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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拍案

她们找到了美食城收银系统的漏洞———

90后收银小妹，侵吞280万
!

本报记者 高传伟

通讯员 孔凡军 张波 赵海洋

!

月
"

日!

#$

岁的安静和
##

岁

的张彦娟!因利用职务之便!半年内

侵吞美食城
#%#&'"

万元! 涉嫌职务

侵占罪! 被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

检察院依法批捕"

安静和张彦娟是河南省驻马店

市爱家量贩美食城的收银员! 这家

美食城是驻马店市市区的最大美食

城之一"顾客到这家美食城吃饭!要

先到收银台上预付现金! 然后拿到

一张卡!吃饭时刷卡结账!没花完的

钱当场退付现金" 收银台上有两台

电脑收银刷卡机!一个结款打印机"

顾客结账时! 如果先在两台刷

卡机的其中一台机器上进行退款操

作! 在退款操作的最后一步需要确

认时!先不点击确认键!然后再拿这

张卡在另外一台刷卡机上进行同样

的退款操作! 最后两台机器都点击

确认!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吃了一

顿饭!结了两次退款!一次是顾客应

结的实际退额!另一次$同额款额%

就退到了两个收银员的腰包&

$她们是重复点击电脑键盘的

退款确认键!实施套取现金犯罪的!

这是电脑结算没有注意到的一大漏

洞%!办案检察官说!$比如顾客先预

付
$()

元!实际消费
*)

元 !退款时

给顾客退了
+)

元!另外又有一笔的

+)

元也退出来了!就被重复点击确

认键的收银员占有了&%

堵漏"她学会用卡套钱

$学会用卡套钱!这个方法是一

个离职好友悄悄透露给我的&%安静

说&

##

岁的安静出身农村! 一直渴

望多赚钱改变未来的生活& 来驻马

店市爱家量贩美食城当收银员后!

每月
#)))

多元的工资还不够她购

衣服买化妆品的零花钱! 再加上做

收银员老是算错账! 如果账对不上

的话!她就得用自己的钱给补上&安

静为此很苦恼&

#)$*

年初!安静在和一个叫何

丹的女孩聊天说起错账的事时!何

丹告诉了她有一个可以把错账的钱

给补上!不用自己赔钱的办法&这个

办法就是用卡套钱! 具体操作是在

顾客消费完之后退钱的时候! 先在

收银台上的两台机器中的其中一台

机器上进行退款操作! 在退款操作

的最后一步需要确认时! 先不点击

确认键! 然后再拿着这张卡在另外

一台机器上进行同样的退款操作!

最后两台机器再都点击确认键!等

于这张卡进行了两次退款! 多退的

那一部分钱就归为己有了&

何丹跟安静说过这个方法之后

不到一个月就因公司裁员给裁掉了&

#)$*

年
+

月的一天!因为收银

台错账太厉害!自己赔钱太多!安静

就想起了何丹说的办法! 加上安静

以前就知道另一台收银机的密码!

于是她就大胆尝试用这个办法多退

了
$))

多块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初试身手就尝到甜头的安静!

发现并没有引起公司人员和消费者

的注意!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于是

就开始每天都进行同样的操作!少

的时候每天多退几百块钱! 多的时

候每天可以多退一两千& 这些退出

来的钱! 全都源源不断地进入了自

己的$荷包%&

多#套$"她将闺蜜拉下水

在这家美食城! 与安静一起当

收银员的还有一个姑娘叫张彦娟!

由于两人同为$

")

后%!不上班的时

候!她们还一起逛街购物!时间一长

两人就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

#)$*

年
"

月!因为错账太多!张

彦娟就对安静说不想干了& 看着闺

蜜烦恼的样子! 安静就把利用收银

台套钱的秘密告诉了张彦娟&不过!

为多赚不义之财! 安静提出一起做

这件事!平分多退出来的钱&

今年
#$

岁的张彦娟!出生在湖

北一个贫困山村&虽然结婚了!但她

和老公收入微薄!出来打拼的她!也

想多挣钱和老公过上好日子& 既然

安静有这么神鬼不知的挣钱方式!

