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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打工的王氏兄弟，发现身边一些人正在做银行卡生意。干这行来钱快，在摸清其中
门道后，兄弟二人投身其中———

买卖银行卡竟成“生意”
!

卢金增
!

通讯员 刘文静

在山东济南! 几个渴望轻松

挣钱的年轻人! 通过网络购买大

量他人身份证! 招募多名办卡人

员!先后在北京"天津"济南等地

的各大银行办理银行卡并开通网

银功能后打包销售! 非法获利数

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 #

"#$%

年
$

月
$"

日!济南市市中区检察院以

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对犯罪嫌

疑人彭军" 王树" 王有林提起公

诉$

冒用他人身份证开户

"#$&

年
'

月
'$

日!济南某银

行工作人员发现! 一男子来到柜

台冒用他人身份证办理银行卡 !

并要开通网银功能! 于是报警将

其抓获$

该男子本名田小凯!

"'

岁!湖

北鹤峰人!一直没有固定工作$听

说帮别人办理银行卡能挣钱!四

五个月前! 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

了做银行卡生意的%老王&和%小

黑&!开始跟随他们在北京"天津"

石家庄等地办理银行卡$

每办出一张银行卡并开通网

银等功能! 田小凯会获得一两百

元的报酬$在四五个月的时间里!

他办理了大约二三十张卡! 收入

&(((

多元$

就在被抓的前一天! 田小凯

和
$%

岁的女友跟随%老王&和%小

黑&!及另外
%

名办卡人员来到济

南办理银行卡$

警方根据田小凯的供述 !在

其租住的宾馆将%老王&%小黑&及

另外
%

名办卡人员抓获! 并当场

搜出大量银行卡" 身份证和手机

卡$

招募办卡业务员

经审讯! 田小凯口中的老板

%小黑&和%老王&!原名王树"王有

林 !二人是亲兄弟 !哥哥王树
"%

岁!弟弟王有林
"'

岁!二人小学

毕业后一直没有固定工作$

"($'

年
$(

月!在北京打工的

王氏兄弟! 发现身边一些人正在

做银行卡生意!干这行来钱快!还

不费劲$在摸清其中门道后!兄弟

二人也学着做起了这门生意$他

们主要在找工作的网站或办卡的

))

群里广泛发布信息! 招聘下

线办卡业务员$ 办卡人员中也有

一些是通过朋友介绍的! 想挣钱

的人$

对于有应聘意向的人员 !王

氏兄弟通过电话与其详谈工作内

容和工资待遇情况! 工资按件支

付!每张卡给办卡人一二百元!达

成协议后再与应聘者接头! 并对

其进行简单的培训$

培训内容通常是! 如何冒用

他人身份证办理银行卡! 怎么开

通网银! 并告诫办卡人在办卡过

程中如果引起银行工作人员的怀

疑!就要赶紧离开!别让人家报了

警!然后再换家银行试试!还不行

的话!这张身份证就不能再用了$

他们招募的办卡人员! 多是

*&

后"

+(

后的年轻人! 甚至还有

十六七岁的未成年人! 一般男女

各半$这些年轻人大多学历不高!

又急需工作挣钱! 法律意识比较

淡薄! 很容易受到诱惑走上违法

犯罪道路$

王氏兄弟将办卡人员组织起

来!带领他们流动于北京"济南多

地办卡!并负责统一安排住宿"购

买发放身份证!收取邮寄银行卡"

结算业务员办卡费$

二人将网上购买或上线提供

的大量身份证!交给办卡员!让他

们从中挑选与自己长得相像的!

到银行办卡并开通网银! 基本每

天能办成
'

到
,

张卡$ 然后通过

网络! 以每张
-((

到
*&(

元不等

的价格将办好的银行卡" 网银
.

盾"身份证"手机卡和开卡资料打

包销售给上线$

上线给钱后! 他们再给办卡

员结算$ 中间的差价则被王氏兄

弟赚取!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销

售银行卡非法获利数万元$

一件未收取的快递

在侦查中了解到! 被抓前王

氏兄弟曾用快递将办好的
%

张银

行卡发给北京的上线小彭! 收件

地址是北京市石景山区$案发时!

