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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26日电（记者 吴
雨）说起非法集资骗局，不少人都恨得牙
痒痒。25日，13个成员单位都聚在北京
金融街银监会的办公大楼里，开了一个
座谈会，好好分析了一下近期非法集资
的趋势和新花样。

先公布一个好消息：2016 年全国新
发非法集资案件 5197起、涉案金额 2511
亿元，同比分别下降14.48%和0.11%。这
是近年来首次出现“双降”，说明前两年
案件集中爆发、急剧攀升的势头已经有
所遏制。

尽管如此，非法集资的整体形势依
然复杂严峻，案件总量仍处于历史高位，
存量案件化解慢，新案件不断积压。公
安部的数据显示，2016年，公安机关针对
非法集资共立案 1 万余起，平均案值达
1365万元，亿元以上案件逾百起。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务必谨慎
投资，如遇以下现象，务必高度警惕：

1.所许诺的投资收益率畸高，尤其是
许诺“静态”、“动态”收益等回报方式；

2.电话推介、设立大量分支机构推介
“投资项目”；在街头、超市、商场等人群
密集、流动场所及金融机构办公场所附
近发放“理财产品”广告；频繁招揽老年
人投资，尤其以公开讲座、聚会、馈赠礼
品等方式吸引老年人加入；

3.以“虚拟货币”、“资金互助”及境外
股权、期权、期货、能源、矿产、外汇、贵金
属等投资、交易为噱头吸引投资，投资金
额不限且许诺固定回报；声称成立私募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但并不办理合伙企
业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4.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人员
使用虚假身份注册、经营或有不良信用
记录、网上负面信息；

5.公司注册地、网站注册地、服务器
所在地在境外或高管系外籍人员的公
司，以公开讲座、演讲等方式吸引投资；

6.以各种“山寨”荣誉称号和所谓的
名人、专家做广告宣传，以及以大型集
会、庆典等方式宣传、推介“投资项目”；

7.要求向个人账户交付投资款、以现
金、POS 机刷卡等方式交付投资款或者
让投资人在境外开立银行账户划转投资
款；

8.收取投资款的账户系以外籍人员

尤其是东南亚籍人员身份在境内开立；
9.声称与银行“战略合作”或者声称

群众的资金由银行托管、监管，但实际上
仅仅是在银行开立有账户。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付
不法分子得先弄清楚他们的行骗花样，
让我们梳理一下各领域都有哪些非法集
资的骗术吧。

（一）民间投融资中介机构非法集资
特点：

1.以投资理财为名义，承诺无风险、
高收益，公开向社会发售理财产品吸收
公众资金，甚至虚构投资项目或借款人，
直接进行集资诈骗。

2.为资金的供需双方提供居间介绍
或担保等服务，利用“多对一”或资金池的
模式为涉嫌非法集资的第三方归集资金。

3.实体企业出资设立投融资类机构
为自身融资，有的企业甚至自设或通过
关联公司开办担保公司，为自身提供担
保。

（二）网络借贷机构非法集资特点：
1.一些网贷平台通过将借款需求设

计成理财产品出售给出借人，或者先归
集资金、再寻找借款对象等方式，使出借
人资金进入平台的中间账户，形成资金
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2.一些网贷平台未尽到身份真实性
核查义务，未能及时发现甚至默许借款
人在平台上以多个虚假名义发布大量借
款信息，向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

3.个别网贷平台编造虚假融资项目
或借款标的，采用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
模式，为平台母公司或其关联企业进行
融资，涉嫌集资诈骗。

