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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那 娜

  如果财务人员轻信骗局导致单位遭受巨额损

失，责任该由谁承担？

  2019年10月，刘某入职某公司担任出纳，主要负

责收付款等业务。2020年7月的一天，刘某收到一条

外地手机号码发送的短信，内容为“你现在加一下王

总的QQ号，王总在开会，有事要你处理”。

  刘某未经核实便按照短信、QQ信息的要求，几

小时内连续将公司18.8万元以不同方式分别转入几

个指定账户。转账后，刘某发现受骗，遂到公安机关

报案。之后，刘某离职回家。

  今年5月，公司将刘某起诉至新疆乌鲁木齐市米

东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刘某赔偿因工作重大

过失给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18.8万元。

  米东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刘某作为财务人员，应

熟知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且对于电信诈骗应有一定

的辨识能力，但其对转账指令未加以辨别便将公司

款项转出，导致公司遭受损失。根据该公司财务制度

以及出纳工作职责要求，公司每支出一笔款项均应

逐级请示汇报，而刘某擅自通过公司账户和公司负

责人银行卡转账，违反了公司基本财务操作流程，具

有过错。

  作为管理者，公司对刘某岗位教育培训存在不

足，给予出纳等财务人员的权限较大而又缺乏监督，

使其仅凭个人权限就能够使用公司大额资金，未受

到任何制约，存在过错。特别是刘某所持银行卡有数

次汇款行为，公司负责人作为银行卡的所有人，在收

到汇款信息的情况下未及时阻止。

  法院认为，本案中，如严格要求劳动者根据其过

错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实质上是将企业的经营风险

全部转嫁到劳动者身上，这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

者显失公平。最终，法院结合刘某在公司工作时间较

短且收入不高等具体情况，判令其承担30%的损失，

即5.6万元。

  刘某不服，上诉至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公司财务存在漏

洞，导致其在工作期间被骗转账，不应当追究其个人责任。近日，乌鲁木

齐中院组织双方调解，刘某与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刘某自愿承担30%的

责任，赔偿公司5.6万元，公司自行承担70%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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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吴晓锋 近日，重庆武隆警方成功打掉一个长期盘

踞本地的非法狩猎团伙，查获犯罪嫌疑人51名，收缴特制猎网12张。

  今年2月，武隆区桐梓镇一村民到当地派出所报警，称自家耕牛在

附近山林吃草时被钢绳套住，造成耕牛右前腿受伤。民警现场发现，耕

牛系捕兽夹所伤。

  因在山林中安装捕兽夹进行非法狩猎涉嫌犯罪，武隆警方迅速对

此展开调查。办案民警走访调查发现，村民陈某家里喂有6头野猪，系同

村杨某和周某非法狩猎而得，他们用网捕、犬追的方式非法狩猎，且参

与狩猎人数众多。

  在市公安局森林总队指导下，武隆警方组织警力成立专案组，全力

侦办。经查，以杨某、周某为首的非法狩猎团伙在武隆区多地多次采用

围猎、网捕、犬追等方式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猎获物一部分非法销售、一

部分被嫌疑人食用。

  在彻底查清该团伙作案手法、作案规律、犯罪事实后，专案组实施

收网行动，一举打掉该非法狩猎团伙，查获犯罪嫌疑人51名，收缴特制

猎网12张、捕兽夹两个，现场查获非法猎捕的野生动物30头、猎物10余

公斤。

  目前，该案已依法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本报讯 记者孙立昊洋 近日，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成

