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务员买彩成瘾私吞公司货款
10万元孤注一掷还是打了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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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传真

》专家说法
“ 挣大钱就得靠中奖”

1983年出生的杨某是湖南湘潭人，父
母均供职于学校，高中文化的他曾在部队
服役，2006年退役后拿到一笔复员费，就
来到上海打工。

两年前，他在天目西路的一家手机
工贸公司谋到了一份销售业务员的工
作，底薪加提成一个月收入也有3000余
元。工作一段时间后，他逐渐摸熟了公司
的业务流程，生活算不上富裕倒也顺顺
当当。

这家 手 机 工 贸 公 司 的 主 管 尹 先 生
回忆起三年前的这位下属时，印象仍然
很深刻：“ 他刚进来的时候，就信誓旦旦
地 说 自 己 来 上 海 就 是 为 了 挣 大 钱 。而
且，进来没多久，我们就发现他喜欢晚
上出去玩，而且时常进出一些高档消费
场所。”

尹先生告诉记者：“ 跟他相处过的同
事都知道，他平时就有买彩票的习惯，而
且只要一出手就喊自己肯定中奖，但几乎
没听说他有中过。”

主动收取10万元货款
去年7月份，杨某发现公司的客户那

里有一笔10万元的手机货款没有收取，凭
借业务员的身份，杨某主动跑到这家通讯
设备经营部，顺理成章地从客户那里收取

了10万元的现金。
拿到这10万元货款后，心心念念一夜

暴富的杨某想着自己曾经做亏过的生意，
这兜里揣着巨款的感觉既温暖又充实，于
是杨某动起了将钱款占为己有的念头：

“ 10万元拿去买彩票，按10块钱一注来算，
1万注至少能把本‘ 挣’回来。运气好的
话，中个几百万的大奖就能过上有钱人的
生活。”

于是，杨某把10万元货款一口气全部
买了彩票。然而，开奖后，等待杨某的是1
万注彩票里面，一个大奖都没有，彩票几
乎成了白纸。

在逃一年想要“ 打工还钱”
10万元货款顷刻之间化为白纸，杨某

悔不当初的同时，立即逃离上海，知道自
己犯下罪行的他也不敢回家。

去年12月份，警方通过网络追捕，在
江苏东台抓到了在逃一年、正在打工的
杨某。

庭审现场，杨某表示，逃离上海在逃
的一年，他一直都在打工，希望通过打工
所得偿还“ 欠”下“ 东家”的货款，但欠下
的“ 窟窿”实在太大，他打了一年工挣到
的钱也远远不够。

据悉，闸北法院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
当庭作出判决，被告人杨某犯职务侵占罪
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

本报讯 记者 马鈜 通讯员 洪恭轩
近日，虹口警方经过缜密侦查，在市公安
局相关部门配合下，在宝山区三阳路一游
戏机房内抓获涉嫌抢夺的嫌疑人董某、王
某2人，一举破获系列飞车抢夺案。

今年3月22日17时许，被害人周女士骑
电瓶车沿逸仙路由北向南行至纪念路时，
被2名合骑一辆助动车的男子抢走一部手
机及现金人民币700余元。案发后，虹口警
方迅速开展相关侦破工作。经过调阅现场
及周边地区监控录像，侦查员发现2名嫌疑
人作案后往宝山松滨地区逃跑。同时，侦查
员通过从案发前的监控录像中发现，该2名

嫌疑人曾在通南路一游戏机房内出现。通
过调取监控录像和现场走访调查，侦查员
初步确定这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就在案件侦查的同时，3月26日下午
广纪路附近再次发生一起飞车抢夺案件，
赵小姐骑自行车途经此处时，被2名合骑
一辆助动车的男子抢走其放在自行车前
车兜内的包。侦查员通过视频监控发现作
案车辆和作案人的特征与“ 3·22”抢夺案
相似，遂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

通过调阅大量的监控录像和外围走
访调查，虹口警方锁定了这两名嫌疑人的
行踪。3月27日晚22时许，侦查员在宝山区

一游戏机房内将嫌疑人董某、王某抓获，
缴获作案助动车1辆，查获平板电脑1台、
各类手机5部等涉案物品。

嫌疑人到案后，交代了自今年3月以
来，在虹口、闸北、闵行等区实施飞车抢夺
作案10余起、涉案金额4万余元的犯罪事
实。目前，董某等2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
的进一步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警方调查
发现，被害人大多将挎包、手袋等物品置
于非机动车的前兜，这给嫌疑人实施抢夺
造成了便利。警方建议骑车时尽可能将包
袋放在上锁的车兜内，行路时尽量不要将
随身物品置于靠马路一侧。

三年前，80后
杨某在上海一家手
机卖场找到一份销
售业务员的工作。
酷爱夜生活的他平
时就有买彩票的爱
好，贪玩的他逐渐
入不敷出，越是山
穷水 尽 越 是“ 梦
想”着有一天挣上
大钱。就这样，他钻
了业务员可以经手
货款的“ 空子”，将
私 吞 的 10 万 元 公
司货款一口气扔进
了彩票投注站。然
而，放手一搏的他
不仅血本无归，还
自此踏上长达一年
的逃亡之路。日前，
闸北法院一审判决
杨 某 犯 职 务 侵 占
罪，依法判处其有
期徒刑5年。

