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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心的采购员，吃了44万回扣
案由!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受理地点!武进检察院

刚进单位时，薛某还是勤勤
恳恳，时间久了却沾染了一些
不良习气。身为采购员，他主要
为公司采购隔热条，经常与供
货商打交道，难免会受到各种
诱惑。渐渐地，薛某禁不住诱惑
就开始收回扣，一米隔热条收
两分钱。
自2011年开始，他一发不

可收拾，每隔两三个月便催促供
货商转账到自己卡上。最后，不
知收敛的薛某被他人举报，公司
经理查实后报了警。很快，薛某
被警方抓获。
2006年2月，薛某到这家公

司应聘，成为公司采购员，具体工
作是为公司下面的两个子公司采

购生产原料。薛某权力不小，生产
原料的价格洽谈、询价比价、签合
同以及向公司财务申请付款，都
是由他具体负责。
同一种生产原料，薛某一般

会选择两三家供货商，并对其价
格进行比对，通常都是向报价最
低的那家供货商购买。每年，薛某
都会向供应商沈某采购 250万
米的隔热带。2011年年初，沈某
打电话特别“交代”薛某多用点自
己公司的产品，自己会给好处的。
薛某答应了。
虽然公司规定，子公司的采

购需要总部的采购部进行监管，
但在实际操作中，因采购量大、品
种繁多，难以面面俱到。例如，薛

某负责采购的生产辅料便无人监
管。公司领导都会将薛某的个人
意见作为参考，最终选定薛某推
荐的供货商。
于是，薛某便是钻了这样一

个漏洞，向沈某公司大量采购隔
热带。每次，沈某都会向薛某卡上
以每米隔热带两分钱予以转账。
渐渐地，薛某收受回扣不止沈某
一家，还有其他公司。
很快，有供货商举报薛某，公

司立刻介入调查，查实后报了警。
经查，薛某利用职务便利，“贪吃”
回扣共计44万元。
近日，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

员受贿罪，薛某被武进区人民检
察院依法批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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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充警察总经理，常州四川两头骗
案由!诈骗

受理地点!武进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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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槽求高薪，误入传销组织
案由!非法拘禁

受理地点!天宁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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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号偷装备
玩游戏“赚钱”

案由!盗窃

受理地点!溧阳检察院

%

上班前盗窃
下班后销赃

案由!盗窃

受理地点!新北检察院

沈某爱面子、好吹嘘，明明只
是一名辅警，婚前却吹牛说自己
是警察。婚后，离职的沈某在老丈
人厂子里上班，但他并不努力工
作，还找了个情人，妻子对他失望
透顶。在情人面前，沈某还是照吹
不误，一直谎称自己叫李涛，在派
出所上班，负责刑事案件，还有警
服、手枪、手铐之类的装备。
2013年11月，情人的朋友

冯某相信了沈某身份，便找他帮
忙从看守所捞人。沈某让冯某详
细说明情况后，一本正经地说，已
经被拘留若要取保候审，得交5
万元现金。很快，冯某将钱送到沈
某手上，但迟迟不见看守所放人。
2014年1月，嫌疑人已经被

检察院批准逮捕，这让冯某等人
产生疑惑。为了稳住他们，沈某特
意约见并写了份保证书，若没能

成功办理取保候审，会将5万元
现金如数返还。事后，冯某等人依
旧等不到任何消息。2月23日，
冯某打不通沈某手机，才意识到
被骗，开始四处寻人。寻找无果，
向警方报警。
当时，沈某离开常州，躲藏到

四川生活。2014年8月，沈某通
过微信结识王女士，自我介绍说
是上海农工商房地产集团公司四
川分公司的总经理，具体负责四
川各大楼盘的物业。做铝合金窗
户生意的王女士喜出望外，感觉
自己碰到了一尊财神爷，于是常
约沈某外出喝茶探讨生意。
2014年12月13日，沈某

向王女士提出帮忙，说自己资金
周转不开，而一个战友急需用钱。
听说后，王女士慷慨借出5万。
十多天后，沈某又说自己在成都

开会，身上现金不够用，向王女士
借了一万元。2015年1月，他再
次向王女士借款一万元。
此时，王女士向沈某开口，提

出做点工程的愿望。沈某当即同
意，由她来做某小区的铝合金窗
户生意。随后，沈某利用一名陈姓
男子，让他冒充公司常务副总，帮
助打发前来讨要工程的王女士。
两人假装答应王女士，并让王女
士缴纳10万元保证金。因之前
借给沈某7万元，王女士此次给
了3万。可是，到了商定时间，沈
某和陈某都联系不上了，王女士
向当地警方报警。今年7月，沈某
在四川落网。
目前，沈某涉嫌诈骗罪一案

被移送至武进区人民检察院审查
起诉。

两小伙一起玩游戏，顺便盗
取账号，碰到值钱的装备就偷来
卖掉换成人民币。就这样，两人不
愁吃、不愁穿，日子过得有滋有
味。
小勇，重庆人，父亲在东莞做

物流生意，而他整天在父亲库房
里玩游戏。2014年初，小勇开始玩
奇迹的网络游戏，不久账号被盗。
为了找回账号，他在游戏里找到
了盗他账号的人的信息，并通过
申诉账号的方式进到对方的 QQ
邮箱内。
小勇发现，这个人的QQ邮

