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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正倾斜的“财富之梦”
——山东省济南法院审理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掠影

本报记者 闫继勇 本报通讯员 纪小槌 周文鹏

馅饼：以各种“投资
公司”的名义出现

济南市民徐明（化名）多年来以做
生意、招投资为借口，利用虚假广告大
肆宣传，疯狂敛财几千万锒铛入狱。
近日，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对被告
人徐明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
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5 万
元。

几年前，商人徐明经营的酒水和
投资开发生意遇到资金困难。为了筹
钱，徐明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下，通过在报纸上以公司名义刊登理
财广告、亲戚朋友介绍、印制宣传册
等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并承诺给予高息回报。凡
是有人来投资，均以个人名义签订借

款协议或者借条。到2011年7月，徐
明面向社会公众167人非法吸收存款
6000 多万元，至案发前仅返还 1500
多万元。据徐明交代，这 6000 多万
元只有一小部分用在了酒水生意和房
产开发上，大部分被用来还款、放
贷、购买办公用品和车辆，最后无力
还款，只能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市中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徐
明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变相吸收
公众存款，数额巨大，扰乱金融秩
序，其行业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徐明得到
了应有的惩罚。

“从近些年的审理情况看，涉众型
经济犯罪案件愈来愈呈现出涉案金额巨
大、参与人数众多、发案频率较高、手
段欺骗性较强、案件潜伏期较长等显著
特点。”济南中院刑二庭庭长张威力
说，这些行为严重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
序，损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权
益，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大。

金额巨大，人数众多，参与人员结
构复杂多元。从近年来对此类案件的审
理情况来看，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涉案
金额动辄上千万元、上亿元，被害人、
集资参与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数万
人，如山东省济正保健品有限公司非法
集资案就向社会公众3万余人非法集资
24 亿余元，章丘市人民法院审理的刘
某网络传销案参与人员多达 2万余人。
当前，该类案件参与人员的结构也越来
越复杂，越来越多元化，在大多数案件
中城镇普通居民、下岗工人、老年人、
农民占了较大比例。

以小搏大，步步深入，案件潜伏周
期较长。非法集资犯罪往往是从小额资
金的聚拢开始，前期，犯罪分子往往采
用及时兑付高额回报的方式取得投资人
的信任，致使投资人再次投入，一些不
明真相的群众也不计风险，纷纷加入其
中，滚雪球式的发展模式最终致使资金
链断裂，且从作案到案发迁延时间较
长，给案件取证、追赃工作都带来相当
大的难度。

手段多样，名目新潮，具有很强的
欺骗性。通过近几年的案例看出，许多
经济犯罪活动通过夸大宣传的方式给投
资人造成公司实力雄厚的假象，并编造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倡导绿色消
费”、“金融业务创新”等新潮名目，吸
引公众注意，通过各种手段、方式迷惑
视听，欺骗性很强，在案发之前，投资
人往往很难发现真相。

危害巨大，矛盾突出，容易诱发次
生犯罪。朱传峰等人大肆制造“地沟
油”，并明知他人将“地沟油”冒充食
用油进行销售，仍销售给省内外 17 家
食用油经营户，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大部分非法集资
刑事案件追赃难度大、挽回损失少，给
广大群众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一些人为
此倾家荡产，家庭矛盾、社会矛盾继而
出现，甚至激化，由此引发非法拘禁、
故意伤害等其他次生犯罪案件，严重影
响社会和谐稳定。

“针对涉众型经济犯罪持续多发的
严峻形势，全市法院将继续保持高压态
势，依法履行好人民法院打击犯罪、保
护人民的司法职能。”济南中院副院长
白龙说。

把钱存进银行，利息太低。炒股买基金，风险又太大。
于是，一些人正是钻了民间缺乏投资渠道的空子，以各种“投资公司”的名义出现，打着“利息高，无风险”的幌子，编织出一个个美丽而虚

幻的“造富神话”，背后却是大行骗钱敛财之实。
近年来，山东省济南市两级法院充分发挥刑事司法职能，坚持有罪必罚、有罪必究，依法从重从快惩处，成功审结了“济正案”、“福德案”、

“地沟油”系列案等一批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据统计，2010年至今，全市法院共审结
包括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组织领导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136件，判处罪犯456人，涉案被害人、集资参与人多达8.8万余人，犯
罪金额88亿余元，依法审理山东省济正保健品有限公司等90名被告人非法集资案，判处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制售“地沟油”案主犯朱传峰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

济南法院通过依法审理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向那些至今仍在沉溺于“一夜暴富”幻想中的人敲响了警钟。

按照市委政法委的工作部署，济南市
中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提
出了“庭审变课堂”的理念，开展了一系列
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活动。该院力求
把每一次开庭、每一次执行、每一份裁判文
书、每一次与当事人的沟通，都变成一次向
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宣传法律、解疑释惑和
增进共识的活动，真正引导群众拒绝非法
集资，防范金融诈骗，从源头上做好处置非
法集资相关宣传工作，提高社会公众防范
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活动的意识和能力。

2014 年 11 月 5日上午 9时，济南中
院对本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
的被告人江艺诈骗、骗取贷款，被告人李

德华诈骗一案，进行全程微博直播。在2
个小时27分钟的庭审中，济南中院共发
布微博 25条，其中长微博 15条，插播庭
审现场图片6张，文字共计1.2万字。庭
审结束后，济南中院召开新闻通报会，由
济南中院刑二庭庭长张威力向驻济20余
家新闻媒体通报全市法院涉众型经济犯
罪案件审理情况，并就记者关心的相关
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运用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全