功破获一起特大生产、销售假酒案，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捣毁制假窝点

4处、生产作坊1处、仓库1处、包装加工点1处，查获各类假酒100余箱、包

材1000余件。

  今年8月底，新城警方收到群众举报，辖区有烟酒店售卖高档名贵

假酒。新城警方对线索进行核查后发现，这个烟酒店背后存在一个制售

假酒团伙。经过近一月的追查，警方摸清了犯罪嫌疑人用于生产、储存、

包装加工的3个窝点。

  10月10日，新城警方组织20余名警力开展抓捕，抓获犯罪嫌疑人5

名。现初步查明，制贩团伙的犯罪嫌疑人关系密切，且多人有制贩假酒

前科，将低端白酒灌装到酒瓶后，以假乱真或以次充好，按正品标准重

新包装，然后以高价销售给区内外的酒店、酒行等下家，下家再以正品

相应的市场价对外销售，牟取暴利。

  本报讯 记者赵红旗 通讯员李山林 近日，河南省平顶山市公

安局新华分局通过分析研判、深入调查，确认在新疆某监狱服刑的王某

就是潜逃23年的命案逃犯刘某。至此，该起命案积案成功告破。

  1998年9月28日23时许，刘某醉酒后伙同他人在平顶山市某单位门

口调戏一女子，被他人殴打。其后，刘某等人持刀返回现场进行报复，将

路人熊某刺死。案发后，平顶山市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侦破，杨某

等3人相继抓获归案，但刘某一直潜逃。

  2021年9月10日，办案民警在分析研判时发现，新疆居民孙某与刘

某相貌极为相似。经核查，孙某身份曾被一个叫王某的人冒用过，而王

某于2013年因贩毒正在监狱服刑。最终，警方确认王某系命案逃犯

刘某。

  据刘某交代，其刺死熊某后潜逃至新疆，后因贩毒、盗窃等犯罪多

次受到打击处理。

重庆武隆打掉一非法狩猎团伙

西安新城侦破特大制售假酒案

服刑人员中发现23年命案逃犯

□ 本报记者  丁国锋

□ 本报通讯员 朱 宇

  近日，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江都分局从中国

人民银行扬州市中心支行移交的一条犯罪线索入

手，深度挖掘、循线追踪、重点研判，成功破获一起

特大非法经营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梳理涉案

资金近百亿元。据悉，该案是全国首例利用商户收

款码非法套现的案件。

  2020年8月19日，因发现李某、王某的银行账户

异常活跃，中国人民银行扬州市中心支行向江都分

局经侦大队移送李某二人涉嫌洗钱犯罪线索。警方

侦查发现，李某二人为普通工薪阶层，每月有较为稳

定的数千元收入，但两人名下的银行卡每月出入金

额都在数百万元以上，与各自的收入水平明显不符。

  据嫌疑人交代，他们发现不少银行都在推行

便民政策，其中在工商部门注册的正规商户可以

办理收款二维码，免交易手续费，且民宿、汽修厂

等规模稍大的商户免收手续费的额度非常大，于

是二人分别申请了大量的信用卡，并以家人的名

义办理了多个工商执照，申请了多个商户收款二

维码。二人将收款码共享，扫码套取大量现金，隔

几天再将现金还进信用卡，反复扫码“消费”。

  当“消费”达到一定额度以后，银行会有返现

奖励。比如一家银行规定该行的信用卡一个月消

费80万元，可以获得8000元的现金返利；消费换来

的积分还可以换飞机票以及宾馆客房。因此，两人

外出经常乘坐头等舱，而对于积分换取的高档酒

店客房，两人通常会以折扣价格在网上抛售，从中

获利。

  警方发现，李某、王某除了互相使用二维码套

现之外，还有近千万元来源于周某，而周某的账户

里有1000多万元来源于吴某。吴某名下注册有民

宿，每个月有大量的免手续费扫码收款额度。同

时，周某还有大量资金来源于朱某，而朱某名下有

个车行，车行拥有大额度免手续扫码收款的商户。

  办案民警对相关数据进行大量研判后发现，

该团伙逐级分工，长期利用二维码进行非法套现。

案情重大。此后半年左右时间，警方对数据进行深

入挖掘、分析，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其背后隐藏

着一个有专人组织、专人指挥的庞大犯罪团伙，涉

案资金巨大、人员关系错综复杂。

  面对越来越清晰的犯罪轨迹、证据，2021年4月

8日，江都警方抽调骨干人员成立专案组，对该案

以涉嫌非法经营立案侦查。在查阅大量数据、调取

大量资料后，专案组摸清了该团伙的组织结构和

运营模式，最终明确了全部上游涉案人员身份信

息以及资金数目。

  4月15日，江都警方组织经侦、刑警、网警等多

种警力，分赴陕西西安、广东深圳、湖北襄阳等地

集中收网。目前，1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均已被采取

强制措施。

  据介绍，该团伙头目“老鬼”孙某刚过而立之

年。2019年12月，孙某发现当地不少银行向商户宣传

便民政策：使用收款码，没有手续费。孙某从中嗅到

了“商机”，于是大量注册商户，并申请收款码帮别

人套现，收取千分之三的手续费，每月获利数万元。

  随即，他将自己的妹妹、妹夫也发展起来。二

维码收款方便，把收款码拍摄后发送给“顾客”，对

方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扫描，不需要见面就各得所

需。为尽可能规避风险，孙某和家人们在网上征集

到了大量代理商，在全国各地注册商户、申请二维

码，进行分工合作，非法牟利。

  截至案发，涉案上级商户注册人25人，涉案下

级代理15人，涉及商户200余家，公司账户800多个，

仅孙某1人的套现金额就达10亿元，获利近百万

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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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收款码非法套现涉案近百亿元
扬州江都警方破获全国首例二维码套现案

