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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后”女会计美容整形成瘾

3个月疯狂侵吞公款155万
2016年3月1日消费52000元，3月7日消费
150000元，3月19日消费73800元，3月21日消
费300000元……如此频繁的大额消费不是用
于买车，更不是用于买房，而是一位月薪3000
元女会计的
“
美容账单”。 为了满足自己变美
的欲望， 家境并不富裕的她一次次将手伸向
公司账户，3个多月时间疯狂侵吞公款155万
余元。因构成职务侵占罪，12月4日，女会计邵
某被港闸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

交通肇事致人死亡还逃逸
如东警方悬赏征线索，并敦促其自首

为了美容，打起了单位公款的主意
爱美，是女生的天性。出生于1988年的邵
某也不例外。随着年龄的增长，邵某越来越注
重容貌的保养。平日里，她喜欢到附近的美容
院做美容保养，希望自己能够永葆青春。
去年10月， 邵某应聘到港闸区某地毯公
司担任现金会计，月工资3000元左右。这样的
收入显然无法负担邵某频繁出入美容场所所
需花销。
到了12月份，邵某准备整容急需用钱，她
想起公司前任会计与她交接工作时， 曾留下
几张盖好章的空白支票， 同时回想自己工作
几个月来公司财务制度存在的诸多漏洞。 一
个大胆的想法在她脑海中萌芽。最终，她壮着
胆子私下填了一张4万余元的支票，到银行取
现后用来美容以及购买衣服。
事后，她忐忑度过了几天，但发现公司没
有人发现财务上的异常。于是，邵某的胆子也
越来越大，开始频繁私自填写支票取现，最多
的一笔竟然支取了40万元。

欲壑难填，3个多月支取155万余元
很快，最初盖好章的几张空白支票用完。
但此时，邵某已经欲壑难填。 于是，在工作中
她想方设法开始将支票“夹带”在其他文件及
材料中混淆视听， 拿到公司老总及财务总监
处偷偷盖章，继续疯狂敛财。
港闸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12月28日至
2017年4月14日间，邵某先后16次支取公司资
金共计人民币1557982元。侵吞如此巨额的资
金，邵某除了购买一款34万元的保险产品外，

剩余大部分都被其用于抽脂、整形、瘦腿等美
容消费，其中一种名为“爱贝芙”的美容针，一
万元一次，邵某先后打了20余次。
今年4月24日， 公司发现账目存在异常
后，找到邵某了解情况。惊慌失措的邵某赶紧
将尚未挥霍的19万余元打到了公司账户上，
并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职务侵占，女会计被判刑4年3个月
邵某的消费记录显示，2016年3月1日，消
费52000元；3月7日消费150000元；3月19日消
费73800元；3月21日消费300000元……有了
单位金库的“
撑腰”，邵某频频大额刷卡消费，
甚至一条裙子就上万元， 在理发店充值更是
上万元充值。
港闸法院审理认为， 邵某在明知没有还
款能力的情况下，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内多次
侵占公司资金高达155万余元， 用于美容、购
置高档服装等高消费， 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
的目的，且数额巨大，已构成职务侵占罪，遂
依判处被告人邵某有期徒刑4年3个月， 并责
令邵某继续向公司退赔违法所得。
本报记者彭军君 本报通讯员金琦 杨峰
本报实习生袁浩

放贷无法收回 非法拘禁他人
高利贷团伙5人一并获刑
晚报讯 借款人按期偿还借款本是理所
应当，但出借人为追回借款而采用违法手段，
那就免不了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昨天，记者获
悉， 港闸法院审结一起因借出高利贷后无法
收回而引发非法拘禁案件，张某等5人非法限
制他人人身自由长达4天，被分别判处1年5个
月至9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去年下半年，张某和成某共同出资成立小
额贷款公司，并雇佣李某、顾某、刘某，在未领取
营业执照的情况下就开始了营业。 受害人梁某
通过他人介绍到张某处借款2.2万元，并按张某
要求出具了两张总计6万元的借条。 后梁某还
款1.9万元，而张某等人认为梁某已结欠本息共
计12.2万元，要求梁某再出具借条一份，并提出
梁某必须先偿还5万元，否则不得离开其公司。

