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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江苏镇江京口区人民法院公
开审理了一起案件，被告人王某沉迷网络
直播，竟然盗取公司 930万元，以打赏的方
式博取网络女主播的欢心。那么，这到底
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被告人王某又是
如何侵吞公司高额资金的呢？

会计突然失联 930万元公款不翼
而飞

2017 年 2 月中旬，镇江警方接到国信
嘉源房地产公司报案，称该公司 29岁的会
计王某突然失联，经过账目核查，公司怀
疑他侵吞了数百万元的公款。

镇江市京口公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
大队副大队长董贝冰说：“该公司报案之
前跟王某电话联系，说把公司的账交一
下要做审计，到时候要王某配合。王某
当时答应得很好，第二天该公司再跟王
某联系，电话就关机了，报案的时候应
该是在公司账上发现有 400多万元去向不
明。”

王某的家人和朋友都不知道他的下
落，就在民警抓紧侦查时，王某的手机突
然开机了，他打电话给公司表示想投案自
首。

镇江市大市口派出所民警冯苏介绍：
“王某跑到上海，去见斗鱼直播平台名叫
余某某的女主播，跟余某某见面之后，就
跟余某某说要回镇江了。实际上王某在
上海的一家宾馆开了一个房间准备割腕
自杀。”

没有勇气自杀的王某被民警带回镇
江，王某对于自己侵占公司巨额资金的事
实供认不讳。经查实，王某挪用国信嘉源
房产公司的公款达 930 万元，包括侵占公
司库存现金数十万元；从公司银行卡取
现、转账近 860万元。

网络直播看上瘾 侵吞公款为打赏

民警调查发现，王某已结婚，一家
三口与父母一起居住在丹阳，家庭条件
一般。而他盗取公司的高额资金并没有
用于家庭，那这 930万元究竟花到了哪里
呢？

王某交代，他自从接触了网络直播平
台后，就很喜欢看直播。因为自己每月的
工资也就 3000多元，维持家庭生活比较拮
据，所以一开始很少打赏。他发现，因为
打赏少，女主播们对自己不屑一顾，她们
只会与打赏多的人进行互动。王某觉得
自己受到了冷落，为了挽回面子，他开始
挪用公款打赏。

董贝冰说：“一开始，王某认为这个跟
玩游戏一样，也就是蛮开心的，蛮刺激
的。一百两百元打赏，女主播爱理不理，
后来金额加大，女主播就会主动跟你联系
了，包括出去吃饭，玩玩啊，王某认为（打
赏）钱越多，对他来说就是越开心，越兴
奋，越刺激。”

王某打赏“一掷千金”，大家都以为他
是富二代，不断有女主播和网友吹捧他，
让他感觉很受用。为了维持在直播平台
里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王某不断充值
给女主播送高价格的“礼物”，最多的一天
他在直播平台充值 50万元，好几个女主播
主动与他结交。王某瞒着妻子，以出差为
借口，每周都会到上海与女主播幽会，陪

吃饭，陪睡，挥霍盗取来的公款。

肆意挥霍 一个人把控财务事宜

在国信嘉源房地产公司里，王某仅仅
是月薪 3000多元的普通员工，并不是公司
的高层领导，那么，他怎么会把一家大型
企业的资金掌控在股掌之间，随时挥霍，
毫无顾忌呢？

王某一开始只是担任公司的出纳会
计，2015 年，主办会计离职后，公司没
有另外安排人，而是让王某兼任主办会
计，他一个人把控了公司所有的财务大
权。

据董贝冰介绍：“正常的情况应该是
两个人，一个出纳一个现金会计，这个（公
司）就王某一个人，所有的公司印章、法人
的印章都是王某一个人管。也没人查，王
某就肆无忌惮地开始挪用公款，从（每笔）
一万、两万元这样子，后来直接到十几万
元。”