该快递尚未被收件人收取$

以前每次快递都是快递员联

系小彭送到他指定的地方! 而这

次是快递公司让他自己去取!且

小彭发现与王氏兄弟失联后!意

识到出事了! 马上中断了所有联

系$

在侦查技术部门和北京警方

的大力配合下! 济南警方通过快

递上的收件电话! 最终将这起银

行卡网售案的上线小彭抓获归

案! 并在其住处缴获赃款
'"

万

元!电话卡"身份证"银行卡若干$

据了解 ! 小彭真名彭军 !

"$

岁!高中辍学后一直无业在家!是

个 %宅男 &$大约在
"($'

年
$(

月

份! 他在
))

上看到有招聘办卡

人员的广告!就替他们办卡挣钱$

后来他从网上看到有人收卡!就

开始自己干了$ 他先在网上买来

一些身份证!交给下线办卡后!再

把下线办的银行卡通过快递收回

并倒卖掉$

"($,

年
$(

月!彭军在网上认

识了一个名叫%买银行卡&的菲律

宾买卡人!那人对卡的需求量大!

价格给的也比国内的高! 每张卡

$-((

元$ 彭军自己办的卡已经不

能满足需求! 于是他在网上联系

了王氏兄弟! 以每张
*((

元左右

的价格收他们的卡 ! 再以每张

$-((

元的价格卖给菲律宾的上

线$不到半年!他靠买卖银行卡非

法牟利
&(

多万元$而他的人生目

标是%

"-

岁前身家过亿&$

已成"灰色产业链#

近年来! 网上非法买卖银行

卡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 %灰色

产业链&$产业链涉及四个重要环

节' 收购身份证! 冒名办理银行

卡!网上买卖银行卡!进行电信诈

骗"毒品交易"赌博"洗钱"行贿受

贿等下游犯罪$

收购身份证是这一产业链的

第一环!数据显示!全国换发的二

代身份证已逾
$"

亿张 ! 每年丢

失"被盗的身份证可达百万张$由

于遗失身份证%无法注销&的技术

隐患! 使得冒用他人身份证牟利

或掩护犯罪的行为大行其道$

不少丢失" 被盗的身份证被

不法分子收集起来! 在网络黑市

公然叫卖$几经倒手后!这些身份

证多被用于冒名开通银行卡!然

后再进行银行卡的买卖$

根据法律规定! 身份证只允

许本人使用! 冒用他人身份证开

办" 买卖银行卡显然是违法犯罪

行为$

由于实施买卖银行卡犯罪的

多是
*(

后"

+(

后的年轻人! 他

们在购买身份证时更青睐同龄人

的身份证! 然后通过网络招募下

线办卡人员! 大量银行卡被开出

后! 卡头就会在网上发布信息卖

卡$

办案检察官介绍! 银行卡被

不法分子销售出去后! 主要被用

于电信诈骗"伪卡盗刷"洗钱 "行

贿受贿等下游犯罪资金的转账提

现$被冒名开卡的人!会遭受经济

损失和信用额度下降的风险!而

司法办案的视线也被严重扰乱 $

非法买卖银行卡! 已成为电信诈

骗" 伪卡盗刷等下游犯罪持续高

发的重要推手$

校车超载，惊着“花朵”

驾驶员获刑
!

阚立青 郑志慧

众所周知!车祸猛于虎$可江苏省仪征市某幼儿园校车驾

驶员臧俊却满不在乎!视%花朵&的生命为儿戏!最终酿成了不

该发生的交通事故$

"($&

年
$"

月
-

日
$&

时许! 臧俊驾驶核载
+

人的中型普

通客车!载乘
$

名随车老师送
$&

名幼儿放学$明知超载违法!

臧俊无视相关法律法规!过于相信自己的驾驶技术!从该市鼓

楼广场某幼儿园出发! 在沿该市汽车工业园明岐路由南向北

行驶至与中江路交叉路口左转弯时! 与沿中江路由西向南右

转弯的
,/

店试驾员陈某驾驶的轿车发生碰撞!事故致两车不

同程度损坏!臧俊受伤!所幸的是!车上的
$&

名幼儿与老师并

无大碍$

事故发生后群众报警!交警随即来到现场!认定臧俊负此

次事故的主要责任!陈某负次要责任$臧俊因从事校车运营业

务!所驾车辆超员
*

人!超员
*(0

以上!其行为涉嫌危险驾驶

罪!被该市警方刑事拘留$

"($%

年
$

月
$&

日!该案被仪征市检

察院诉至法院$

鉴于臧俊事后主动投案! 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系自

首!依法可从轻处罚!