□ 本报记者  范天娇

□ 本报通讯员 黄 政

  犯罪团伙收购大量银行卡“四件套”（即银行

卡、手机卡、U盾和身份证明），藏于小家电内寄递，

集中到一起后再伪装成整箱电子产品出口，为境

外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团伙提供转账洗钱工具。

  近日，安徽含山警方成功破获这起特大妨害

信用卡管理案件，缴获银行卡“四件套”7600余套，

抓获犯罪嫌疑人60余名，涉案金额近2亿元，打掉

了一个集合境外卡商、跨境运卡团伙、国内卡商、

国内运卡团伙、卡农的全犯罪链条。该案系“断卡

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公安机关查获实体银行卡最

多的案件。

  2020年9月，含山县居民张某向含山县公安局

报警称，自己的银行卡被外地警方冻结了。警方了

解到，张某和朋友经人介绍，以每套800元的价格

将自己的银行卡“四件套”卖给了一个收卡男子，

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贩卖银行卡已经涉嫌违法。

  警方根据线索立即开展调查工作，并很快找

到了收卡人李某航、严某。据两人交代，他们以500

元至800元的价格从社会上收购银行卡“四件套”。

随后，他们将银行卡“四件套”以1000元的价格卖给

外号为“胖哥”“光头”的男子，但这两人的真实身

份他们并不知道。

  2020年10月，经过多方走访，含山警方查明“胖

哥”“光头”分别为含山人吕某、巢湖人蒋某，两人

因为买卖银行卡已被巢湖警方刑事拘留。

  2020年12月上旬，含山警方在处理一起打架案

件时偶然发现，涉事一方竟然也知道李某航收购

银行卡的事情，指出其另一个上家是含山人刁某

以及一名湖南人。办案民警随即展开侦查，发现刁

某近一段时间恰巧与一名湖南籍男子燕某在含

山、巢湖两地频繁活动。12月11日下午，民警在含山

县某宾馆内，将正在接头的燕某、刁某等人一并

抓获。

  警方立即展开突击审讯得知，就在抓捕前一

天，燕某等人按照上家要求，刚刚将一批银行卡

“四件套”发给了广东中山的宋某。鉴于案件有了

重大突破，警方连夜奔赴中山，在收货快递站附近

蹲守。12月13日下午，苦等40多小时的民警终于发

现了宋某的身影，随即对其实施抓捕。

  经过清点，快递站共有26个属于宋某的包裹，

拆开竟然是一堆电饭锅、音箱等小家电。其后，150

余套银行卡“四件套”陆续从小家电的夹层里被找

了出来。

  据宋某交代，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按照“老板”

