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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人利用电商退款“漏洞”诈骗近200万元
疯狂时一夜“刷单”数十万买奶茶花甲

漏
洞

昨天， 高邮 法
院对一起利用系统
漏洞骗取电商退款
的诈骗案进行宣
判 ，43 名 被 告 均 构
成诈骗罪， 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或拘
役，并处罚金。

间，进行集中结算。
随着平台经营规模和
范围的扩大，它们需要进行
日常处理的数据量也在迅速
增加，这意味着，在特定的结
算时间点上， 平台需要更长
的时间对海量数据进行计算
和分析。漏洞就这样出现了。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如果有

消费者发起退券并获得退
款，而此时，恰好就在平台与
商铺进行结算的过程中，这
笔退款就可能无法正常从结
算款中进行相应的扣减。 也
就是说， 平台一方面退款给
消费者， 另一方面又将这笔
已经被取消的消费金额结算
给相应的商铺。

疯 狂
隐 患
一夜之间下单数十万买花甲奶茶

电商平台和线下店铺
退款结算有时间差
如今，不少消费者喜欢
在 网 络 平 台购买电子代金
券，然后以此在线下实体商铺
进行消费， 平台再将从消费
者处收来的钱， 扣除平台运
营费用后， 结算给向消费者
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商铺。 在
这样的网络交易模式中，商
铺借助平台进行低成本的推
广， 消费者通过平台享受更
低的折扣， 而平台从中赚取
利润。 美团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减少消费者的顾
虑和风险，美团向消费者承
诺未实际消费的代金券可
以全额退款。 退券的流程非

常简便，只需要在手机上点
击相应的链接，并按提示操
作，相应的款项很快就能退
回到消费者的账户。 相应
的，对于消费者发起退券并
且成功退款的那部分消费
金额，美团会在与商铺的结
算过程进行扣减。
问题来了，就出在退券
这个环节。 因为平台往往会
即时将未消费的款项退给
消费者，但平台与商铺的结
算却并非逐笔进行。 通常他
们之间会按照经营规模的
大小，选择一个星期、一个
月或者其他特定的间隔时

去年7、8月份， 本案中
有人发现了美团网的这个在
他们看来所谓的
“
漏洞”。 他
们发现：特定时间内，如果在
美团网和大众点评网下单后
快速退单， 不但下单人能够
收到消费退款， 相关的商铺
还能收到网站的订单结算
款。 网络信息传播的特点是
几何级的、爆炸性的。
很快有人就从中琢磨
出一条“发财捷径”：刷单手
联手商铺，只要找准时间结
点，刷单，退券，结算，就能
骗取大笔的结算款。
还是通过网络，越来越
的人掌握了这条“发财捷
径”， 他们还对操作的流程

报业车服“绿色年审”推出

进行了更加专业细致的分
工。 有人提供店铺，有人提
供资金， 有人充当刷单手，
还有人负责注册。 然后，虚
假消费的恶意刷单大量出
现， 单笔刷单的金额从几
百、几千，迅速恶性膨胀到
几万、几十万。 就这样，该案
中的被告人，利用结算日特
定时间的平台漏洞，疯狂刷
单，一夜之间，买几万、几十
万的奶茶、牛排、花甲等诸
如此类的东西，得手后再迅
速将商铺关闭，接着再坐地
分赃。
在极短的时间里，43个
被告人， 总共涉嫌作案31
次，骗得资金近200万元。

审 理
所有被告都是“
网痴”
4人是在校大学生
今年8月3日，高邮法院公开审理
了 这 一 起 43 人 利 用 系 统 漏 洞 骗 取
“美团”、“大众点评”等电商平台退款
一案。 43名被告中，90后有21人，80
后19人，70后和60后共3人， 具有大
学文化程度的就有11人。
基于年龄和教育背景等方面的
因素，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喜欢网络社
交，习惯网络消费。 因此，对网络消费
的细节比普通人了解的更多、更深，从
而发现了美团等网络电商平台的退款
漏洞，并利用这个漏洞，谋取暴利。
高邮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7、8
月份，被告人利用被害单位，即美团
网、大众点评网退款结算系统特定条
件下“重复支付”的漏洞，实施恶意操
作，骗取结算款。周某等人分别作为店
铺操作者、注册者、介绍者等身份，作
案31次，诈骗金额合计190多万元。
昨天， 高邮法院作出一审判：43
个被告人均构成诈骗罪。 8人被判处
有期徒刑实刑，刑期最长12年，10年
以上3人，5-10年3人，3年2人。 其他
被告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
役，适用缓刑。 所有被告人均并处罚
金，罚金合计120.5万元。
通讯员 管鑫 记者 北望

