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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罪还是诈骗罪？
另一种观点认为，田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采用欺骗的手段骗商场的收银
员，收银员基于田某的欺骗行为而处分
商场的财产，致使商场受到损失，整个
过程符合诈骗的构成要件，因而应当构
成诈骗罪。

笔者则认为田某构成了盗窃罪。
田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窃取
的手段，复制了被害人即持卡人的购物
卡，进行消费，使被害人遭受损失，符合
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诈骗罪和盗窃罪虽然都属于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的侵犯财产型犯罪，但盗
窃罪属于违背被害人意志取得财产的
犯罪，是在被害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
秘密窃取的行为。而诈骗罪属于基于
被害人有瑕疵的意志而取得财产的犯
罪，成立诈骗罪要求行为人与被害人双

方事先有意识联络，被害人因行为人的
欺骗行为，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
一般情况下，两罪比较容易区分，但实
践中有些犯罪分子为达到非法占有他
人财物的目的，往往盗窃与诈骗并用。

结合本案来看，首先，本案的被害
人应是持卡人，而非某商场。持卡人在
购买卡时，商场的利益已得到回收，购
物卡一经售出，卡的所有权就转移给持
卡人所有，卡里的消费金额也随卡转移
给持卡人，某商场不再拥有该卡的所有
权。田某用复制卡进行消费侵犯的是
持卡人的利益。其次，田某的行为构成
盗窃罪而非诈骗罪。田某在持卡人不
知情的情况下，复制持卡人的购物卡，
将卡里的消费金额转移，应是盗窃行
为，其后来欺骗某商场收银员，将财物
转移的行为应视为盗窃行为的自然延
伸、后续行为，而不应再被评价为诈骗
行为。 （杨素真）

复制客户购物卡消费
构成盗窃罪

【案情】
渑池县一卫生所因治疗不当导致患

者死亡，便拿着医药公司赠送的保险找
保险公司索赔，但遭到拒赔。该卫生所
遂诉至渑池县法院。法院一审判决保险
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不服，提出
上诉。近日，三门峡市中院在开庭审理
后，当庭调解化解了这起纠纷。
【说法】

二审法院开庭审理后认为，该卫生
所持有的保险合同虽是赠送的，但是赠
送保险不是零保费，而是由医药公司支
付相关保费，它的效力应和普通保险的
效力一样。所以该卫生所收到赠送的医
疗责任保险合同,应视为该卫生所与保险
公司签订了医疗责任保险合同。该合同
是合法有效的,应受到法律保护。同时，
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
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
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
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
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
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
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
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
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
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
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公司在赠送保
险合同时，应向被保险人尽到告知义
务。本案中，保险公司只是将保险合同
交与药品批发公司进行赠送，而并未向
该药品批发公司说明在赠送保险合同
时，应代保险公司履行告知义务，所以保
险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据此，
二审法官就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与双
方当事人进行了交流，使双方当庭达成
和解，保险公司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

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张玮侯杨 曾庆旭

赠送保险未尽告知义务
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无效

【案情】
田某是某商场团购部的工作人员，负责购物卡的

办理、补磁与销售。田某利用工作便利，用废旧的购物
卡在补磁机上填上有钱客户的卡号，复制了7张购物
卡，在该商场进行消费，并在付款时骗商场收银员说是
替客户付款或是使用亲戚的卡，涉案金额达数万元。

【说法】
是否应定性为职务侵占罪？

一种观点认为，田某作为某商场的工作人员，利用职
务之便，复制客户的购物卡，在商场进行消费，从而将商场
的财物据为己有，其行为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应
定职务侵占罪。

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
大的行为。此处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能等同于利用
工作上的便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主要是指行为人利用
了自己在职务上所有的主管、管理、支配或经手本单位财
物的便利条件。“管理与支配”是指当事人对于财物享有的

“管理权与支配权”。物的所有人和经过授权的物的合法
的支配人、管理人才有管理权与支配权。经手是指因工
作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控制单位的财物，包括因工作需要
合法持有单位财物的便利，而不包括因工作关系熟悉作
案环境、容易接近单位财物等方便条件。

