 

5、 刑事犯罪线索还应很多，需要在刑事立案侦查时再一一说明。

 

上诉人新增举证如下：
 
一、 来源 2021 年 6 月

楼依法复印的第 25667096

明： 

1、 这是上诉人第一次看到

连复印档案的工作人员，都

公章，均是假的。

2、 被上诉人不但伪造上诉人的公章，还使用假公章。

3、 上诉人在之前的案件中之所以没有提供该份证据，是因为上诉

人手里没有，所以被上诉人说“都给上诉人看过了，上诉人也

没有纠结公章的事情”是在胡说八道，构成新的刑事犯罪。
 

二、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之第

请初步审定公告通知书。用以证明：

回复审请求；2、被上诉人恶意强拆四字商标为两字商标，恶意提请复

 

第 14 / 17 页 

需要上诉人同意和盖章”的谎言才被证实。 

0112 民初 33720 号案件收案日期为

日，所签收的跑腿代交服务合同是上诉人在立案当时，唯一

一份能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关系的法律文件。

被上诉人在文案中极其阴损的强拆四字商标“东方精工”为两

字商标，恶意提请 19 个小项 16 个引证商标全部商品予以核准

刑事犯罪线索还应很多，需要在刑事立案侦查时再一一说明。

上诉人新增举证如下： 

月 10 日下午，上诉人至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25667096 号“东旭精工”商标驳回复审档案。

第一次看到被上诉人所伪造两份商标档案的原件，

连复印档案的工作人员，都能一眼看出了该档案所使用的全部

公章，均是假的。 

被上诉人不但伪造上诉人的公章，还使用假公章。

上诉人在之前的案件中之所以没有提供该份证据，是因为上诉

人手里没有，所以被上诉人说“都给上诉人看过了，上诉人也

没有纠结公章的事情”是在胡说八道，构成新的刑事犯罪。

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之第 25667095 号“东方精工”商标注册申

。用以证明：1、被上诉人恶意提请商标注册驳

被上诉人恶意强拆四字商标为两字商标，恶意提请复

号案件收案日期为 2019 年 9 月

日，所签收的跑腿代交服务合同是上诉人在立案当时，唯一

一份能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关系的法律文件。… 

被上诉人在文案中极其阴损的强拆四字商标“东方精工”为两

个引证商标全部商品予以核准

刑事犯罪线索还应很多，需要在刑事立案侦查时再一一说明。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大

号“东旭精工”商标驳回复审档案。用以证

商标档案的原件，

一眼看出了该档案所使用的全部

被上诉人不但伪造上诉人的公章，还使用假公章。 

上诉人在之前的案件中之所以没有提供该份证据，是因为上诉

人手里没有，所以被上诉人说“都给上诉人看过了，上诉人也

没有纠结公章的事情”是在胡说八道，构成新的刑事犯罪。 

号“东方精工”商标注册申

被上诉人恶意提请商标注册驳

被上诉人恶意强拆四字商标为两字商标，恶意提请复



 

审请求是导致驳回复审失败必要不少的关键所在，是必要条件。
 

三、来源本案原一审（2019

上诉人笔录更正。用以证明

件，是在血口喷人、是

刑事犯罪。 
 

以上上诉人重复举证

判文书，这是案件的核心关键所在

 

本案之原一审、二审、发回重审

其罕见案件的发回重审案件】所有卷宗材料。

核心是：上诉人根本就没有

自己做驳回复审，上诉人

涉嫌违法强行当天和第二天强行退回的商标申请驳回通知书，

偷偷强行伪造了以授权委托书

于驳回复审的法律文件并偷偷强行提交

被上诉人涉嫌与原一审法院法官

为道具，共同进行极其拙劣和恶劣的刑事犯罪。

 

特别说明： 

1、 本上诉状仅供二审立案使用，上诉人在立案后，将对本上诉状和上诉请求

进行补充和更正，以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

2、 作为【极为罕见之转院进行发回重审】案件，

多处程序违法、弄虚作假、坑蒙拐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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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请求是导致驳回复审失败必要不少的关键所在，是必要条件。