何乐而不为呢' 俩人商量后! 决定

$共同致富%& 安静告诉了张彦娟自

己收银机的密码( 张彦娟也把自己

的密码告诉了安静&这样!两个人无

论谁上班都可以打开两台机器!在

自己和对方的机器同时退钱套款&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每天就套

取几百块钱!几乎每天都这样做!以

后时间长了就没有感觉了! 胆子越

来越大!开始一千)两千地弄!后来

就两三千)三四千地弄&%张彦娟交

代&$以前我弄了钱! 隔三差五去银

行存一次!后来每天都有钱!也懒得

去银行了!就放在包里!够一万元就

用皮筋扎一捆&%

为方便把多退的钱带走! 二人

上班的时候还故意把自己的挎包放

在收款机下面的地上& 安静将退出

来的钱给张彦娟的时候! 就直接塞

张彦娟的包里! 张彦娟给安静钱的

时候!也是直接塞进安静的包里&

安静向检察官供述#$这事就我

和张彦娟两人知道& 我们之所以相

互分钱! 是因为相互制约! 只有都

拿!相互分钱!对方才不会把这件事

说出去!但是张彦娟给我分多少)我

给张彦娟分多少都记不住了! 感觉

钱来得太容易!人都麻木了&%

爱家量贩美食城的营业额每天

一般不超过
$

万元! 安静和张彦娟

考虑不能抽取太多的现金! 免得被

人察觉&

为了防止$露馅%!二人就把退

卡退出来的钱又存到爱家量贩美食

城销售的美食卡上! 一张卡充
,))

元!便于再次消费和退款&

$就算我以后不在这里工作了!

只要拿着我存好钱的卡直接到爱家

美食城就可以当现金消费和在收银

处退得现金&当然!我本人不去!把

卡随便给谁! 都可以当现金消费和

退现金& 其实我存在美食卡里的那

些钱!相当于存在爱家量贩!但已经

是属于我的现金&%安静向承办案件

的检察官供述&

$我计划干到
#)$'

年
+

月 !然

后辞职! 把我手里的美食卡退卡套

现后和老公过好日子! 现在一切都

完了*%安静流着泪说&

敛财"不忘%传经送宝%

安静学会利用收银机漏洞致富

之余! 她惦念起了同为收银员的好

姐妹许美雪&

今年
#'

岁的许美雪原是驻马

店爱家美食城的收银员! 后来到平

舆县爱家美食广场应聘收银员!刚

上班有两个星期&

驻马店市爱家美食广场一共有

三个店! 这三个地方的卡可以通存

通退&另外!作为美食城$总部%的大

本营! 安静在自己的收银机上就可

以看到每个分店的收账情况&

安静向许美雪详细讲解了自己

利用收银系统漏洞套钱的操作过

程! 并让许美雪去平舆县爱家美食

广场退卡!退出的钱两个人平分&

#)

天后!许美雪利用安静传授

的$技术%!在平舆的爱家美食广场

退卡! 退了有
#)))

块钱! 她留
,))

元!给安静
$,))

元&

#)$'

年
'

月
#+

日晚上!也就是安静案发的头一天!

许美雪再次将退卡非法所得
$)))

多元交给安静! 安静告诉许美雪凑

够整数再接收&

据办案检察官介绍! 安静和张

彦娟之所以作案得以顺利实施!与

爱家量贩美食城收银处监控设备不

能正常使用有关联&

$监控系统在
#)$*

年就坏了 !

形同虚设&%张彦娟交代&对于收银

系统存在的漏洞! 爱家量贩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海洲表示! 由于美食城

的收银系统是由爱家量贩企业自主

开发的!存在一些漏洞!给了犯罪分

子可乘之机& 他表示! 爱家公司百

货) 超市等门店使用的是专业软件

公司开发的系统!性能)安全性都有

保障! 以后会加强对收银监管方面

的管理工作&

挥霍"半年消费
!"

多万

#)$'

年
'

月
#%

日!驻马店市爱

家量贩有限公司在对美食城盘账时

发现巨额账目异常! 况且问题就出

在由安静和张彦娟担任收银员的收

银机上&公司通过进一步核查!发现

安静和张彦娟利用职务便利将公司

钱款
#%#

万余元非法占有为己有 !

其中安静涉款
$+%

万余元! 张彦娟

涉款
$)*

万余元&

当天!美食城就向警方报了案&

面对侦查人员! 安静和张彦娟

老老实实交代了利用就餐卡在两台

收银机上同时操作退款两次! 造成

退款金额增加一倍! 多出部分占为

己有的作案经过&

安静和张彦娟利用卡套取的钱

哪里去了呢'安静交代!她为母亲存

了
$)-*

万元!自己买了一套价值
*+

万元的商品房&此外!这个爱美的女

孩! 在短短半年内购置衣物和化妆

品花销
$)

多万元&

侦查机关还先后在安静的住处

扣押了其还未来得及消费的
$*

万

多元现金&这些现金都是捆好的!共

十三捆!每捆一万元!共
$*

万元&另

外还有$充值卡%八盒!每盒
#))

张!

