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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记者 庹妮妮

为还清30余万元的外债，2013年，23
岁的申俊（化名）带着新婚妻子李惠（化名）
背井离乡，从河北来长沙打工。

小两口上班的地方叫“天美广告公司”。
一年时间，申俊就挣了10万元。可当他们憧
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时，却双双被刑事拘留
了。

原来，申俊和李惠上班的广告公司，并
不从事与广告相关的业务， 干的是倒卖银
行卡、窃取他人账户资金的勾当。据李惠的
辩护人苏甜律师告诉记者，该公司“业务”
不断，直到2014年7月案发。

近日，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被告人
申俊、李惠等人犯盗窃罪一案，作出终审判
决， 两人均以盗窃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0
年，并处罚金。

被网友邀请来长打工还债
申俊和李惠都是老实人。
“2013年，申俊和李惠结了婚，为了办

酒，他们欠下了7万元债务。此前，申俊为给
患有尿毒症的父亲治病， 已欠下了12万余
元债务。”苏甜告诉记者，祸不单行，婚后，
申俊的母亲又患上癌症， 小两口为了给母
亲治病，又欠下了一屁股债，却没能留住母
亲。

据申俊供述，母亲生病期间，他没有上
班，就想外出找赚钱的工作，以还上欠款。

“2013年7月，我在QQ上认识的一个
网友刘某跟我说， 到长沙跟他一起买卖银
行卡，很赚钱，于是，我独自来到了长沙。”
申俊落网后称。 刘某随后带他来到了天美
广告公司， 并告诉他， 公司有两条赚钱之
道：一是从网上买银行卡再卖出去赚差价。

“第二个也是赚钱更多的，因为购买我们银
行卡的人通常不是干正当职业的人， 他们
的钱也不干净， 我们可以从卖出去的卡里
偷钱出来，对方还不敢追究我们。”

“当时觉得这个业务很赚钱，就决定跟
着他们一起做了。”申俊说，“那时公司有专
人‘偷钱’，5个人一个月能从卖掉的银行卡
里偷出来七八万元。”

夫妻共同参与盗窃银行卡资金
3个月后，尝到甜头的申俊把妻子也拉

下了水。
据申俊等人供述，以广告公司做幌子，

实际进行倒卖银行卡、 窃取他人账户资金
的“天美广告公司”发展很快。记者从案件
判决书上看到，2013年下半年， 程某等人
（另案处理）对外以“天美广告公司”名义，
先后雇佣了17人。

判决书显示，在程某等人的组织指挥下，
湛某等人从网上低价买入他人成套银行卡
后，利用“超级网银”业务，将购入的银行卡绑
定为公司固定银行卡的子卡，绑定后，团伙成

员便可无需持卡人同意， 便可以通过登录主
卡网上银行操作， 将子卡的资金转入主卡账
户。

随后， 湛某等人再将绑定后的子卡通
过QQ、淘宝等网络平台向他人兜售，被害
人一旦向购买的银行卡账户内存入资金，
团伙成员便通过网上银行迅速将卡内资金
转入主卡账户内。

据悉，为实施上述违法犯罪活动，程某
将17人分成3个小组，分别由湛某、刘某、蒋
某任组长， 并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完备
的分配、激励奖惩机制。

申俊和李惠都是刘某的组员。 判决书
显示，申俊主要负责售卖银行卡，解决银行
卡、计算机技术问题，查看主卡账户余额等
事项。 李惠则负责考勤登记及小组内盗窃
金额、提成金额记录，看账户、转账等事项。

苏甜告诉记者，2014年2月至7月期
间，刘某组盗窃金额共计674064元。一年
的时间，申俊大概挣了10万元。

监视居住期间怀孕生子
正如刘某所说， 由于购买他们银行卡

的受害人大部分“见不得光”，所以，很少有
人报警。直到2014年7月，该公司被长沙市
国安局盯上了。

案发当日，申俊和李惠等人正在上班。
长沙市国安局的工作人员突然到访， 将该
公司一网打尽，随后将申俊、李惠等人一并
移交给公安机关，次日，他们被刑事拘留。

申俊、 李惠因证据不足并未被批准逮
捕，强制措施被改为监视居住。在此期间，
李惠怀孕了。

2016年9月14日，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申俊、 李惠等人， 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其中，申俊、李惠参
与作案金额为674064元，盗窃数额特别巨
大，均已构成盗窃罪，均系主犯，依法判处
被告人申俊、李慧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
5万元。