结合本案，田某作为某商场团购部的工作人员，其职
责是负责购物卡的办理、补磁与销售，既非商场的所有者，
也非经过授权的管理者，没有任意处分或支配单位财物
的权利。如果说本案中购物卡在出售前暂时由田某负责
保管，那么田某可以说是经手人，此时，他如果窃取购物卡
用于消费，可能构成职务侵占罪。但此案中，田某复制的
购物卡的所有权已转移给持卡人，商场不再有所有权，所
以田某此时的行为不应再定职务侵占。

开展教育活动 提升服务水平
法院篇法院篇

检察篇检察篇

公安篇公安篇

念好“三字诀”延伸“牵手平安行”触角

本报讯 为深化“牵手平安行”活动，强化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延津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严密工作措施，牵手客货运输企业，念好

“宣、防、访”三字口诀，延伸深化“牵手平安
行”活动的触角。一是念好“宣”字诀。大队
组织民警深入辖区交通运输企业，采取召开
运输企业负责人座谈会的方式，积极宣传对
企业营运车辆进行安全管理的重要性。二是
念好“防”字诀。大队源头化管理从重点车辆
和重点驾驶员的教育防范入手，不断加强重
点车辆及驾驶人管理。三是念好“访”字诀。
大队以“文明交通进企业”宣传活动为契机，
组织宣传民警深入辖区各交通运输企业，对
交通运输企业法人代表、负责人、车主、驾驶
人及随车人员进行“面对面”的交通安全宣传
教育，共建平安、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

（延公宣）

健全维权机制 保证民警权益

本报讯 今年以来，新乡市公安局花园派
出所不断加强维权建设，健全维权机制，努力
为一线民警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全力维护
民警合法权益。近日，花园派出所专门召开
维权工作部署会。会议对当前维权工作的现
状及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进行了剖析，并
要求以驻所执法执纪监督室为主、勤务综合
室配合，以“三项措施”为抓手，全面提升花园

派出所维权工作。所党委书记、所长杨松焕要
求：一旦发生侵犯民警执法权益的案件，所领导
需立即带队赶赴现场处置，尽最大能力减少民
警在执法工作中人格、身体的伤害，并积极组织
人员开展调查取证。同时根据当事人的侵权情
节轻重依法给予刑事、行政处罚，使每一起侵权
案件都能得到依法处理，有效保护民警的尊严
和身心健康，维护执法的严肃性。（冯庆胜）

新乡县交警大队深化“牵手平安行”活动之四
以“十八大”交通安保为主线
深化“牵手平安行”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牵手平安行”活
动深入开展，全力做好十八大道路交通安保
工作，确保全县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
平稳，新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按照支队要求，
结合当前工作实际，认真开展道路交通整治
工作。一是狠抓勤务，严查违法。大队以各
外勤中队警力为主，在国道和省道等主干道，
以流动巡逻的方式，密切监控客运车辆，严查
客车交通违法行为。二是深化排查，扎实整
改。大队牵手交通、安监等部门，突出对客货
运车辆、危化品运输安全的管理，严查严纠客
车超员超速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切实做到
不消除违法行为决不放行。三是疏堵保畅，
确保畅通。大队以流动巡逻为抓手，加强省
道及相关路段的实时监控，有效保障路口、路
段的安全畅通。四是强化教育，营造氛围。
大队主动牵手重点企业、新闻媒体等，开展形
式多样的面对面宣传教育，有针对性地进行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教育，切
实提高驾驶人文明交通意识和安全意识，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 （张 刚）

卫东交警参加竞赛获表彰

本报讯 近期，新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
队对在为期两个月的“关爱生命·平安交通”
竞赛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进行了
隆重表彰。新乡市公安局卫东派出所交通巡
防大队在活动中科学安排勤务模式，确保了
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取得了在市区大队中排
名第一的荣誉。 （郑金明 胡荣莉）