每张 面 值
,))

元 ( $美 食 卡 %

$,#

张!每张
,))

元&

和安静比起来! 张彦娟倒十分

节俭! 她将贪占的现金都存入了银

行&除此!侦查机关先后查封扣押张

彦娟用卡套取且未来得及消费的人

民币
!&,

万余元!$充值卡%四盒!每

盒
#))

张! 每张
,))

元($美食卡 %

$)+

张!每张
,))

元&

安静和张彦娟案发后十分悔恨

自己的所作所为! 表明愿意退出非

法侵占公司的钱! 并希望能得到公

司的谅解和法律的宽大处理! 以此

减轻罪责&

WWW.不坑你坑谁.COM

赵本山小品!卖拐"系列里有句

经典台词#当$大忽悠%赵本山准备

再次坑范伟时# 没想到范伟已经摇

身一变#成了皮包公司老总#对着大

忽悠开始忽悠& 本公司网址三达不

溜点不坑你坑谁点坑姆'

鲁迅先生所在的那个年代是

$吃人%的年代#而现在这个社会恐

怕很多人要发出$坑人%的慨叹'坑

蒙拐骗偷# 不坑你坑谁的事情屡见

不鲜'$人善被人欺#人矮被人骑%的

现象时有发生#人人都得防着点#但

还是防不胜防'是大家变得太精#还

是自己变得更傻# 这个问题好像有

点类似$

./ 012 /3 4/5 5/ 01

%一样

永远无解'

当我们看到太多很傻很天真的

例子#比如买假药的(相信中奖通知

的以及接到手机短信就往人家账上

打钱的( 股市里随便听到点消息就

真以为是$内幕%的(把满嘴跑火车

的当成真能帮助自己的贵人的(买

盒
#)))