从 2015年到 2017年，王某的公司一直
没有组织审计工作，也没有领导监督王某
的账目。

获刑7年 930万元无力退赔

经过庭审，法院当庭作出宣判，被告
人王某犯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7
年，并处没收财产 20 万元，责令被告人王
某退回被害单位人民币 930 万元，但王某
根本没有能力退赔。

法院宣判后，王某表示悔罪，没有提
出上诉。民警了解到，王某平时是一个非
常内向的人，周围的人说他很少犯错，没
什么不良嗜好，为什么这次王某会沉迷于
网络直播无法自拔呢？心理专家表示，
性格内向的人，因为平时缺少与他人的
交流，可能存在极度的不自信，因此需
要在虚拟的环境中寻找自我和他人的肯
定。

当王某因为打赏少被网络女主播轻
视时，他在心理上无法承受，所以不惜盗
取公款来打赏；而当他将自己伪装成了

“富二代”，用金钱引来女主播的争相追捧
时，内心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更加无法自
拔。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夏春娣表示，
“这些网络上的追捧，看似一种荣耀，或
者是别人对你的肯定，（其实） 都是虚拟
的，都是虚幻的，但是却给了他一种心
理上的安慰。要给他一些家庭的陪伴，
父 母 要 给 孩 子 一 种 足 够 的 亲 情 、 安 全
感，也要给他一些鼓励，从而不要让孩
子变得封闭。”

心理专家介绍，像王某这样自我封闭
的性格并不少见，大多数形成于青少年时
期，一般表现为个人几乎没有社交活动，
除了必要的工作、学习、购物外，大部分时
间将自己关在家里，不与他人来往。如果
家长或亲属发现这样的现象，就要及时进
行心理疏导，否则会让年轻人形成不自信
的心理习惯，影响其一生。

在这起案件中，遭受巨大损失的房地
产公司也应该吸取教训。在长达一年多
的时间里，王某挪用侵占 930 万元却一直
没有被发现，公司巨大的财务漏洞和监
管缺失从客观上给了王某犯罪的机会。

据央视报道

会计侵吞930万元公款打赏女主播

2017 年 12 月 3 日，一阵沉闷的枪声
过后，11 岁的小舒婷倒在血泊中。一名
男童捡起随便放置在身旁的霰弹枪当作
玩具枪射击，近百发子弹打入了小舒婷
的体内。

经过三次手术，仍旧有数十颗子弹
尚未取出，而且其中部分子弹位于颈椎
附近，可能会造成瘫痪甚至危及生命，这
让舒婷的父母痛苦至极。手术的巨额医
药费所带来的负担还没有卸下，治疗方
案陷入僵局更让女孩父母忧心。女孩的
母亲王女士希望能够有医疗专家来帮忙
想办法，救救她的女儿。

事件事件回顾回顾
男童误将霰弹枪当玩具枪

女孩中近百发子弹

2017 年 12 月 3 日下午，姑姑来到住
在安徽省阜阳市颖西区的张舒婷家做
客，临走的时候 11 岁的舒婷央求着要跟
着去姑姑家玩。后来，舒婷去了姑姑家
附近的娱乐场，那里有儿童滑梯，有小卖
部，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地方。

舒婷的母亲王女士告诉记者，事发
时她和丈夫都没有在女儿身边，姑姑也
没有在现场。他们都是得到消息后才赶
过去的。当时有村民告诉他们，舒婷受
伤了，120的救护车都来了。

当他们到了事发现场的时候，舒婷
的右侧胳膊和身上血肉模糊。医生告诉
他们，舒婷受了枪伤，身上中了很多子
弹，让他们赶紧报警送医院。

王女士说，他们当时听到这些都傻
了。后来警方介入调查，他们一家人才
得知事发经过。当地男子张某彬和张某
飞将一把打鸟用的霰弹枪随意放在了儿
童游乐区，与舒婷一起玩耍的一名 8岁男
童以为是玩具枪，举起枪来向舒婷连续
射击，近百发子弹打中了舒婷。