$

月
"*

日!仪征市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

处被告人臧俊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

元$这是刑

法修正案!九"实施以来!江苏省判决的首例校车超载入罪案

件$

检察官忠告'车辆超载会使车辆制动和操作等性能下降!

容易诱发道路交通事故! 对安全

行车和运输造成极大危害$ 校车

超载入刑无异于是对自我保护和

紧急应对能力较弱的未成年人加

了一把%安全锁&!希望广大校车

驾驶员千万不能心存侥幸! 严守

交通法规!珍视他人生命$

“孝子”的“居心”
!

范跃红
1

通讯员 南 海

南 轩

活得好好的! 竟然无缘无故

%被死亡&!户籍遭到注销!名下的

房产还被人过户! 究竟是谁忍心

这样对待
*(

多岁的老太太(答案

让人大跌眼镜! 这一切竟是出自

看似%孝顺&的小儿子之手$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的吴老

太
*(

多岁!平时一人独居 $虽然

年纪有点大了! 但吴老太身板还

算硬朗!生活都能自理!平时还会

和社区的老人们聊聊天! 拉拉家

常!日子倒也过得平平淡淡$

"($&

年
+

月! 吴老太有一段

时间没在小区露面! 引起了大家

的猜测和议论! 有传言吴老太去

世了$

可吴老太%去世 &的情况 !却

有点异乎寻常! 因为吴老太原先

是当地七星村的村民! 按照农村

习俗! 老人家过世一般要请吃豆

腐饭!可同村的根本没人知道!并

且吴老太平时身体还可以! 也没

听说出了什么意外$

这些蹊跷的情况引起了社区

民警的注意! 到吴老太原先所在

村的村委会一核实!结果被告知'

吴老太去世了! 她小儿子沈海松

还来开了死亡证明呢)

这个消息更加让人起疑 '吴

老太有好几个子女! 早先和小儿

子沈海松同住! 后来沈海松结婚

搬到了嘉善! 吴老太就开始一个

人独居$ 此前民警曾找吴老太的

女儿了解情况! 女儿表示没听说

母亲去世的消息***这么大的事

情! 没理由不通知其他兄弟姐妹

呀) 怎么就小儿子一个人来开死

亡证明(

情况确实有些不合常理 $看

来要查清问题! 吴老太的小儿子

沈海松是关键$很快!警方在嘉善

找到了沈海松!意外的是!他们还

看到了活得好好的吴老太$

这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 吴老太的儿子沈海松

一直游手好闲! 几年前还因为盗

窃受过处罚! 事发前已经一年多

没有工作了$

"($&

年
+

月中旬! 沈海松把

母亲吴老太从独居的小区接到了

自己在嘉善的承租房! 然后到吴

老太所在的村委会! 谎称母亲去

世了! 因为一般没人会轻易拿家

人的死亡当儿戏! 村委会不疑有

假! 沈海松就这样顺利地拿到了

母亲的死亡证明$

拿着死亡证明! 沈海松又到

卫生院开具了医学死亡证明!接

着到派出所注销了母亲吴老太的

户籍! 最后到社保部门领取了吴

老太的丧葬费+抚恤费"养老金遗

款等费用
$2-

万多元$不仅如此!

沈海松还把母亲的房子过户到了

自己的名下$就这样!利用一手炮

制的母亲的%死亡事实&!沈海松

将吴老太的财产据为己有$

丧葬费等费用一到手! 沈海

松没几天就挥霍了
&(((

多元!给

自己买了衣服和鞋子$ 当面对民

警的讯问! 打算如何处置骗来的

这笔钱时! 沈海松竟然声称他准

备用于给母亲的吃喝开销! 而当

民警质疑既然用于老母亲的开销

为何几天就花掉了
&(((

多元时!