要求，在广东租住房屋建立“收卡集散点”，来自全

国各地的银行卡“四件套”利用小家电夹带的方式

邮寄到他这里集中。

  作为“化零为整”的重要环节，宋某收货后将

银行卡逐个贴上卡通图案的贴膜进行伪装，随后

将“四件套”与普通读卡器混在一起伪装成整箱出

口的电子产品。境外上家会不定期安排物流公司

的车辆上门收货，他只要将货物交给物流人员就

算完成了任务。

  12月14日上午，宋某的境外上家突然发来信

息，让他准备装车发货。为了不打草惊蛇，办案民

警决定驾车一路追踪。途中，这辆物流车多次在路

边停靠，随后附近房子里便会走出神情紧张人员，

陆续将多个包装严实的大纸箱装进车里。

  23时许，物流车拐进了深圳市一家外贸仓

库，警方跟了进去并对正在卸货的货车司机和仓

库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取证。货车司机告诉民警，

他们公司网站平台接到客户订单后会随机安排

司机收货，今天这个“客户”一路上多次打来电

话，遥控指挥沿途停车收取货物，最后还让他按

照订单内容帮忙填写出口货物报关单。然而，货

车司机并不知道这名神秘“客户”的真实身份。经

过清点，这辆物流车途中共收到11箱1400多套银

行卡“四件套”。

  随后，警方再次对宋某进行审讯。经过多轮交

锋后，宋某终于交代，当初介绍“入行”的是他发

小，沈阳籍男子孙某。在被抓前一天，他和孙某还

打了视频电话，基本确定孙某就待在辽宁沈阳

家中。

  12月16日清晨，含山警方在沈阳新民市的一间

出租屋内将孙某抓获，现场缴获已被境外网络赌

博犯罪团伙租用的银行卡45张，并冻结涉案资金40

余万元。经审讯，孙某交代，他在贩卖银行卡“四件

套”的过程中结识了境外上家余某，受其委托大量

发展、管理“取卡仔”，从全国各地收集银行卡“四

件套”。余某每月将“取卡仔”的工资、提成发给孙

某后，由其进行分配发放，而孙某也能从中赚取一

定比例的提成。

  由于余某长期躲藏在东南亚某国家，对其实

施抓捕难度极大。含山警方决定调整工作方向，围

绕孙某的下线实施侦查，摸排出涉及全国15省市26

名卡商、两个取卡团伙的犯罪网络。随后，公安部

对该案发起金融领域云端集群战役，调度全国警

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先后抓获从事卡商、卡贩、

卡农等活动的犯罪嫌疑人20余名。

  2021年3月初，正当警方梳理繁杂的数据信息

时，一条重要线索让大家再次亢奋起来——— 余某

已经返回四川。专案组民警立即奔赴成都将其

抓获。

  在审讯中警方获知，余某最初在东南亚某国

的物流公司里干活，后来发现跨境运输银行卡业

务有利可图，2020年6月起决定单干。短短4个月内，

余某等人从国内偷运出了1万多套“四件套”卖给

境外卡商，非法获利达300余万元。境外卡商以每

套1万元的价格收购后，再次加价出售给国外网络

赌博、网络诈骗犯罪团伙，作为转账洗钱工具。

  根据含山警方提供的线索，公安部在全国组

织开展了多轮集中收网行动。截至目前，该案共抓

获犯罪嫌疑人60余名，成功缴获未偷运出境的银

行卡“四件套”7600余套，价值超8000万元，扣押冻

结涉案资产近400万元。

含山警方破获特大妨害信用卡管理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60余名 缴获银行卡数量全国最多