元的榨菜#坑得$爹%一个月

工资都没了的)*我们真的开始怀

念小时候那个年代# 春节走亲戚拿

到压岁钱的时候#妈妈老拿过去说&

我先帮你存着# 等你上学的时候再

给你买糖吃+ 后来呢, 虽然没有后

来# 但善意的谎言总是幸福地伴随

成长-令你回味+

可现在呢# 充斥谎言与欺骗的

事情多到让你心力交瘁# 人心不古

蛇吞象#大家愈浮躁#社会越坑爹+

林语堂写过一篇!论趣"的文章#其

中提到#$人生一切活动的动机%#不

外五字&名-利-色-权-趣+当社会越

注重名利#大家越为浮华所累#上当

受骗之事#自当无法避免+

最近# 高调赴美做慈善的中国

善人陈光标也被骗了+ 陈光标现身

纽约中央公园宴请美国流浪汉#并

接受联合国$中国全球合作基金会%

颁发的$世界首善%荣誉称号+只可

惜#他回国后才发现#联合国并没有

这样一个机构# 证书上的山寨联合

国拼写多了一个字母+ 事后标哥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6

$这个基金会连

标哥这样的名人都敢骗# 不知道还

欺骗了多少中国同胞,%看来标哥被

涮后仍然萌萌哒未清醒# 骗子只问

你有没有钱# 能不能从你那顺利骗

到钱# 又哪里会管你是名人还是非

名人,年初#知名艺人汤唯不是也在

上海遭遇电信诈骗被骗走
#$

万吗,

去年底北京市二中院王 诈骗案宣

判#邹凯-杨威等一众奥运冠军和演

艺名人不也被诈骗了
!(((

多万么,

和其他许多诈骗案一样# 骗子

只是利用了一些人的欲望和贪婪#

抓住了他们人性中的弱点+ 在欲望

的驱使下# 一些人会被低级的骗术

迷惑双眼#陈光标同样会被$世界首

善%的头衔弄得神魂颠倒+

想起明代!菜根谭"里说的一句&

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瓢#总堕

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

终为剩技+意思是说#追逐名利的思

想根基如果不从内心中彻底除掉#即

使表面上轻视世间的高官厚禄荣华

富贵# 甘愿过着一瓢饮的清贫生活#

最终也摆不脱世间名利的诱惑(外来

的影响不能被自身的正气所化解的

人#虽然他的恩惠能够泽及世上所有

的人并为后世开创利益#最终也只会

成为一种多余的伎俩+

说得多好#建议标哥多读读#抛

却尘世杂念#澄净一下心灵+另外#

现在有件东西叫互联网# 网上有个

度娘和谷哥# 用它们查一查# 搜一

搜#或许会对防骗有帮助+再不成#

国内青少年间还特别爱玩一种语言

游戏#比如问$三点水加一个来念什

么%#大多数人都会回答$涞%(再接

着问$三点水加一个去呢%#这时#许

多人就会落入圈套#本能地说$去%

+法,+ 这种容易让人头脑迷糊的简

单语言游戏在心理学上还有个称呼

叫做$事前激活%+建议标哥生意不

忙多做做这种游戏进行事前激活#

兴许受骗的几率也会大大降低+

距 离
白先生是浙江省平阳县一个普通上

班族!从前年开始!白先生接到的$没有声

音的电话%!已经上万个了&不堪其烦!白

先生向派出所报警&民警很快锁定了一名

姓金的女子&找上门去!对方也爽快承认

了打电话的行为&金女士今年
*(

多岁!一

直没有结婚&这些年来!她一直幻想着!能

够遇到自己的白马王子&

#

年前! 金女士

参加一次朋友聚会!结识了白先生&结果

金女士一见倾心!认为他就是自己梦想中

的白马王子&

一面之缘!双方甚至没有交换电话号

码!但金女士却就此陷入了情网&她通过

朋友!要来白先生的手机号码&不过!朋友

告诉她!白先生已经结婚了!生活幸福&她

强忍了几天! 还是拨通了白先生的手机&

每次! 金女士都不敢说话就匆匆挂断电

话&$我之所以老给他打电话!就是想听听

他的声音&%白女士对民警说&得知这个结

果!白先生有些哭笑不得!对于这位金女

士!他连一点印象也没有&经民警教育!金

女士承诺! 以后不再给白先生打电话&而

白先生也原谅了金女士&

摘自
#

月
!$

日&钱江晚报'

距离产生美# 距离也会产生错觉+有

时候远看是一道风景# 近看却是一路泥

泞+ 我们常对偏远山村的美赞不绝口#可

让我们在那里生活上几天# 就不行了+没

有网络没有微信# 没有干净的卫生间#更

无法天天洗热水澡+ 天天的萝卜青菜#清

爽了身体#却搞倒了胃口+于是#美消失在

云霞里#你回到了现实里+早知如此#你不

如多看两遍!舌尖上的中国"+

风景如此#人又如何+即便是英俊潇洒

的都教授#他也肯定会有人的缺点+他也难

免打嗝挖鼻# 也许疲惫的时候也会发发脾

气+不管你乐意接受与否#现实就是如此+

我们有时觉得一个女孩很美丽# 其实往往

只是背影还可以+ 我们被单相思折磨得活

来又死去#对身边的人又何尝学会了珍惜+

就在此刻#窗外阴云密布#我们抱怨

心情给搅得不如意+ 可昨天阳光普照大

地#我们又叹息给晒得脱了层皮+

想象是美好的#幻想是惬意的+一面

之后#有的是你做梦的空间+见或不见#他

就在那里(听与不听#他也不知道你+说来

说去#你寻找的是一种感觉#你爱的其实

是你自己+其实还有另一份选择#你可以

把这一切都埋在心底+用不着接纳#你自

己知道就可以+

单相思的事#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

会延续+人总会长大#总有那么一天你会

明白&绕来绕去#你绕不过的就是你自己+

根据美学的审美距离论#审美活动的一项

基本原则#就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

要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最佳的审美效果

就产生于适当的心理距离+ 掌握好距离#

不光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智慧+想想#我

们的距离有多远,

(本期坐堂)张笑*

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单位的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的行为+

本案犯罪嫌疑人系公司的两名

普通员工# 利用收银员身份的职务

便利和收银软件系统的漏洞# 在半

年内#共侵占公司财产
#%#-'"

万元#

数额特别巨大+

这起职务侵占案件作案时间之

短#作案手段之新#涉案金额之高#

造成的影响之大#在河南省是首例#

乃至全国都不多见+ 再加上此案两

名犯罪嫌疑人年纪之轻#职务之低#

更让人们感觉到震惊# 也给我们留

下了很多思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

深入#个体-私营以及股份制公司-

企业或单位越来越多# 企业内部在

管理上存在各种各样的漏洞# 职务

侵占犯罪也日趋严重# 已逐渐成为

较普通的犯罪形式+ 职务侵占犯罪

的主体是相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而言

的+ 一般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

职务犯罪+ 因此要防止此类案件的

发生#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加强法制和职业道德教

育+ 只有自觉建立起一道以法制观

念和职业道德为基础的坚固防线#

才能有效预防和杜绝职务犯罪行为

的产生+同时#要利用本系统-本单

位或不同行业发生的职务犯罪的典

型案件进行警示教育# 使大家看到

职务犯罪对国家-对社会-对单位-

对本人的严重危害# 做遵纪守法的

好员工-好公民+

第二#完善制度-强化监督+制

度的漏洞和监督的真空是侵财型职

务犯罪滋生的客观原因+ 尤其是在

单位内部# 同事之间的关系往往比

较好#相互信

任程度也 比

较高#疏于相

互监督的 情

况比较多 +因

此监管部 门

要在以身 作

则-作出表率

的基础上 #积

极推动各 项

制度建设 #加

强监督和 查

处力度+

第三#公司-企业在用人时要注

意员工特别是经手财物的管理人员

的品质+ 我们有些企业在用人时只

看重业务能力# 而忽视了对职工人

品的考察了解+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检察院

侦查监督科 宁凯

案后说法

美食城的营业额每天一般不超过
$

万元#为了防止$露馅%#二人就把退出来的钱又存到美食卡上

郭山泽
%

漫画

欢迎广大通讯员加入和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