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16 日，车牌号为 0572600 和 0369057 的
非机动车驾驶人在文化路长城小区逆向行驶。 根
据相关法规：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的，处 20 元
罚款。 图片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提供。 ③3

本报记者 王朝荣 整理

非机动车逆行 罚 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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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违法曝光台

做假账 269 万余元 骗取提成 16 万余元
法院判决，这个服装专卖店店长获刑 4 年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
讯员 刘娟） 为了骗取销售提
成， 利用管理漏洞做假账共计
269 万余元， 骗取老板提成 16
万余元。 近日，记者从宛城区人
民法院获悉，20 多岁的苏某利
用职务之便做假账实施诈骗，
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并处罚
金人民币 5000 元，同时退赔老
板 16万余元。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 苏某在南阳市某服装专卖
店担任店长。 期间，为了骗取销
售提成， 苏某将大量未出售的
衣服在账本上写着已售出，并
伪造虚假销售清单， 虚构销售
业绩。 经审计，被告人苏某做假

账共计 269 万余元， 多拿提成
共计 16万余元。

为了使自己虚构销售业绩
的事实不被发现， 苏某利用老
板经常不在店里的管理漏洞，
私自将虚构已售出的衣服拿
走， 丢弃在路边的爱心捐衣箱
内，或在网上捐赠。 经查明，苏
某向衣服回收网站捐赠衣物多
达 16 次， 导致某专卖店损失
269万余元，进货成本价 180 万
余元。

宛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 被告人苏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为了骗取销售提成，将大
量未出售的衣服在账本上写着
已售出，并伪造虚假销售清单，

虚构销售业绩，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
罪。 被告人苏某非法占有的目
的是销售提成， 并非所卖的物
品， 故其诈骗金额应当以其多
得的提成 16 万余元认定。 最
终， 苏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四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同时退赔老板 16万余元。

办案法官提醒：企业在经营
过程中，应完善日常管理和财务
制度，严格规范入账资料和各类
费用支出审批程序，私营小规模
企业负责人应定期对店内货物、
账目进行盘点，可派专人负责并
在店内安装监控设备，防止受到
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③3

拍卖公告

刷了姨妈的信用卡 4万余元 拒不还钱
执行干警上门调解，这个外甥女当场还钱

三人团伙盗窃电动车

警民合力擒贼
本报讯（记者 王陈 通讯员 袁立满 秦瑞

军）日前，一名热心市民无意间看到三名男子推
拉着一辆电动车， 觉得情况异常的他便记在了
心间，无巧不成书，几天后他竟然再次遇到三人
中的其中两名嫌疑人，觉得情况不对，热心市民
报警，接警后卧龙区公安分局民警经过侦查，抓
获了 3 人盗窃团伙。

6 月 15 日 15 时许，市民王先生外出办事，
途经八一路银基商贸城附近时， 看到三名男子
正将一辆电动车从停车位上向外拽， 等他办完
事回来，路过八一路时，看见一名男子推着电动
车，另外两名男子将前车轮抬起往前走，觉得情
况异常的他就远远的观望， 当他们走到一修车
店时，他们中一人和店主说话，店主摆手拒绝。
三人继续向前走将车停放在了八一路的桥上，
期间王先生接了一个电话，失去了三人的踪影。

6 月 19 日 14 时许， 王先生路过人民公园
附近时，竟又遇到了那天抬电动车的其中两人，
王先生立即到八一路桥上， 发现电动车仍然在
原地，于是拨打 110 报警。 接警后，民警赶赴现
场，将该二人口头传唤至派出所进行询问，并根
据王先生提供的线索对银基商贸城停车区及沿
路情况进行走访并调取视频监控。

民警在工作中， 忽然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己
停放在银基附近的电动车丢失。经民警核查，停
放在八一路桥上的正是报警人丢失的电动车。
同时，通过视频监控，民警也确实发现了其中两
人推拉着电动车的画面。通过民警询问，两名嫌
疑男子李某和张某供述了他们伙同彭某盗窃电
动车的犯罪事实， 后民警调查发现彭某曾有多
次盗窃前科。 此后，通过工作，民警将彭某也抓
获归案。

原来，案发当天，彭某在银基商贸城附近发
现那辆电动车没有上锁后， 就唆使张某和李某
将电动车盗走，因为电动车把锁被锁，推行过程
中行车艰难， 他们想让电动车维修店开锁遭拒
后，就将电动车扔在了桥上，后寻找买家未果，
电动车就一直停在了桥上。民警根据调查，发现
嫌疑人彭某落网时所骑的电动三轮车也是盗窃
所得。 目前，3 名涉案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强制
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③3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
讯员 张振丽）外甥女拿着姨妈
的信用卡刷了 4 万余元后未还
款，姨妈替其还款后，外甥女还
是不还钱给姨妈， 生气的姨妈
要在外甥女出嫁当天去要账。
近日， 南召县人民法院在执行
该案过程中情法并用， 最终将
此案成功执结。

翟某系褚某的姨妈。 2017
年底，褚某以急用钱为由向翟
某借钱，翟某将自己持有的一
张信用卡借给褚某使用，褚某
承诺使用该卡并承担全部还
款责任。 开始时，褚某还能按
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后来却将

信用卡透支后， 未予及时还
款。 迫于无奈，翟某代替褚某
还款 4 万余元。 后翟某多次向
褚某催要无果，遂将褚某诉至
法院。

南召县人民法院受理此
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
进行了审理，判决被告褚某于
规定期限内偿还借款。 判决生
效后， 被告褚某仍拒不还款。
看着赢了官司，却不能把钱要
回来，无奈之下，原告翟某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
行干警多次联系被执行人褚
某， 但褚某仍拒不履行还款。

近日，翟某欲在褚某出嫁当天
上门要求其还款，并申请法院
到场。 执行干警考虑到当事人
之间系亲戚关系，如果在褚某
出嫁当天强制执行，褚某必将
颜面扫地、名誉受损，势必对
亲戚之间的关系造成进一步
损害。

经过认真研判后， 执行干
警在褚某出嫁前找到她， 向她
阐明法理及利害关系， 并以亲
情为切入点，对褚某进行劝解。
褚某一方面惧于法律威严，一
方面畏怯于在婚礼当天名誉受
损，遂于当天履行了还款义务，
案件得以圆满执结。 ③3

受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22年 7月 1日上午
10时在镇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产权交易
平台 （网址 ：https://sta.hnprec.com/nyzpclient/#/
buyerweb/） 公开拍卖位于镇平县康茂路自西向
东， 顺沿健康路从南向北的 19间门面房 3年租
赁权，标的详细信息可登录镇平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或我公司网站查询。 请意向竞买人于
2022年 6月 30日 17时前进入镇平县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国有产权交易平台注册报名后缴纳 2
万元竞买保证金（以网上交易系统显示到账为
准），若竞买不成功，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 原租
赁户享有优先承租的权利，如不报名视为自动放
弃优先承租的权利。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
报名结束；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联系电话：
13673778968、18338322378。

河南盛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 6月 23日

警法 2022年 6月 24日 星期五10 编辑 王陈 美编 武帅 质检 王朝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