沈海松沉默了! 最终承认'%这笔

钱就是想给我自己花的$&

作为受害者的吴老太! 对小

儿子沈海松的所作所为全然蒙在

鼓里! 还以为沈海松突然把自己

接来同住!是想要好好地孝顺她$

对沈海松的行为! 浙江省嘉

兴市南湖区检察院经审查后!于

"($%

年
$

月
"%

日以涉嫌诈骗罪

对沈海松依法提起公诉 $

"

月
'

日! 嘉兴市南湖区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了这起诈骗案! 并一审以诈

骗罪判处被告人沈海松有期徒刑

十个月!并处罚金
%(((

元$

虚构身份，微信“坑叔”

侄儿“真有才”
!

本报通讯员 陈佳昱

为满足私欲! 年仅
$+

岁的四川小伙子杨柳虚构身家百

亿的企业家及其干亲" 好友等身份! 通过微信聊天取得其经

营工厂的表叔信任! 后以诸多理由先后向表叔骗得
$"2%

万余

元$

"($&

年
$"

月
"(

日! 杨柳因涉嫌诈骗罪被福建省厦门市

集美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杨柳是四川人 ! 现年
$+

岁 ! 自
"($,

年初来福建厦门

后! 一直没找到理想工作! 后到其表叔王伟 !化名" 经营的

一家铝制品加工厂上班$ 因杨柳平时花销较大! 日常工资无

法满足其消费需要! 见表叔王伟手头宽裕! 便动了骗表叔财

物的念头$

"($&

年
'

月! 杨柳先将自己虚构为身家百亿的南方某电

子集团总裁" 某铝业集团当家人张某! 声称是杨柳的朋友!

并通过微信添加表叔王伟为好友$ 通过微信聊天! 王伟断定

侄儿介绍来的这个微信好友 %张某& 是大客户! 紧跟 %张

某& 必能发大财$ 见王伟上钩! 杨柳又买来其他手机卡申请

了多个微信账号! 先后虚构出张某的父亲" 表妹" 叔叔" 女

友等多个身份! 并分别添加王伟为好友$ 此时的王伟! 完全

陷入杨柳设计好的骗局中! 认为 %张某& 一家人已经完全把

他当自家人看待! 因此对 %张某& 更是言听计从$

见时机成熟! 杨柳先是以 %张某乔迁新居志喜& 为由!

从王伟处骗得
"(((

余元! 后又分别以车祸慰问" 朋友创业

支持" 孩子满月酒" 与女友订婚" 同王伟合资办厂等理由!

在短短四个月里从王伟处骗走人民币共计
$"2,

万余元$

"($&

年
+

月底! 王伟想给 %张某& 送土特产! 结果快递

反映其提供的地址并未有任何企业! 由此! 王伟开始产生怀

疑! 多次联系 %张某& 询问此事! 发现对方回答得含糊不

清! 王伟发现自己可能上当受骗$

"($&

年
$"

月初! 王伟报

案$ 见表叔报案! 心知自己难逃法网! 杨柳于
"($&

年
$"

月

+

日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杨柳交代! 在与表叔王伟微信联系的大半年中! 为了不

使王伟怀疑自己! 几乎都将与王伟的联系局限在微信上! 迫

不得已必须用电话与王伟联系时! 他便讲普通话! 而不是平

时与王伟交谈时的四川话! 让王伟发现不了破绽! 从而顺利

从王伟处骗走钱财$

部分被查获的银行卡#身份证等

连载$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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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龄青年(单身检察官程自远偶然邂逅出身富豪家

庭的美女律师柳芳雅&开启了一段艰难而起伏的爱情之

旅'爱情的考验(工作的挫折(办案的压力以及邪恶的报

复))面对工作(生活和爱情上的重重困难&程自远何

去何从*这到底是跨越阶层的纯美爱情&还是精心设计

的一场骗局*真相有待揭晓&漫漫长路在脚下延伸))

既然已解决了钱的问题!程

自远首先想到的是去看看邢教授$

第二天下午!二人便一同回

了趟母校!首先提了礼物去家属

楼看了邢教授$ 邢教授很高兴!

聊了起来!谈到了学校近来的变

化!城市的变迁!社会的热点以

及今年退休后的生活!之后说到

程自远本应该再往上念书!专注

于法理研究$程自远也谈了自己

的工作!尤其说了说最近这个农

贸市场轻伤案! 以及自己被打!

以及被害人信访的事$

邢教授感慨地说'%法律的

生命在于实践!法律的实践又困

难重重!执法者和人民的法律素

质!传统理念和社会风气!网络

化"信息化都会对公正执法造成

影响$任重道远啊!但放眼未来!