“一审判决后，我带着李惠向法官提交
了孩子的出生证明，证实她还在哺乳期，法
官当庭决定对她予以取保候审。” 苏甜介
绍，李惠眼巴巴地看着丈夫被法警带走。

一审判决后，申俊、李慧等人不服，提
起上诉。李惠及其辩护人提出，李惠在共同

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且一审认定盗
窃金额证据不足，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处罚。

近日，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
判决：申俊、李慧以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10年，并处罚金5万元，两人刑期分别到
2026年、2025年止。

终审判决下达时， 李惠的儿子已满周
岁。她主动到法院办理手续后被收监。

“我们真的很后悔，当初知道‘天美广
告公司’ 的真实运作后没有选择离开。”李
惠告诉苏甜，如今，她只想好好表现，争取
早日减刑释放。

老板是否有权
不批准连休申请

问： 今年国庆假期恰逢中秋假期连休8
天，我算了一下，如果连着国庆假期直接休婚
假，可以连休18天的假期。请问，老板是否有
权不同意我连休婚假的要求？

法律专家回复：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用人
单位对于职工休年休假具有统筹安排权。但
是，职工休婚假等法定的假期，原则上主动权
在职工一方。 只要职工可提供相应的证明材
料，用人单位应当批准职工的休假申请。虽然
职工对于休婚假等假期具有主动权， 但建议
你在休假前应与用人单位进行充分沟通。当
然，对于职工利用国庆假期连休婚假的申请，
只要不严重影响工作， 建议用人单位还是予
以批准为宜。

前夫有婚外情
为何不能请求赔偿

问： 我丈夫先后与几位女性下属有不正
当关系，长达1年之久。我起诉离婚并主张损
害赔偿，要求赔偿40万元。但法院判决准予离
婚，但驳回了我的损害赔偿请求。请问：法院
为什么不支持我的损害赔偿请求？

法律专家回复：你对法院的判决不理解，
是因为混淆了有关术语造成的。 虽然《婚姻
法》第46条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导致离
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但许多人
对这里的“同居”一词的理解有偏差，把“婚外
情”等同于“同居”。婚外情不是法律术语，它
是指已婚者与配偶之外的人发生恋情， 实质
上是偷情、偷性的过程。婚外情包括以下三种
基本形式：通奸，即有配偶者与他人秘密地、
偶尔发生性交的行为， 双方不以夫妻名义相
称，对内不共同生活；同居，是指有配偶者与
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生
活。 三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重婚形式。
《婚姻法》第46条只规定因重婚、有配偶者与
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或遗弃家庭成
员而导致离婚的，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
偿，而未将通奸的情形列入其中。虽然你前夫
有婚外情，但不符合“同居”和重婚的特性属
于通奸。因此，法院才会驳回你的请求。

法律咨询

一对新婚小夫妻的悔与泪
为还债走歪门邪道 参与盗窃银行卡资金双双获刑10年

苏甜

我做律师的时间不短，辩护过数百起
刑事案件，遇到过不少离奇的案情。本以
为我已波澜不惊，但李惠的案子，还是触
动了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我最初见到李惠，是在她刚被刑事拘
留的时候。李惠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憨憨
的。 听说我是其家人委托来见她的律师，
李惠哭得十分伤心，反复强调她只是想得
到一份工作，赚点钱还债。

李惠的案子历时3年，在此期间，公安机
关针对此案补充了很多证据，花费了很大的
精力。检察院也曾3次对本案延长审查起诉，
最后经过了近两年时间才终于将案件移送
至法院。此时，李惠已经怀孕六七个月了，我
及时跟法官进行沟通，主审法官为了让李惠
能安心生产，将开庭时间定在了她产后一个

多月。
一审开庭时，十几名被告分别委托了

十多名律师， 还有不少家属前来旁听，人
数众多。 检察院派两名检察官支持公诉，
证据材料都装了两大纸箱抬到法庭。这个
庭连开了两天， 每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6
点，中间只休息1个小时。

我最后一次会见李惠时 ，带她出来
的干警当面表扬了她 ，说李惠非常勤劳
肯干 ，态度很好 。李惠跟我说只想早点
减刑释放 ，因为公婆去世了 ，自己的父
母身体都不好 ， 儿子只能寄养在亲戚
家 。

一个多么纯朴的姑娘，只因为法律意
识淡薄 ，泥足深陷 ，家庭分离 。衷心祝福
她，能在10年后或者用不到10年就能刑满
释放，全家团圆。真心希望更多人能增强
法律意识，不要重蹈覆辙。

■律师手记

感受法律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