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借保险”吸收存款

【案情简介】
被告人刘某系某保险公司南阳分公司营

业部经理。2003 年，该保险公司开展了一项
年金收益型保险业务，该业务于 2007 年停
售。2007 年 6 月 4 日至 2012 年 12 月 27 日期
间，刘某在明知该保险业务已经停售的情况
下，私自制定利率并以提前支付利率为诱饵，
采取收取保户保费不入账和收取后边保户的
保费用于兑付前边到期保户保费和利息的方
法，指示同案犯马某购买收据并私刻“现金收
讫”章，吸收公众存款。2013 年 3 月，刘某的
行为经客户举报后，被保险公司发现并报
案。2013 年 4 月 16 日，刘某和马某被检察机
关批准逮捕。经会计部门审核，期间，刘某和
马某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4458万余元。

【法院判决】
卧龙区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刘某和

马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其行为构
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且系共同犯罪。共
同犯罪中，刘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马某按
照刘某指示授意共同实施犯罪，起辅助作用，
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据此法
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处刘某、马
某有期徒刑 4 年、2 年，并分别处罚金人民币
10万元和5万元。

【法官提示】
本案被告人利用群众对保险业务知识欠

缺的现实，利用自己保险公司业务经理的特殊
身份，骗取群众的信任，采用“拆东墙补西墙”
的方式，吸收不特定群众的存款并支付利息，
其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官提示，
公民要警惕非法设立保险公司、非法设立保险
中介机构，设立虚假保险机构网站，假冒保险
公司名义开展业务，非法开展商业保险业务、
非法经营保险中介业务以及销售境外保险公

司保单等非法经营保险业务欺诈行为。当前
保险行业竞争激烈，保险项目和理财产品种类
繁多，一些犯罪分子就是利用这种信息的不对
称来实施犯罪行为。希望市民在决定购买保
险理财类产品前，尽可能拨打对应保险公司的
官方服务电话进行核实，避免上当受骗。

“谎称投资”集资诈骗

【案情简介】
2005 年 7 月至 2008 年 6 月期间，被告人

李某以投资南阳市某医疗器械公司及邓州和
内乡某石料场的名义，向芦某等 19人以月息
1 分至 2 分不等的高息借款，共借款 864.9 万
元。其中李某以投资医疗器械公司名义分别
向芦某、勇某、黄某三人借款 130 万元、146.9
万元、30万元；以投资邓州和内乡某石料场名
义向党某等 16 人借款 558 万元，其中最小数
额2万元，最大数额300万元。李某并未将上
述借款用于承诺投资项目，而是挪作个人炒
股和炒邮票所用，造成亏损 600 余万元。案
发后，被告人先后分别退还17人款项共计72
万元，余款 792.9 万元无能力退还。另查明，
被骗对象中有 9 人系李某的同事、同学及亲
友，另外 10 人系亲友介绍的不特定对象，李
某共向该10人骗得资金709.9万元。

【法院判决】
卧龙区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谎言，虚构集资用途，
以投资项目能得到高额回报的手段，向不特
定对象集资借款数额特别巨大，集资后捏造、
隐瞒事实真相未将集资款按约定用途使用，
造成巨额损失，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其行为
构成集资诈骗罪。遂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李某
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法官提示】
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

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本
案中，被告人李某以投资生意的名义向亲
朋好友及不特定群体集资，并非用于经营
活动，而是用于个人炒股和炒邮票，而且他
的这种行为也直接造成了“投资者”的利益
损失，应该构成集资诈骗罪。法官建议，如
果市民希望通过投资企业实体营利，不要
轻易相信中间人甚至一些不可靠亲友的许
诺，应直接到欲投资的企业进行入股洽谈，
并且要事前查明该企业的相关证照及经营
情况，同时还要签订合同，做好入股及股权
变动的相关法律备案，以免辛辛苦苦赚来的
钱打了“水漂”。

“网站传销”集资诈骗

【案情简介】
2010年 10月，平顶山市鲁山县人李某虚

构“香港某国际私募投资有限公司”法人机
构，并注册域名作为该公司的门户网站，网站
以投资能获得高息返利为诱饵，诱惑网民向
其出资，并设定奖励方案，诱惑网名推荐他人
投资。截止 2011 年 5 月下旬，李某共利用该
网站吸收投资款 340 余万元，用于支付返还
高息107余万元，非法获利230余万元。2011
年 9 月 3 日，接到群众举报后，南阳市公安局
枣林分局对李某执行刑事拘留。案发后，李
某配合侦查机关从银行卡中起获赃款 198余
万元，投资群众损失100余万元。