□ 本报记者  杨傲多 

□ 本报通讯员 王月诗 

  为报复四川成都一蔬菜经销商，北京一女子

闫某虚构某公司采购员身份从该经销商处订购大

量蔬菜，并安排司机程某拉运蔬菜倾倒毁坏，共计

造成损失近百万元。

  近日，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损

坏财物罪，判处被告人闫某有期徒刑5年，判处被

告人程某和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责令二人退赔

经济损失84万余元；对扣押在案的赃物予以没收，

上缴国库。

  被害人黄某在成都彭州市濛阳镇经营蔬菜批

发生意。2019年10月至12月期间，闫某为报复黄某，

假意向其介绍做精品蔬菜生意的谭斌，随后用另

一个手机号码注册微信号，以谭斌的名义向黄某

订购精品蔬菜。黄某信以为真，将第一批蔬菜如约

送至闫某指定的仓库。眼看仓库里的蔬菜一天天

地腐坏，闫某通过某平台联系到司机程某，让程某

把蔬菜拉去倒了。或许觉得还不够解气，闫某并未

就此罢休，而是继续骗黄某提供蔬菜。程某将部分

蔬菜倒在了广汉市、彭州市等地的路边或沟渠里。

因看到这些蔬菜都包装得很好，倒了可惜，程某又

自行将部分蔬菜拉运至新都区、彭州市等地进行

销售。

  黄某曾一度怀疑蔬菜去向，程某又按照闫某

的安排向黄某进行解释以骗取黄某继续供货。然

而，黄某左等右等，货款迟迟未到，谭斌却消失了，

于是他只得到公安机关报案。截至案发时，被毁坏

蔬菜价值共计99万余元。

  庭审中，彭州市人民检察院及被告人辩护人

围绕程某是否应该以故意损坏财物罪定罪展开辩

论。程某辩护人称，闫某的犯意已经超出程某的理

解，双方未有犯意的串联，所以程某的收益应该是

民事案件中的不当得利或无因管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闫某、程某故意毁坏公私财

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符合刑法相关规定，构成

故意毁坏财物罪，且系共同犯罪。闫某系主犯，虽

然程某基于获利目的和闫某合作，但其按照闫某

指示和安排帮助闫某隐瞒犯罪目的，并共同实施

了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的行为，应评价为故意毁

坏财物罪从犯。结合程某家属积极赔偿被害人黄

某损失15万元等相关情节，法院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

  承办法官王晓明介绍，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同

案被告人基于不同目的故意毁坏他人财物，是否

应当以主犯的主观故意认定犯罪。闫某基于和被

害人之间的个人恩怨，出于报复目的，以虚构事实

的方式占有黄某的财物，并雇佣程某对黄某的财

物进行毁坏，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应当认定

闫某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但是程某仅实施了故

意毁坏财物的行为，并没有与闫某形成共同的犯

罪故意，且其个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处理了黄某

的财物进行获利，程某的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还

是故意毁坏财物罪，还是因缺乏主观故意不构成

犯罪？

  对此，本院认为，闫某为报复黄某，通过虚假

订购蔬菜订单，欲达到导致黄某财物减少或丧失

的目的。在此过程中，为避免黄某怀疑，闫某找到

程某帮助其运输处理蔬菜，并要求程某按照自己

的指示向黄某谎称其是公司的司机，在这个过程

中，程某虽然并不了解闫某的真实动机，但为了获

取更多个人利益，同意并实际执行了闫某不真实

且超出常识认知的指示，客观导致了黄某对闫某

犯意警惕度的降低和财物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其

行为和闫某的行为共同造成了黄某财产损失的后

果，程某的帮助行为评价为从犯恰当，因此依法判

决程某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且为从犯。

□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叶雯雯

  民事侵权案件造成人身伤害后，原告既从侵

权人处获赔医疗费用，又获得医保支付……近日，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针对此类“双重

获利”情况，借助数字化手段追回医保基金的损失

11万余元。

  今年7月的一天，上虞区检察院12309服务中心

响起一阵急促的铃声。来电男子系本辖区居民，反

映其与李某因邻里纠纷吵架，推搡中造成对方肢

体损伤，法院判决其承担相应的医疗费用。侵权致

损，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理所应当，但男子接下来

的话让检察官觉得情况似乎有点不寻常。男子称，

法院判决其承担的医疗费，有部分已经由伤者通

过医保报销了，对于报销部分的费用承担，他觉得

不合理。

  “医保”“报销”“侵权”这几个关键词组成的线

索让检察官意识到，案件背后可能存在骗保或医

保基金监管疏漏问题。根据男子所述的信息，检察

官对其判决文书进行了检索，并根据关键词对2019

年以来本区域同类型案件进行扩大搜索，发现第

三人侵权民事纠纷案件中，原告从侵权人处获赔

医疗费用并同时获得医保先行支付的“双重获利”

情况并非个案。

  抓住医保先行支付后又获赔存在类案集中的

特点，上虞区检察院秉持“数字检察”监督思维，积

极筹划利用数字化手段来突破个案办理思维，实

现面的突破。

  在绍兴市检察院数字检察指挥中心指导协调

下，上虞区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经分析研讨，第一

时间确定数据核查方案与模型，一方面对辖区内

民事侵权判决文书作进一步筛查，提取关键字段、

信息，共筛查出相关案件线索95条；另一方面调取

裁判文书中侵权行为发生后至判决前该段时间内

的当事人诊疗报销记录，并通过调取法院卷宗材

料，就当事人提交的医疗票据进行细致核算比对，

由此筛查出第一批医疗费用“双重获利”相关案件

10件，涉案金额15万余元。

  据此，该院向相关行政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

议。针对案件反映出的医保资金监管漏洞，检察机

关梳理背后成因，就医保监管部门数据回流不畅

问题提出改进工作检察建议，并对数字改革背景

下医保监管单位如何把握治理趋势，提升数字化

监管能力建言献策，促进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医

疗报销案件建立单位间信息互通机制、形成医保

支付—民事诉讼—费用返还的闭环管理，助力守

好医保基金“出库门”。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行政部门立即制定医

保基金追缴工作方案，核查确认流失资金，向被追

偿人当面送达《基金退回告知书》，目前已追回医

保基金11万余元。

假客户订购大量蔬菜后销毁造成巨额损失
两被告人犯故意损坏财物罪一审获刑并退赔经济损失

上虞数字检察助力补上医保资金监管漏洞
  本报讯 记者黄辉 通讯员邓军平 刘为俊 近日，江西省泰和

县人民法院对一起滥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作出一审公开宣

判，判决被告人刘某南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

罚金3万元；承担生态损害赔偿3754元。

  据了解，该案由泰和县公安局森林分局负责侦办。2020年12月至

2021年1月12日，刘某南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安排

挖掘机在冠朝镇山场上修路，随后又雇人在山场上采伐杉树并对外销

售，非法获利3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南的行为违反森林法的相关规定，未

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擅自砍伐林木，数量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滥伐林

木罪。刘某南具有自首情节，且认罪认罚，积极退赃，并愿意承担环境侵

权民事赔偿责任，依法可以减轻处罚，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男子滥伐林木销售获利被判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