箱中有各类游戏的账号和密码。
于是，他将这些资料拷到了自己
的电脑里。接着，他尝试着登录，
进入了几个账号。可惜，没找到啥
值钱的游戏装备，于是挑了点自
己玩。

不多久，朋友大龙来到东莞。
小勇向其吹嘘，他平时不仅玩游
戏，还会盗取账号信息，将玩家值
钱的装备偷过来卖钱。大龙心动
了，就帮小勇打下手。
2014年八九月，两人找到一

个叫“小优员工交流群”的 QQ
群。小勇申请加入了该群，将QQ
群里面的所有 QQ账号复制下
来，并想方设法查找这些QQ账

号的密码。结果，两人试到一个可
以进入的QQ账号，这个QQ是
小优游戏公司的客服所用，其邮箱
关联着小优游戏公司的员工邮箱。
通过这个员工的邮箱，小勇找到了
另外3个小优游戏公司的员工邮
箱。
之后，小勇在这些邮箱里拷贝

出了一些游戏账号，并随机挑选一
些，多次尝试登陆。遇到能进入的
游戏账号，两人便将这个游戏账号
中的装备处理掉。短短几个月，小
勇和大龙盗取了多套“高级”的装
备，将其中的大天使之仗以5500
元人民币、多彩魔杖以2350元人
民币出售。
2014年底，溧阳警方接小优

游戏公司报警，称其公司托管在溧
阳游戏服务器内的数据被人侵入，
造成游戏玩家账号内的虚拟财产
被盗。同日，游戏玩家王某报警称
其游戏账户内的游戏币、装备等物
品被人盗卖。
2015年初，小勇到溧阳投案

自首，交代他伙同大龙盗窃小优游
戏公司玩家的游戏装备。很快，大
龙在东莞落网。
近日，溧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涉

嫌盗窃罪对犯罪嫌疑人小勇提起
公诉。

每天上班前，李某不仅要去吃
早餐，还要在早餐店里顺手牵羊。
如果没有偷到什么，气就不顺。
李某是个惯犯，曾因盗窃被治

安拘留，3次因构成盗窃罪被判
刑。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 4月 9
日，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今年，刑满释放的李某找到了

一份工作。8月7日早上6点，李
某在上班途中找了一家面店吃早
餐。刚进店，李某就瞄上了收银台
上的一个ipad。由于时间早，店里
几乎没人，李某看无人注意，将i-
pad偷走，藏在电瓶车坐垫下的储
物格里。下班后，以300元的价格
买给了路边收手机的。

此后，每天吃早餐时，李某
都在寻找作案机会，几乎将“上
班前盗窃，下班后销赃”作为了
副业。几天后，他在一家水饺店

吃早餐时，从收银台上偷了一
只手机，下班后以 250元的价
格卖了。
几天后，李某在一家馒头店买

早餐，由于馒头店无机可寻。于是，
他心里不舒服，便到隔壁的网吧逛
了逛。当时，网吧的服务员正趴在
收银台上睡觉，李某抓住机会偷走
了其手边的手机，在下班路上以
500元卖了。
接连接到报案，民警通过调取

几家店内监控，发现几起案件均是
一名穿着红T恤、戴着摩托车头
盔开电动车的男子所为。民警很
快锁定李某，并将其抓获归案。
据李某交代，他故意戴着头盔

骑电动车，就是为了不让店内的监
控拍下自己的长相。没想到，还是
很快就被抓了。
日前，新北区检察院以涉嫌盗

窃罪对李某批准逮捕。

老王是一家私企的客服人
员，收入一直不是很高。眼看孩
子就要入幼儿园了，经济上依然
捉襟见肘，便有了跳槽的念头。
近日，老王抱着试试看的念

头，在某招聘网上投了个人求职
简历。没过几天，他就接到一个电
话，对方自称是某网络直销公司
的杨主任。杨主任对老王履历非
常满意，询问他是否有意向应聘
销售经理一职。由于专业对口、薪
金待遇不菲，老王毫不犹豫地就
答应了。
一周后，按照约定，老王前往

天宁区故园里小区参加面试。尽
管很少有公司租用小区住宅办
公，但一心想赚大钱的老王并没
有怀疑。
进门后，自称杨主任的中年

男子请老王到内间谈话，并要
求其在谈话期间交出手机由他
代为保管。老王刚从上衣口袋
中掏出手机，杨某顿时变脸，
一把夺了过去。众下属一拥而
上，反锁了大门，将老王团团
围住。
众人脱了老王的鞋子，让他

蹲在地上，将他的银行卡和行李
拿走。老王吓得愣在原地不敢动
弹，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进传销
组织了。

掉入魔窟的老王，被24小
时监禁起来，杨主任更是安排专
人对其贴身看管。白天，老王不得
不接受所谓的营销技术培训，晚
上杨主任还经常找他“谈话”，对
其进行恐吓威胁，逼迫其说出银
行卡密码。

因老王拒绝回答，杨某十分
生气，怒吼道：“既然来了就要学
乖，否则有你好果子吃！”于是，他
命令老王坐在墙角边反思，整夜
不许睡觉。
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老王

整个人都变得昏昏沉沉的，十
分疲惫。一天深夜，一心想要逃
出窝点的老王，蹑手蹑脚地爬
出了房间，正打算翻窗，被看管
人员逮个正着，被摁倒在地。老
王向窗外大声呼救，看管人员
又用抹布捂住老王口鼻。群众
听到呼救报警，民警将老王解
救出来。此时，老王已呼吸困
难，脸色发青。
目前，天宁区检察院以涉嫌

非法拘禁罪对犯罪嫌疑人杨某批
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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