【法院判决】
宛城区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欺骗的手段集资诈骗公
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
成立。案发后，李某认罪态度较好，积极配合
公安机关追缴大部分赃款，可酌定从轻处
罚。遂判决被告人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
徒刑11年，并处罚金15万元。

【法官提示】
本案被告人利用群众缺乏投资知识的弱

点和急于投资获利的心态，虚构投资平台，以
承诺高收益为诱饵，诱使被害人使用犯罪嫌
疑人提供的交易平台实施诈骗，同时又利用
网络进行变相传销行骗。法官提示，市民在
自觉抵制高息回报诈骗的同时，也要警惕传
销组织以项目投资为名，打着“资本运作”等
旗号，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发展下线牟利的拉
人头式传销；或借助虚拟网络，以“电子商
务”、“原始股投资”、“消费返利”等为幌子，通
过网银缴纳入门费、网上注册会员或代理商，
发展下线，从事传销；或披着“公益慈善”、“爱
心互助”、“消费养老”、“免费旅游”等华丽外
衣，用名目繁多的层级奖励诱骗群众参与传
销。一旦发现此类网站或信息，应第一时间
向公安机关报案，避免自己及他人上当受骗。

“投资地产”非法吸储

【案情简介】
江苏省某风景区房地产开发公司为筹

集资金，在南阳市设立办事处。2011 年 12
月至 2012年 6月 28日，曹某担任该办事处会
计。2012 年 3 月 5 日至 6 月 28 日，柳某担任
该办事处任主任。期间，柳某、曹某以该公
司所开发的房子有升值空间为由，面向公众
非法吸收存款，并约定按 2-3 分利息返还红
利。2012 年 8 月 7 日，曹某、柳某因涉嫌犯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南阳市公安局光武
分局刑事拘留，同年 9月 13 日被南阳市卧龙
区检察院批准逮捕。该案共造成存款人损
失 557.998万元。

【法院判决】
卧龙区法院审理后认为，曹某在担任办

事处会计期间，直接负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达 1229.6 万元，扰乱金融秩序，数额巨大，其
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柳某在担
任办事处主任期间，直接负责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达720.6万元，扰乱金融秩序，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院遂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审判决曹某有期徒
刑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7万元；柳
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法官提示】
利用房地产投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近

几年比较多发的一类案件，媒体上关于“开发
商”跑路的相关报道也比较多。一些自有资
金较少、规模较小的开发商在拿到土地之后，
流动资金已经变得非常匮乏，便打着“旅游地
产”、“商业地产”等名目，在相关手续不全的
情况下“圈地买楼”、“摆桌集资”，为了诱惑投
资者出资，往往会许以高息回报吸纳社会资
金。如果楼市价格增长较快、楼盘销售火爆、
地产开发顺利，也许资金较容易回笼，但假如
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开发商资金链一旦
断裂，投资者的投资就很容易遭受损失。法
官提醒，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回报”背后一定
隐藏着“高风险”，请大家对此风险要有清醒认
识，手中余钱放在银行还是最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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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防范意识 抵制集资诈骗
瞅瞅非法集资伎俩 捂紧自己的“钱袋子”

本报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
员 赵晖 王彬)近日，南阳市、县、
乡三级同时开展了一次防范打
击非法集资广场宣传活动。此
次活动中，南阳中院印制宣传展
板 2 副，抽调法官 5 名现场接受
群众咨询，印制宣传画册 1000
余份向过往群众发放。活动结
束后，南阳中院结合当前非法集
资类案件多发、群众防范意义较
弱的特点，向社会公开公布了两
级法院近年来所审理的部分非
法集资典型案例，带你来看看非
法集资的惯用伎俩，提醒群众捂
紧“钱袋子”，抵制非法集资的高
额回报诱惑。

6月27日至28日，方城县法院法官利用双休日的时间，到该县“明星党支部”博望镇前荒
村、广阳镇袁庄村、拐河镇辛庄岭村虚心“取经”。听取村党支部书记或乡镇党政有关领导关
于党建方面的先进经验介绍，并进行实地走访、查看。通讯员程远景摄影报道

昨日上午，桐柏县政法系统为深受病魔困扰的法官韩尊卿送来了爱心捐助，将捐助的5.67万元送
到韩尊卿亲属手中。据了解，韩尊卿工作在桐柏县基层法院，担负着繁重的审判任务，2005年诊断患
有肾功能不全、肾病综合症（尿毒症），目前正在县人民医院做血液透晰。通讯员代凤 冀晓莉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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