事情事情原委原委
为防盗购买改装枪
男子随意将枪支放置

事发后，警方将枪支、弹药查扣，而
张某彬、张某飞也被警方抓获。随后都
各自被法院依法判刑。

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寄送给小舒
婷家的判决书上显示，张某彬因家中狗
被盗，于是有了持枪防盗的想法，遂以人
民币 300 元的价格从张某飞处非法购买
了其改装后的以火药为动力的射钉枪和
部分弹药。

2017 年 11 月底，张某彬在家听到屋
外有动静，怀疑有贼，便持枪出门巡查，
然后将枪放在邻居小卖部后院的衣服堆
上。2017 年 12 月 3 日 16 时许，男童程某
和舒婷在小卖部附近购买零食后到后院
玩耍，程某发现该枪支就拿在手里玩，玩
耍时不慎扣动扳机将舒婷误伤。

随后张某彬、张某飞分别于 12 月 4
日、12月 7日投案自首。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张某飞非法制造、买卖枪支、弹
药，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制造、买卖枪支、
弹药罪；被告人张某彬买卖枪支、弹药，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
张某飞、张某彬在犯罪后主动到公安机
关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均系自首，
依法均可减轻处罚。判决张某飞有期徒
刑一年零两个月、张某彬有期徒刑一年
零两个月。没收扣押在案的火药枪、弹
壳，追缴非法买卖枪支赃款 300元。

治病筹治病筹款款
举债数十万元治疗

家人为高额手术费发愁

虽然制造和买卖枪支的人得到了法
律的制裁，但是伤痛却留在了小舒婷的
身上。从事发以后，舒婷已经做了三次
手术，目前共花费了 20余万元。

王女士告诉记者，他们一家都是打
工族，赚的钱只是够维持平时的生活，现

在出了这样的事情，家里面只能东拼西
凑借钱看病，好在目前医院方面仍在积
极治疗。王女士说，事情发生后，男童程
某的家人给送来了 5.5 万元。除了这 5.5
万元外，张某彬、张某飞两家只各给了 2
万元，而且这还是通过社区去做工作协
调下来的。

据王女士介绍，张某彬、张某飞两家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过问过此事。法院
判决的时候也没有通知他们一家。据为
王女士提供法律援助的胡律师介绍，目前
王女士一家有意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

由于手术款较多，王女士开通了水
滴筹爱心募捐。不过，目前急需 30 万元
筹款的他们只筹到了 3万余元。

治疗僵治疗僵局局
颈部留十余颗子弹
取出难度越来越大

其实，目前最让舒婷父母着急的还
不仅仅是治疗费，而是小舒婷的治疗方
案陷入僵局。

小舒婷目前做了三次手术，第一次
取出 35 颗，第二次取出 22 颗，第三次取
出脖子上的 3颗，还有二十余颗子弹在手
臂和脖子上没有取出。

目前小舒婷无法独自站立，身体虚
弱，经常头疼头晕。据南京儿童医院河
西院区烧伤整形科舒婷的主治医生孔亮
亮介绍，目前一共取出 57颗子弹，手臂内
还有 9 颗。而最令人揪心的是舒婷颈部
还有十多颗子弹没有被取出，这些子弹
有可能直接威胁她的生命。

据孔医生介绍，目前舒婷体内的子
弹取出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颈部位置，
一旦影响到颈椎，可能会导致瘫痪，目前
能否全部取出还是个未知数。

“现在最希望的是有专家能帮帮我
们，提供一套周全的治疗方案。”舒婷的
母亲王女士说，由于取出子弹的难度越
来越大，治疗已经陷入僵局，但不尽快手
术也同样存在巨大危险。

据《法制晚报》报道

男童霰弹枪当玩具
女孩被伤面临瘫痪

此前的此前的XX光片显示光片显示，，舒婷身上被舒婷身上被
射入近百颗子弹射入近百颗子弹。。

病床上的舒婷病床上的舒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