建立文化长廊 加强廉政建设

本报讯 清丰县法院不断加强法院廉政
文化建设，建立廉政文化长廊；定期开展警示
教育；建立廉政保证金制度；鼓励廉政文化作
品创作。该院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廉政文化建
设，形成浓厚的廉政文化建设氛围。（杜建祥）

开展教育活动 提升服务水平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干警文明素质，提
升法院良好形象，深化“争先创优”活动，近日，
舞钢市法院组织全体干警观看由中国人民大
学金正昆教授主讲的《文明礼仪》大讲堂，并对
干警们进行了文明礼仪知识测试活动。此举
对提高干警的文明素质、工作效率和服务质
量，进一步推动法院精神文明建设，树立法院
和干警的文明形象具有积极意义。（韩飞）

妥善审理涉企案件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本报讯 长期以来，潢川县法院坚持平等
保护原则，无论国有民营、内资外资，一律平等
保护，着力构建开放安全的投资环境。同时，
该院慎用强制措施，严禁超标的保全，有其他
财产可供保全的，减少对企业银行账户的冻
结，尽量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蔡少财）

三项机制预防国土系统职务犯罪

本报讯 今年以来，浚县检察院把预防工
作的重点放在国土资源系统，致力于提高其
依法行政的能力。一是建立联络员制度。在
国土资源局确定一名联络员，加强信息交流
和情况通报。检察机关结合查办具体案件，
进行分析、研究，向国土资源部门提出职务犯
罪发生的原因、特点、手段、规律和对策。二
是建立联系协调工作机制。加强预防工作制
度化、规范化建设，逐步形成预防职务犯罪工

作网络，增强及时发现、控制和防范国土资源
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能力。三是开展专项预防
调查和预防对策研究。对土地整理、土地出
让、用地审批、转变用地性质、土地价格管理、
土地证办理等方面存在的隐患和问题，找出
治本性措施和对策，及时总结推广，防范和减
少职务犯罪发生，推动国土资源领域反腐倡
廉长效机制建设。 （刘玉明）

制定捕后建议书 提高办案效率

本报讯 近期以来，方城县检察院在案件
批准逮捕后，由承办人员对侦查中存在的问
题、需要补充侦查的事项和证据，以及案件背
后可能涉及的其他犯罪人和犯罪事项、可能
引起上访的不和谐因素等内容提出建议书，
从而为案件的下一步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提高了办案效率。 （丰雪飞）

强化四个方面工作 确保诉讼监督实效

本报讯 今年以来，唐河县检察院结合工
作实际，积极转变执法观念，拓宽监督思路，
不断强化“履职意识、关键环节、监督力度、跟
踪落实”四个方面的工作，努力提高该院刑事
诉讼活动监督实效，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 （孙炳发 张晓飞）

“侦防一体化”格局获成效

本报讯 近日，邓州市检察院建立侦防一
体化工作新格局。该院从预防调查、案件分
析入手，综合运用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
书，分别开展涉农补贴领域职务犯罪调查、建
筑领域引发腐败问题的专项调查，调查内容
翔实，对容易滋生腐败的环节深入分析，并形
成调查报告。 （王中泽 吴富豪）

纠正违法通知书使缓刑罪犯不再脱漏

本报讯 近日，南召县检察院监所检察科
干警在辖区对社区矫正工作检查时发现，该
县法院对判处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的罪犯，
没有按规定书面告知缓刑罪犯应到当地司法
行政机关报到登记，导致脱管漏管现象严重，
该院及时向县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予

以纠正。 （巩向惠 段文聪）

学习新刑诉法 提升“四种能力”

本报讯 近期以来，洛宁县检察院采取自
学、考试、理论调研等形式，促进学习修改后
的刑诉法，做到依法办案，有效提升“四种能
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是提升自行发现
线索的能力，二是提升案件突破能力，三是提
升安全办案能力，四是提升案件信息化侦查
能力。 （代留锋 秦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