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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子用 POS 机套现 450 余万元
该女子曾在银行任职，目前已被刑拘

阅读提示 | 众所周知，
利用 POS 机套现达到一定数目即是违法，
可还是有人知法犯法。昨日，
记者从嵩县公安
局了解到，
近日该局经侦大队受理了一起非法 POS 机套现案件，
一女子进行虚假交易套现 450 余万元被刑拘。
□记者 张晓云 通讯员 胡晓

□记者 张晓云 通讯员 高国强

缘由：来钱快成套现根源
来钱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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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小小 POS 机套出巨款
3 月 17 日，嵩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接到匿名电话举报：在嵩
县城关镇车站院内，有人开设 POS 机，进行虚假交易，利用
POS 机套现且数额巨大，涉嫌非法经营。接案后，经侦大队民
警随即出警，在嵩县城关镇车站院内犯罪嫌疑人租住的房间
里将犯罪嫌疑人吕某抓获。
经民警调查，嫌疑人吕某曾是某银行职工，2000 年，吕某在单
位买断工龄，目前无业。2013 年 7 月，吕某在嵩县城关镇车站
院内二楼租了一间房子，一个月后，她以金太阳葡萄园公司的
名义，在嵩县农村信用社申请了一个可以刷卡的 POS 机，随
后便开始利用此 POS 机为他人刷卡套现，并从中收取手续
费。2013 年 10 月份，吕某又购买一个工商银行的 POS 机，以
同样方式进行非法经营，从中收取手续费，累计数额达 450 余
万元。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吕某对其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
前，犯罪嫌疑人吕某已被刑拘。

那么，为什么有人选择非法套现呢？一
位熟悉银行业务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大部
分银行都有明确规定，信用卡取现，无论是
去 ATM 机还是柜台取，除了需要支付一定
数额的手续费，还要另外支付每天 0.05%的
利息，这与多数非法套现的利息相比并没有
太多优惠。
“其实手续费不是问题所在，关键是持
卡人能拿到多少现金和套现过程的难易。”
这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般用信用卡去银
行取现的话，可能只能取到信用额度的一
半，而且还不一定能一次性支取。可如果非
法套现的话，最大刷卡额度就是持卡人的信
用额度，并且和正规渠道相比，没有了繁琐
的手续和银行信用核查系统的监控，持卡人
能更快捷拿到更多的现金。这位业内人士
表示，有的刷卡套现公司还能为持卡人垫付
还款，让其短时间内迅速恢复信用额度，这
成了不少入不敷出的
“卡奴”
的依赖。
此外，这位银行业内人士也强调，客户
找不法中介套现，交易不但没有保障，对客
户本身也存在很大的风险。
“ 套现交易本身
是虚假交易，不受法律保护，一旦交易过程
中客户的套现资金被中介黑掉，就很难再追
回了。一些中介公司也会要求在持卡人刷
卡后两三天，资金到账后才将现金返还给持
卡人，这期间只要钱一到就卷款逃跑，或者
直接就是为了骗取办卡费而不给信用卡，这
其中的风险，
显而易见。”

民警借
“天眼”抓住
“爬”窃男
经审讯，他一个月内竟在老城区攀爬入室盗窃 12 起
□记者 张晓云 通讯员 李保宏

监控中骑自行车游街串巷的犯罪嫌疑人（视频截图）
本报讯 深夜骑着自行车游荡于各个小区，身揣物品说不
清来历，原来身强体壮的优势都用到了歪门邪道上。昨日，记
者从洛阳市公安局老城派出所了解到，3 月 22 日，老城派出所
经过多警种密切配合，成功抓获涉嫌 12 起攀爬入室盗窃的犯
罪嫌疑人勒某。
据了解，今年 3 月份以来，老城辖区道南路一带发生了 12 起
入室盗窃案件，群众反映强烈，要求公安机关尽快破案。老城派
出所随即组成专案组全力侦破。专案组一方面对现场痕迹物证
进行串并比对，另一方面分析各起案件的案发时段和区域，要求
巡警大队和监控中心有针对性地开展巡查。
终于，3 月 22 日凌晨 3 时许，一名骑山地自行车的年轻男子
引起了老城分局监控中心监控员的注意。只见该人穿街进巷，不
时地抬头观看路边的住宅楼，行踪十分可疑，监控员熟练操作，用
镜头死死盯住该男子。3 时 24 分，该男子进入唐宫东路义勇街 6