超千人预约 即审即走

东区车主又添福利！ 互联网+年审服务
■注册会员年审
年末是各种车辆扎
堆年检的高峰期。 特别
是对于没有经验的车友
来说， 年检是件令人头
疼的事情。 不过，今年车
主不必过于担忧了，从
今年 11 月起， 扬州报业
集团旗下报业车服推出
“绿色年审”公益便民服
务后，广受车主好评。
昨日，记者了解到，
为扩大服务范围， 更好
地服务扬州车主，“绿色
年审” 又新增了东区秦
邮路检测点。 通过提前
预约， 东区的车友可以
就近体验“绿色年审”服
务啦！

“
绿色年审”上线后超千人预约
在位于北区的检测站，记者 分钱， 便可以享受“一站式”服
注意到，检测站内已经设置了专 务。 “相比较于找人代办年审，
不但省下了三四百元，而且还有
门的预约检测通道。
“
看到晚报的报道后，我尝试 专门的贵宾厅等待休息，等待时
着在网上注册预约， 很快就预约 间短，非常方便。 ”
成功了。”正在现场办理年审业务
“报业车服”该项目相关负
的顾先生告诉记者， 根据提前预 责人袁野介绍，自11月，报业车
约好的时间来到现场后， 没有多 服推出了“绿色年审”服务后，超
花一份钱，便有专人接待，不到半 千位车主注册会员，并提前预约
个小时就办理完了年审手续。
“绿色年审”服务。“我们也会根
和普通年审代办， 这样的 据每天预约的情况进行安排，目
“绿色年审”有什么区别？ 在顾先 前每天预约年检的车辆有20多
生看来，报业车服平台绿色通道 辆，保证车主驾车到检测站后基
年审，免收代办费用，不多花一 本无需排队。 ”

■新增东区检测点

东区车主年审可以就近办理
“为了给扬州车主提供更多
贴心优惠的汽车服务，报业车服
还在‘洗车、美容、保养、维修、保
险、车品、买车、卖车、专家咨询'
等多项业务中提供一站式便捷、

透明、平价、品质化服务。 ” 袁野
透露， 为了方便东区的车主，日
前东区检测站"绿色通道"也正
式运行。
听说了这一消息， 市民于先

生连连点赞。“
之前听说可以
到北区检测站， 走‘
绿色通
道’ 年审。 但是因为工作太
忙， 一直也没有合适的时间
开车从东区赶过去。 ”
那么， 到东区检测点
“绿色年审”有哪些流程呢？
袁野告诉记者，整个流程和

北区检测站一致，要预约年
审的车主扫描下方二维码
后，进行会员注册。 注册成
功后， 点击首页“绿色年
审”，即可在线预约。 提供车
牌号、联系电话等车辆相关
信息以及预约年审时间，就
完成了预约。

■
“绿色年审”步入“
互联网＋”时代

预约、付款线上一键完成
“预约、付款线上一键
完成，随时购买随时使用。拨
打接待专员电话， 完成登录
后， 将由接待专员为会员走
完流程。 会员只需在会员专
属休息室休息，喝喝茶，看看
手机， 一个小时不到就可以
领取合格标了。 ”业内人士表
示，
“
绿色年审”的
“
互联网+”
方式，让车主更加方便。
“太方便了，服务太赞
了。 ”在北区检车站，车主王
女士感叹，预约用了2分钟，
审车用了20分钟，“这不是

一般的快，堪称扬州最快年
检速度。 ”王女士说，以前年
审遇到人多的时候只能干
等， 要不花大价钱找人办
理， 现在通过微信预约，极
大地缩短了时间。
不过， 报业车服也提
醒，进行年审预约后，车主
应尽量如约前往车检，如果
不能按约定时间去车检，最
好能提前与检测站服务人
员取得联系，申请重新确定
年审时间，以免产生预约资
记者 陈晨
源的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