2019）京 0112 民初 33720 号案件电子卷宗之被

上诉人笔录更正。用以证明：被上诉人笔录更正是构成

血口喷人、是在无中生有、是胆大包天，应该

举证和新增举证如下，请依法一字不差的写入裁

判文书，这是案件的核心关键所在。 

本案之原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和作为发回重审裁定转院进行发回重审之【极

其罕见案件的发回重审案件】所有卷宗材料。 

核心是：上诉人根本就没有授权被上诉人驳回复审的权限，是上诉人

上诉人只是授权被上诉人领取被中国邮政【抚大投递】

涉嫌违法强行当天和第二天强行退回的商标申请驳回通知书，

偷偷强行伪造了以授权委托书、上诉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为主的全部用

并偷偷强行提交，以恶意的撰写文案和

涉嫌与原一审法院法官等串通，合谋、合伙以微信聊天记录

为道具，共同进行极其拙劣和恶劣的刑事犯罪。 

本上诉状仅供二审立案使用，上诉人在立案后，将对本上诉状和上诉请求

，以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 

作为【极为罕见之转院进行发回重审】案件，以极其阴损绝户的

多处程序违法、弄虚作假、坑蒙拐骗、并涉嫌洗黑钱、洗黑案、

审请求是导致驳回复审失败必要不少的关键所在，是必要条件。 

号案件电子卷宗之被

是构成刑事犯罪的要

无中生有、是胆大包天，应该已经构成新的

如下，请依法一字不差的写入裁

和作为发回重审裁定转院进行发回重审之【极

的权限，是上诉人

领取被中国邮政【抚大投递】

涉嫌违法强行当天和第二天强行退回的商标申请驳回通知书， 被上诉人便

上诉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为主的全部用

恶意的撰写文案和提复审请求。 

合伙以微信聊天记录

本上诉状仅供二审立案使用，上诉人在立案后，将对本上诉状和上诉请求

极其阴损绝户的

涉嫌洗黑钱、洗黑案、



 

团伙作案之接力作案之

头，以其极其阴损绝户的替代民事案件的开庭

损绝户的裁定书。

但，这又引出一个特大号的

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

……. 

当事人就弄不明白了，

几遍，都是“坑蒙拐骗”的

的案子哪里去了呢？？？

3、 请东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将

第二审人民法院依法将东城区人民法院【违法】遗漏的案卷补齐。

 

附件 

1、 上诉人之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复印件、送达地址确认书一式一份，共

2、 上诉人于 2021 年 6 月

举报信之 1/41-8/41和

3、 上诉人于 2021 年 6 月

原一审和原发回重审案件举报信之

4、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三庭（知识产权审判庭）庭室法法官

2021 年 8 月１６日通过

共１页（本次新增）。

5、 本案（2021）京 0101

件，一式一份，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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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伙作案之接力作案之重要节点之一环，挂着“涉刑问话”的羊

头，以其极其阴损绝户的替代民事案件的开庭，并出具了

。 

但，这又引出一个特大号的 Bug，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

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 

当事人就弄不明白了，如果发回重审案件，来来回回

“坑蒙拐骗”的裁定，没有判决，那么，

的案子哪里去了呢？？？ 

请东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将手中全部案卷和证据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并请

第二审人民法院依法将东城区人民法院【违法】遗漏的案卷补齐。

上诉人之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复印件、送达地址确认书一式一份，共 4 页。 

月 30 通过中国邮政寄给司法整顿第一指导组关于本案

和 13/41-15/41页面之扫描打印件一式一份

月 30 通过中国邮政寄给司法整顿第二指导组关于本案

原一审和原发回重审案件举报信之正文扫描打印件一式一份，共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三庭（知识产权审判庭）庭室法法官

通过 010-65612368 短信手机截屏打印件，

。 

0101 民初 5522 号【伪开庭】被拒收关键

3 页（本次新增）。 

挂着“涉刑问话”的羊

，并出具了极其阴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

来来回回“审”了好

判决，那么，请问当事人

案卷和证据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并请

第二审人民法院依法将东城区人民法院【违法】遗漏的案卷补齐。 

上诉人之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

通过中国邮政寄给司法整顿第一指导组关于本案

一式一份，共11页。 

通过中国邮政寄给司法整顿第二指导组关于本案

扫描打印件一式一份，共 2 页。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三庭（知识产权审判庭）庭室法法官于

手机截屏打印件，一式一份，

被拒收关键证据 1 原件复印



 

上诉人所有递交法律文件均有彩色扫描件，拍照、签收证明等措施，

所有递交法律文件均盖有【骑缝红章】，邮寄交寄单均明确文件

案号、均加骑缝红章。 
 
所有涉案通话均有通话录音
 
更多之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将在二审立案后提供。

 
上诉人所提交的所有法律文件，均是

入档留存。 
 
案件的核心在于裁判文书，裁判文书的核心

犯罪的篡改上诉人的诉称，不能不明确案件由来

件核心）、不能不明确案件受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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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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所有递交法律文件均有彩色扫描件，拍照、签收证明等措施，

法律文件均盖有【骑缝红章】，邮寄交寄单均明确文件

通话录音。 

更多之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将在二审立案后提供。

上诉人所提交的所有法律文件，均是本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请依法

案件的核心在于裁判文书，裁判文书的核心在于认清事实，不能违法

犯罪的篡改上诉人的诉称，不能不明确案件由来 ，不能没有原告举证（案

件核心）、不能不明确案件受理费….. 

抚顺东旭精工制辊科技有限公司 

月 25 日 

上诉人所有递交法律文件均有彩色扫描件，拍照、签收证明等措施，

法律文件均盖有【骑缝红章】，邮寄交寄单均明确文件内容、页数、

更多之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将在二审立案后提供。 

本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请依法

在于认清事实，不能违法

，不能没有原告举证（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