四天内作案三起
警方出击一天破案

号院，大约 14 分钟后从该院骑车出来，
后沿中州渠东岸、中州路、沿环城西路、
唐宫东路、三通巷一路游荡，沿途出入
多个居民楼院。当该男子行至中州路
印刷厂门口时，监控员果断指令在附近
巡逻的民警拦截盘查。
盘查中，民警发现该男子身上有一
部平板电脑，自行车也没有钥匙，当问
及自行车和平板电脑的来历，以及半夜
在街上游荡的原因时，该男子都说不清
楚，还以听不懂汉语为由搪塞民警。因
不能确认该男子的身份，无法辨明其夜
间行为和随身物品来源，民警遂将该男
子移交案件大队处理。民警经过仔细
检查，从该男子的身上又搜出一支手电
筒和一副手套，通过观察该男子体貌特
征及检查其手套表面痕迹，案件五中队
中队长樊正辉认为该男子身体健壮敏
捷，臂力过人，很符合攀爬入室盗窃的
嫌疑人特征，很有可能就是近期多起攀
爬入室盗窃案件的嫌疑人。
民警一面加大审讯力度，一方面对
各种物证展开调查。经核实，该男子勒
某是四川美姑县人，曾在山东省多次攀
爬入室盗窃被处理。随着指纹、足迹和
DNA 的采集比对，以及平板电脑内机
主个人资料信息的核实，该男子再也无
法抵赖，如实供述了攀爬入室盗窃犯罪
事实。随着审讯的深入，民警进一步核
实了该男子在老城辖区所作的全部 12
起攀爬入室盗窃案件。目前，该嫌疑人
已被刑拘。

本报讯 昨日下午 2 时许，洛阳市公安局
洛龙派出所在宝龙城市广场召开了退赃大
会，一辆汽车、约 5 万元现金、十余部手机物
归原主，而这其中就牵扯了发生在今年 2 月
份的一起已告破的连环抢劫案。
今年 2 月 16 日，洛龙派出所案件侦办大
队接到孟津县公安局麻屯派出所移交的案
件：报案人高某某称其在 2 月 15 日下午，在洛
龙区泉舜购物广场被三名男子开一辆面包车
绑架，后用刀威逼其交出身上现金并将银行
卡内的钱取走，2 月 16 日凌晨将其扔到麻屯
附近后逃窜，高某某在当地报案后，案件移交
至洛龙派出所。
接警后，
洛龙派出所组成专案组随即开展
侦查工作，经过调取当时现场附近的监控，嫌
疑人渐渐浮出水面，原来，案发时曾有一辆银
灰色面包车出现，当时天色已晚，可车前放下
了挡光板，好像是有意为之。根据这一线索，
专案组调取了牡丹大道等卡口的监控，
随着调
查的深入，民警发现，这辆面包车是洛阳市高
新区孙旗屯于 2 月 13 日的被盗车辆，
疑似向嵩
县方向逃窜。
经过周密布控，2 月 17 日晚 21 时许，在
嵩县一招待所内，民警将刚刚作案归来的三
名犯罪嫌疑人孙某某，王某某，张某某顺利抓
获，并搜出现金 49000 余元。
经询问，三人交代，2 月 15 日 18 时许，三
人开着 2 月 13 日刚刚从高新区偷来的面包
车，在泉舜购物广场南门，经过踩点，将刚刚
从银行取钱出来的受害人高某某强行绑架上
车，为了不被警察盯上，他们分别在偃师市和
巩义市从受害人卡中取出 32300 元，抢走其
挎包内的 14000 元，将受害人扔在孟津县麻
屯镇后逃窜。据悉，2 月 16 日晚，就在警方全
力侦查的过程中，三人还在伊川县用同样方
法绑架了周某某，
抢劫现金 6000 余元。
对于如何防范取钱后被抢，洛龙派出所
民警提醒市民以下几点：第一，取钱时，最好
有能迅速离开的交通工具，避免步行，不要理
会上前搭讪的陌生人；第二，最好不要单独取
钱，尤其是女性，最好由他人陪伴；第三，最好
到繁华地带的银行取钱，并且密切观察周围
环境，周围有可疑人员时不要取钱。

名为洗衣店
实为淫窟

检方已对店主依法批捕
□记者 计思佳 通讯员 王欣
本报讯 前面是洗衣房，后面实为卖淫场
所，洛阳市洛龙区洗衣店老板嫌赚钱慢，组
织卖淫赚钱，不仅唆使店内两名员工卖淫，
还向其他按摩店借“小姐”。昨日，杨某因涉
嫌容留、介绍卖淫，被洛阳市西工区检察院
依法批准逮捕。
杨某是洛龙区关林镇某洗衣房的一位
女老板，店里还聘请了两名 40 多岁的女员
工。杨某经常在女员工耳边说，干活辛苦，
卖淫来钱会快得多。员工听了几次后，也顺
从了老板的意思。杨某将洗衣店后面的一
个小房间作为卖淫地点，并提供避孕套等物
品。由于杨某的女员工年纪偏大，有时嫖客
看不上，杨某还到附近按摩店借了几位年轻
的“小姐”。每次交易后，杨某都会从中提
成。
今年年初，杨某的洗衣店被市民举报。
2 月 24 日晚 7 时，西工分局民警对杨某的洗
衣店进行了查处，当时洗衣店内有杨某的两
名员工在场，民警在洗衣店后面房间的垃圾
桶内搜到了很多安全套。民警将杨某以及
涉案的 7 名“小姐”带回讯问，昨日，杨某被
洛阳市西工区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