本报见习记者
卢燕

通讯员 胡建新

不服处罚当街停车
一出租车驾驶员被拘

本报讯 记者 马鈜 通讯员 李铭 近
日，一出租车驾驶员在违反交通信号接受
交警处罚时，拒不配合，最后竟将车横停在
路口中间，锁车离去，造成该路段近30分钟
的拥堵。日前，该名陆姓司机因扰乱公共场
所秩序，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案发当日清晨，正值早高峰时段，松
江区乐都路人民路口的执勤交警像往常
一样在路口中间指挥引导车辆通行。是
时，乐都路东西向为绿灯直行，交警示意
车辆直行，左转弯车辆待转，一辆出租车
快速闯行。由于执勤交警无法当场拦停，
遂向附近警力发出协查请求。就在不远处
的荣乐路人民路口，该出租车被另一名交
警拦停。就在民警告知该车司机违法行为
并抄报处罚时，该司机态度蛮横，拒不配
合，后索性将车辆调头直接停在荣乐路人
民路口中间，锁车后离开。由于正值早高
峰时段，该名司机的行为造成了路段前后
近30分钟的拥堵，后交警部门出动牵引车
强行将该出租车拖离现场。3月27日，警方
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对该名司机作出行
政拘留5日处罚。

《 热血传奇》图片被盗用
盛大公司起诉维权
获法院部分支持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卢燕 通讯员 王
治国 武士、法师、道士⋯⋯明明点的是熟
悉的《 热血传奇》道具装备图片，进入的
却是另一款名叫《 传奇国度》 的网络游
戏。《 热血传奇》 的运营商盛大公司调查
后发现，这是有人故意“ 捣鬼”。去年6月
底，盛大公司将4名被告告上法庭，近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
出了一审判决，部分支持盛大公司的诉讼
请求。

2011年以来，盛大公司发现有人利用
《 热血传奇》 的道具装备图片宣传推广。

法院认为，涉案道具装备美术作品构图精
美，具有较高的艺术美感，独创性和知名
度高，创作成本较大。锦游公司、盛浪公司
分别在网上擅自使用侵权图片，侵犯了盛
大公司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消除
影响、赔偿损失及合理费用4万元。

微博用爱救治
裕固族女孩

本报讯 各地网友为了拯救一个裕固
族女孩的眼睛，使她避免双目失明，从今
年2月中旬起，在北京、兰州、张掖、上海展
开了一场爱心大接力。这场从线上到线
下，跨越不同省市的公益救助行动，在广
大网友参与下，日前，视力只有0.01、眼压
特高的裕固族女孩钟欣悦被陪护到上海
普瑞眼科医院并接受专家会诊和治疗。先
是北京网民@齐延真发表一则求助信息，
说甘肃肃南县红湾寺镇小学裕固族小学
生钟欣悦，今年9岁，患有眼压高、先天性
白内障、青光眼、斜视、弱视、眼球震颤等
症状，视力只有0.01。钟欣悦的家庭情况十
分困难，她幼年丧父，妈妈是一个满族妇
女，月收入只有800元。3月21日，普瑞眼科
医院被微博所感动，派出专家，行程4000
余公里，赶到祁连山下的肃南县红湾寺
镇，为钟欣悦作了仔细的检查。院长李光
辉为她确定了治疗方案，免费为她安排病
房进行治疗。目前欣悦已经避免双眼失明
的危险，视力有望得到改善。

两嫌犯飞车抢夺他人钱包 涉案金额4万余元
警方提醒：行路时不要将随身物品置于靠马路一侧

“ 问题彩民”动机堪忧
买彩票原本只是“ 中则万幸，不中也

公益”的生活调剂品，然而，本案中的杨某
却把中彩票当做“ 挣大钱”的不二法宝，
这种“ 出手必中”的购彩心理在心理学家
看来，已经超越冲动、冒险的性格特征本
身，反映的是“ 问题彩民”对社会地位不
认同的扭曲认知。

北京师范大学彩票研究中心研究员陈
海平表示，无法克制购彩冲动的行为在心理
干预领域里有一种专业说法，叫做冲动性控
制障碍。杨某私吞公司货款买彩票的案例就
属于购彩成瘾者铤而走险的极端做法。

陈海平对记者说：“ 根据去年中国体
育彩票与福利彩票加在一起2215亿元的
销售额，按照平均1个人每月花费85元购
买彩票的平均值计算下来，国内大约有
2.17亿名彩民。我们曾做过一项网络调查，
因为长期购买彩票存在心理隐疾的彩民
大约有700万，重度问题彩民达43万。”

据悉，7-8成的“ 问题彩民”大多有一
定学历并掌握了一门技术，犯案者集中在
会计、出纳、业务员等掌握一定调动单位资
金便利的员工。而他们的购彩动机往往十
分强烈，认定一出手就能中奖。

见习记者 卢燕

彩票只是调剂品，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本报资料图 记者 杨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