无论社会如何变迁!经济如何发

展!都离不开法这个利器$法宝!

法宝!法就是宝啊)&之后!他又

说到法律实践中的问题!重点说

了人们对法律信仰和敬畏不够$

勉励他们努力学习! 好好工作$

%升官发财容易!维护公正困难$

正确的道路最难走$&

临走前!邢教授看他俩亲昵

的样子! 便问'%你俩结婚了没

有(&

%还没有$& 两人害羞地答

道$

%我说我不会看错的! 你俩

挺般配$结婚后!生个孩子!你们

让他当法官! 你家就成法律之

家!齐全了$&

从邢教授家出来 ! 还没天

黑$他们就在校园里转悠!走过

图书馆的时候!他们回想各自常

坐的座位,他们一同找各自的教

室和宿舍!只是现在都不再属于

他们!连学校也是$%我永远属于

你$& 程自远暗自说, 走过食堂

时!他们又说起了自己班级餐桌

的位置和各自爱吃的菜,他们又

来到学校的联谊中心!在这里是

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只是当

时两个人都对彼此印象不深!程

自远感慨道'我们当时就应该相

爱啊!真想不到我们在这里一起

待了两年! 却白白浪费过去$柳

芳雅没说话!只是笑,走过艺术

大厅!来到操场时!程自远又想

到自己在学校勤工俭学的日子!

他和另一名同学晚上执勤!每隔

一小时! 提着手电筒沿艺术大

厅"食堂"操场"家属楼"教学楼

的顺序走
$!'

个校园$学校保卫

科科长! 会穿着布鞋偷偷地查

岗$他们走到篮球场时!程自远

玩了会儿篮球! 投进一个三分!

柳芳雅则拿着手机给他拍照$到

乒乓球台时! 他俩打了一局球!

程自远赢了!柳芳雅笑着说!%你

也就只能在这上边赢我吧(&

%谁说的!我吹箫比你好$&

%对$哪有你能吹啊$&

程自远想!要真到法庭上还

不一定能辩过她$这锋利的小嘴

巴$

%晚上睡觉怎么办(&程自远

问$

%我跟一个读研的同学打过

招呼了!在她那里住两晚!之后

有一个同班同学结婚!可以去她

家$&

%我还说咱俩上外面开房间

呢$&

%一边去$ 等我妈同意再说

吧$&

%老太太还没同意( 我以为

她同意了你才来的$&

%等回家后!再想办法吧$&

接下来几日! 他们去逛书

店 "逛商场 "品小吃 !玩得很开

心$一天!走过城中河时!发现河

水结了冰!柳芳雅说'%咱们去滑

冰吧$&

%别掉下去$&

%傻啊! 我还不知道这儿不

能滑呀(听说新开了一家冰雪中

心!咱们不如去看看$&

到达西山的冰雪中心!换上

滑冰鞋!刚走两步!程自远就一

屁股蹲儿摔趴下了! 再起再摔!

差点把柳芳雅给笑呛气$

程自远又窘又气!想'你不

就是有钱! 啥都从小学过嘛$等

哪天让你去我们那割谷子 "锄

地"打土坷垃!看你现形不现形$

柳芳雅止住笑!鼓励他'%程

自远起来啊! 你不是说你很聪

明!学东西很快吗(继续练!我不

笑你了$&

程自远晃晃悠悠地站起来!

又和地面来了几次亲密接触!他

索性不滑了!让柳芳雅自在地滑

算了$ 她做了个鄙视的手势!便

飞快"飘逸地滑起来$程自远坐

在旁边的座椅上!看她一遍遍地

从眼前飞过$他看着她!从远到

近!又从近到远!再从远到近!一

遍一遍! 就像个仙女!%凌波微

步!罗袜生尘&!给了他一种不真

实感$ 他的确很享受这种感觉$

他为她拍了一些照片!又去买了

两只棉花糖! 从远处向她招招

手$她向他滑来!减速"刹车!正

当她用手接糖的时候!侧后方一

个人滑得很快!眼看就要撞上柳

芳雅!程自远一个健步!用力一

把将柳芳雅拉到自己身上!两个

摔在地上! 粘了一脸棉花糖!两

个嘴唇紧贴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