体彩情报站

晚报讯 昨天， 如东警方向全社会发出
一则协查通报， 吁请一起肇事逃逸案件中的
知情人或目击者向警方提供有效线索， 并据
情予以一定奖励。同时，警方要求肇事逃逸人
员幡然醒悟、主动自首。
据了解，12月2日晚， 如东新林林场附近
突发一起意外车祸， 一名过路老太在步行外
出途中被人撞倒。事发后，肇事者置倒地伤者
于不顾，趁夜幕仓皇逃逸。 接到警情后，辖区
警方和120急救中心救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对伤者予以紧急救援。遗憾的是，被撞老太因
伤势太重，最终不治身亡。
案发后，如东警方立即组织勘查和侦破，
并在事发地周边排查。昨天，警方就这起交通

协查通报”：
“
12月2日19时
肇事逃逸案发出“
许， 在如东县新林林场南侧路边发生一起交
通事故。经警方工作：家住如东县洋口镇杨楝
园村的殷某（女，75岁），沿如东县X301线公
路由南向北步行至39KM+400M路段（原新林
乡林场桥南侧）时，被一辆同向行驶的二轮车
辆碰撞。殷某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现警方面向
社会广泛征集线索： 望案发时经过事故现场
的驾乘人员及其他知情者主动与如东警方联
系，提供线索，公安机关对提供有价值线索者
将予以奖励。 ”
如东警方同时敦促肇事者尽快投案自
首，争取宽大处理。
记者周朝晖

槽罐车右拐弯撞死一路人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再敲安全警钟
晚报讯 槽罐车等大型车辆在拐弯时，
因疏于观察视觉盲区酿成重大交通事故的案
例，不胜枚举。昨天，如东交警就4日在辖区突
发的一起交通死亡事故再次提醒广大司机：
大型车辆在路口拐弯时务必关注视觉盲区状
况，以防意外事故发生。
多位事发现场目击者向本报新闻热线介
绍，4日上午9时许，在如东县掘港镇镇区的老
农工商超市附近， 一辆槽罐车在路口右转弯
时， 意外与一辆同样右转弯的电动自行车发
生碰撞，骑车男子瞬间被卷入槽罐车车底，身
体惨遭碾压，当场身亡。
据目击者讲述，被撞的电动车遭碾压后，
被槽罐车一路从北侧人行道一直拖行到西侧

的人行道，电动车被卡在槽罐车的前轮位置，
掉下来的车上零件四散在地； 受伤男子头部
遭碾压，现场比较惨烈。辖区交警赶到事发地
调查后， 初步判断可能是槽罐车在右转弯时
产生了视觉盲区，忽视了路况。
事故发生后， 如东警方在调查后就这起
突发交通事故发布
“警情通报”：2017年12月4
日9时14分许，吴某华（男，本地人）驾驶苏
F2135S重型结构货车，由北向南行驶至掘港
镇人民路与江海中路交叉路口右转弯时，与
王某根（男，本地人）驾驶的电瓶车发生事故。
经120确认，王某根当场死亡。 事故在进一步
调查中。
记者周朝晖（报料人酬金30元）

“
瘸”司机驾车逃入死胡同
因梁某无力还款， 张某遂将梁某控制在
其公司，并安排李某等人看管，白天要求梁某
借钱还款，晚上则陪同至宾馆住宿。 其间，张
某要求梁某将衣服脱掉做下蹲，并以掴耳光、
皮带抽打、脚踹身体的方式对梁某进行殴打，
使用电棍、 匕首进行威胁， 要求梁某尽快筹
钱。直至第4日下午，梁某趁看管人员不注意，
通过手机向其朋友发送信息委托报警。 公安
机关随后至小额贷款公司将梁某解救， 并当
场抓获张某等5人。
港闸法院审理认为，张某等5人非法剥夺
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均构成非法拘禁罪，根
据5人的犯罪情节以及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
依法作出了上述判决。
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曹小萍

南通体彩监督电话：83512260

如皋交警
“瓮中捉鳖”，一查驾驶证已过期
晚报讯 12月5日晚上，一辆轿车在如皋
开发区鹿门路遇查酒驾时， 突然急转开进一
条小巷，民警“瓮中捉鳖”迅速控制住驾车司
机，此时，民警竟然发现司机左腿打着石膏、
缠着绷带，且驾照也已过期3个月。昨天，这位
“瘸”司机廖某因驾驶证逾期未参加审验的交
通违法行为， 被如皋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处以
罚款500元的处罚。
当晚， 如皋开发区交警中队民警在市鹿
门路查处酒驾时，发现一辆轿车车速较快，正
当民警示意车辆减速靠边接受检查时， 该车
竟突然急转弯开进了一条小巷， 谁知司机车