（三）虚拟理财涉嫌非法集资特点：
1.以“互助”“慈善”“复利”等为噱头，

无实体项目支撑，无明确投资标的，靠不
断发展新的投资者实现虚高利润。

2.以高收益、低门槛、快回报为诱饵，
利诱性极强，如“MMM金融互助社区”宣
称月收益30%、年收益 23倍的高额收益，
投资60元-6万元，满15天即可提现。

3.无实体机构，宣传推广、资金运转
等活动完全依托网络进行，主要组织者、
网站注册地、服务器所在地、涉案资金等

“多头在外”。
4.通过设置“推荐奖”、“管理奖”等奖

金制度，鼓励投资人发展他人加入，形成
上下线层级关系，具有非法集资、传销相
互交织的特征。

（四）房地产行业非法集资特点：
1.房地产企业违法违规将整幢商业、

服务业建筑划分为若干个小商铺进行销
售，通过承诺售后包租、定期高额返还租
金或到一定年限后回购，诱导公众购买。

2.房地产企业在项目未取得商品房
预售许可证前，有的甚至是项目还没进
行开发建设时，以内部认购、发放VIP卡
等形式，变相进行销售融资，有的还存在

“一房多卖”。
3.房地产企业打着房地产项目开发

等名义，直接或通过中介机构向社会公
众集资。

（五）私募基金非法集资特点：
1、公开向社会宣传，以虚假或夸大

项目为幌子，以保本、高收益、低门槛为
诱饵，向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

2、私募机构涉及业务复杂，同时从
事股权投资、P2P网贷、众筹等业务，导致
风险在不同业务之间传导。

（六）地方交易场所涉嫌非法集资特
点：

1.大宗商品现货电子交易场所涉嫌
非法集资风险。有的现货电子交易所通
过授权服务机构及网络平台将某些业务
包装成理财产品向社会公众出售，承诺
较高的固定年化收益率。

2.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企业和中介
机构涉嫌非法集资风险。个别区域性股
权市场的少数挂牌企业（大部分为跨区
域挂牌）在有关中介机构的协助下，宣传
已经或者即将在区域性股权市场“上
市”，向社会公众发售或转让“原始股”，
有的还承诺固定收益，其行为涉嫌非法
集资；有些在区域性股权市场获得会员
资格的中介机构，设立“股权众筹”融资
平台，为挂牌企业非法发行股票活动提
供服务。

（七）相互保险涉嫌非法集资特点：
1.有关人员编造虚假相互保险公司

筹建项目，通过承诺高额回报方式吸引
社会公众出资加盟，严重误导社会公众，
涉嫌集资诈骗。

2.一些以“**互助”、“**联盟”等为名
的非保险机构，基于网络平台推出多种

与相互保险形式类似的“互助计划”。这
些所谓“互助计划”只是简单收取小额捐
助费用，没有经过科学的风险定价和费
率厘定，不订立保险合同，不遵守等价有
偿原则，不符合保险经营原则，与相互保
险存在本质区别。其经营主体也不具备
合法的保险经营资质，没有纳入保险监
管范畴。此类“互助计划”业务模式存在
不可持续性，相关承诺履行和资金安全
难以有效保障，可能诱发诈骗行为，蕴含
较大风险。

（八）养老机构等涉嫌非法集资特
点：

1.打着提供养老服务的幌子，以收取
会员费、“保证金”，并承诺还本付息或给
付回报等方式非法吸收公众资金。

2.以投资养老公寓或投资其他相关
养老项目为名，承诺给予高额回报、或以
提供养老服务为诱饵，引诱老年群众“加
盟投资”。

3.打着销售保健、医疗等养老相关产
品的幌子，以商品回购、寄存代售、消费
返利等方式吸引老年人投入资金。不法
分子往往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
费体检、免费旅游、发放小礼品、亲情关
爱方式骗取老年人信任，吸引老年人投
资。

（九）“消费返利”网站非法集资特
点：

消费返利网站打出“购物=储蓄”等旗
号，宣称“购物”后一段时间内可分批次返
还购物款，吸引社会公众投入资金。一些
返利网站在提现时设置诸多限制，使参与
人不可能将投入的资金全部取出，还有一
些返利网站还将返利金额与参与人邀请
参加的人数挂钩，成为发展下线会员式的
类传销平台。此种“消费返利”运作模式
资金运转难以长期维系，一旦资金链断
裂，参与人将面临严重损失。