福彩直通车

技不过关被卡在了小巷口， 被随即赶过来的
民警“
瓮中捉鳖”。民警对轿车内的3名驾乘人
员进行检查，发现3人均未饮酒，准备检查证
件时，驾驶人廖某开始支支吾吾，说自己驾驶
证忘在家里了。
当民警要求驾驶员下车时， 让人惊讶的
一幕出现了，廖某的左腿上竟然打着石膏、缠
着绷带。“开自动挡又不要用左腿……”廖某
的左腿轻轻踮着地向民警辩解。后经查询，廖
某之所以遇到民警想“绕道”，原来是他的驾
驶证已过期3个月。
记者龚丹 通讯员谢寅

南通福彩网 http://ntfcw.tt17.com/

体彩新票“滚雪球”“财运旺”“好运旺”携手上市 双色球 9 亿元大派奖火热进行中

寒潮来袭，冬日的气息越来越浓烈，而遍布大街小巷的体彩网点却
温暖如春。 近日，顶呱刮新票“滚雪球”“财运旺”“好运旺”，携手登录我
省彩市。 其中，“滚雪球”最高可中 25 万元；“财运旺”“好运旺”最高可
中 15 万元。 感兴趣的您，可至身边的体彩网点喝口热水暖暖身子，顺
便体验一把顶呱刮新票的乐趣。
“滚雪球”面值 10 元，单票共有 12 次中奖机会，最高奖金达 25 万
元。 从票面设计上看，“滚雪球”萌趣十足。 蓝蓝的天空下飘洒着雪花，
憨态可掬的雪人站在赛道一头等待滚雪球，凛冽的寒意中透出一种别
致的清新。 从玩法设计上看，“滚雪球”采取的是找奖金符号的方式。
“财运旺”“好运旺”是作为一组姐妹主题票共同面市。 两者的面值
都是 5 元，单票均有 12 次中奖机会，最高奖金达 15 万元。 从票面设计
上看，“财运旺”“好运旺”都突出一个“旺”字，“财运旺”是红底黄字 ，
“好运旺”是黄底红字，而且巧妙融合主形象与刮开区，刮开后“旺”字
仍可呈现，给人十分喜庆的感觉。 从玩法设计上看，这两款票采取的是
找中奖符号的方式。
申请体彩站点详见南通体彩网（www.nttc.net.cn）
“建站信息公开”专栏

为进一步回馈广大彩民对双色球的喜爱和支持，中福彩中心决定将于
2017 年 11 月 5 日开启 9 亿元大派奖活动。 活动始于双色球第 2017130
期（11 月 2 日开奖结束后起售，11 月 5 日开奖），连续派奖 20 期，大奖小奖
一起派，复式投注均可参与。
头奖更高，末奖翻倍。 本次派奖资金 4 亿元用于一等奖派奖，每期安排
2000 万元设立一等奖特别奖， 由当期采用复式投注的一等奖按中奖注数
均分，单注派奖奖金最高限额 500 万元，也就是说单注一等奖奖金最高可
达 1500 万元；5 亿元用于六等奖派奖，每期对当期采用复式投注的所有六
等奖按每注 5 元派送固定奖金， 若六等奖派奖总奖金达到或超过 5 亿元，
将从下一期起停止六等奖派奖活动。
截至 2017 年 10 月中旬，双色球累计销售超过 5100 亿元，筹集公益
金超过 1800 亿元，亿元以上大奖中得者 26 人，中国彩票市场前 10 大奖中
有 8 个属于双色球。
彩票史上金额最大、范围最广的派奖活动即将启动，“彩市航母”双色
球携 9 亿元大派奖，给 2017 年的中国彩市添上浓墨重彩，为彩民朋友们带
来一场岁末盛宴。

福彩双色球

2 元可中 1000 万

体彩开奖
12 月 6 日 21 ：38
大乐透17143期
6、9、24、29、32+2、7
排列5第17333期
4、2、7、4、9

福彩开奖
12 月 6 日 21 ：48
七乐彩第2017143期
3、7、9、16、19、27、28+14
15选5第2017333期
1、4、9、10、11
东方6+1第2017143期
3、4、7、2、9、5+马
3D第2017333期
4、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