（十）农民合作社涉嫌非法集资特
点：

1.一些地方的农民合作社打着合作
金融旗号，突破“社员制”“封闭性”原则，
超范围对外吸收资金，用于转贷赚取利
差或将资金用作其他方面牟利等。

2.有的合作社公开设立银行式的营
业网点、大厅或营业柜台，欺骗误导农村
群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现在非法集资都有哪些骗术

新华社福州4月26日电（记者 沈汝
发）记者从福州市仓山区纪委获悉，一名
诈骗5000余万元出逃新加坡、印尼的“红
通”人员陈靓于 23日被公安部国际合作
局工作人员押解归案。

陈靓原为福州市仓山监狱第三监区
九分监区副政治指导员，2013 年 9 月份
至2014年10月期间，通过虚构投资传媒
公司、担保公司资金过桥、“内保外贷”等
项目，许以2%-21%的高息为诱饵向被害
人借款，实施诈骗，共骗取约5000余万元
用于个人挥霍，案发后于 2014年 10月 4
日出境潜逃往新加坡。

据仓山区纪委书记李雄介绍，陈靓
出逃后，仓山区立即成立专案组，通过查
明涉案金额、钱款去向，冻结嫌疑人名下
银行卡、资产，摸排陈靓关系网等措施，

全力缉捕外逃的犯罪嫌疑人。自2015年
起，福州市纪委、仓山区纪委牵头建立追
逃追赃协调机制，发挥各成员单位职能
优势，形成整体合力，推进追逃追赃工
作，并将涉嫌外逃的党员和国家工作人
员列为监督执纪工作要点。

2016 年 8 月 15 日，仓山区检察院对
陈靓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同年12月陈
靓被列入国际刑警组织“红通”范围。

2017 年 4 月，仓山区公安分局获取
到重要线索，经上级公安机关协调，通过
国际刑警组织，于 4月 19日在印度尼西
亚巴厘岛的登巴萨机场将陈靓抓获。4
月 23日 8时许，陈靓从首都国际机场入
境，并被移交区公安分局，随后被依法执
行逮捕，现羁押在福州市第二看守所。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新华社成都4月 26日电（记者 童
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6日公布，四
川阆中村民修蓄水池发现的灵山遗址历
史可上溯至距今 4500年至 5000年，有丰
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灵山遗址位于四川省阆中市文成镇
梁山村，是当地村民在灵山山腰台地修
建蓄水池发现的。2016年9月到2017年
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充市文
管所、阆中市文物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
该遗址展开了调查、勘探和抢救性考古
发掘工作。

截至目前，灵山遗址发现各类遗迹
38 个，出土小件 108 件及大量陶、瓷
片。据现场考古发掘领队孙智彬介绍，
灵山遗址的时代可划分为新石器时代晚
期、唐宋、明清及近现代几个阶段。其

中以新石器时代遗存最为丰富，包括灰
坑、柱洞、灶、燎祭等遗迹，瓮、缸、
罐、盆、盘、钵、小罐、小钵、器盖及
纺轮等陶器，以及斧、锛、矛等石器，
发现的陶器上有绳纹、方格纹、菱形纹
等纹饰。此外，唐宋时期遗存有房址、
釉陶、砖瓦残片和“开元通宝”铜钱
等。明清时期遗存有房址、墙、灶等遗
迹，砖瓦残片、建筑构件残片、青花瓷片
和石构件、残石雕以及残铁片等。

孙智彬认为，灵山遗址是嘉陵江干
流中游首次发现和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晚
期遗存，它的发现为研究四川盆地及周
边的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新的实物资
料，同时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阆中
有据可考的人类活动历史从距今约3000
年提早到了距今4500年至5000年。

“红通”人员陈靓被追逃归案 村民修蓄水池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