面公开案件审理过程，最大限度地扩大
司法审判的效果。2014年 9月 30日，章
丘法院在微博上发布一条非法集资典型
案例，随后，济南中院对这条微博进行转
发，当天的阅读量达到 5.2万。网友“鲁
亮的泉”评价说：“非法集资路不通，竹篮
打水一场空。”网友“俊俊的小天使”评
价：“天上不会掉馅饼，通过这些案子警
示一下大家，非常好，赞！”

2014 年 12 月 27 日，济南中院发布

一起发生在美容行业的高息借贷典型
案例，随即山东高院予以转发，并注明
法官提醒广大公众天上不会掉馅饼、
切勿轻信民间高息借款等，这条微博
在两天时间内被转发 70余次，阅读量
达到17万。

济南中院通过延伸审判职能，进
一步加大司法公开的力度，使越来越
多的社会公众认清了对危害食品药品
安全、非法集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
涉民生犯罪案件的认识，引导广大群
众自觉抵制、远离非法集资，切实增强
防范非法集资的意识，提高识假防骗
的能力。

追逐财富，并不是一件坏事，但
前提是必须遵纪守法。如果置国家法
律于不顾，贪一时之利，很容易上当
受骗，到头来落个“竹篮打水一场
空”的下场。拒绝不义之财，是避免
上当受骗的最好办法。

提高法律意识，认清涉众型经济
犯罪的本质特征。涉众型经济犯罪特
征较为明显，特别是非法集资犯罪具
有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
四个特征，即：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
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
金；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
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承诺在
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
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向社会公
众即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具
备了四项特征的集资行为即属于非法
集资，达到法定标准 （非吸：个人
——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或者对象
在 30 人以上的，或者给存款人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 10 万元以上的；单位
——数额在100万元以上，或者对象
在150人以上，或者给存款人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 50 万元以上。集资诈
骗：个人——10 万元是数额较大，
30 万元是巨大，100 万元是特别巨
大；单位——50万元是较大，150万
元是巨大，500万元是特别巨大。诈
骗：6000 元是较大，8 万元是巨大，
50 万元是特别巨大） 的构成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如果行为人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采取诈骗方法实施非法集资
的，构成集资诈骗罪。

树立科学投资理念，谨防上当受
骗。参与非法集资、各类传销,犹如

“火中取栗”，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
暴富是陷阱，与亲戚朋友要多一份互
相提醒、多一份互相劝诫，不能奔走
逐利，甚至以讹传讹，集资参与人的
惨痛教训首先就是对“谨慎投资，风
险自担，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的
投资理念认识不足，经受不住高利诱
惑，加剧了非理性的逐利冲动。要拒
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珍惜自
己来之不易的财产，谨防上当受骗。

摒弃侥幸心理，非法获利要收
缴。去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布了《关
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意见》，其中规定，向社会
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
以吸收的资金向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
息、分红等回报,以及向帮助吸收资
金人员支付的代理费、好处费、返点
费、佣金、提成等费用，应当依法追
缴。今后司法机关将不仅限于从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处追缴其非法吸收的
资金等财产，而且要加大对集资参与
人员获取的利息等回报型财产的追缴
力度，不允许、不纵容部分人员借非
法集资从中牟利。

注册皮包公司，以采取托管造林
为名，许以高息，承诺一定期限返还
本金及收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吴
庆（化名）等 30 人直接参与、实施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 1.34亿元。目前，该
案已在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审理
终结。

历下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 年 9
月和2007年6月,被告人李升（另案处
理）分别注册成立了济南某木业有限
公司和山东某工贸有限公司，并以托
管造林为名，出售欧美速生杨树，以每
亩作为一个计算单位，每3到5年为一
个周期，到期返还本金及投资收益并
承诺每年不低于 20%作为利息，公开
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非法吸收存款。该

公司部门经理吴庆等 30 名员工直
接参与、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高
达1.34亿元。仅吴庆一人就向社会
不特定公众659人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5000余万元。

历下法院认为，被告人吴庆等
30 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
大，且情节严重，均已构成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依法判处吴庆有期徒
刑七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判决其他
被告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
别判处三年六个月到九个月不等的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法官提示：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审判：庭审是最好的“普法课堂”

“造林”背后的诱惑虚假宣传大肆敛财 无力还债锒铛入狱

济南中院对一起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资料图片） 法官就全市法院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审理情况接受记者采访。（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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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市银联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邦红和原告
周邦红、周荣凤、周勋、周柔诉你、仇恒圆、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市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间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答辩。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审判。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安徽华纳包装科技有限公司、芜湖华纳包装有限公司、宁波
华纳纸品有限公司、黄东、黄雁：本院受理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
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5年7月1日上午9时30分在西
漕第二十调解室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安徽华纳包装科技有限公司、芜湖华纳包装有限公司、宁波

华纳纸品有限公司、黄东、黄雁：本院受理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
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5年7月2日上午9时30分在西
漕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安徽华纳包装科技有限公司、芜湖华纳包装有限公司、宁波

华纳纸品有限公司、黄东、黄雁：本院受理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

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5年7月1日上午9时30分在西
漕第二十调解室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重庆贵侨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黎正国、李永才、唐忠华、刘玉

英、自贡博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四川旭旺农牧集团有限公
司、重庆市南岸区贵侨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
大渡口区大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重庆贵侨酒店股份有限
公司、黎正国、李永才、唐忠华、刘玉英、自贡博威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四川旭旺农牧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岸区贵侨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表、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并定于2015年5月28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藏德利、藏运宝：本院受理杨艳波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伊春市金山屯区人民法院
江苏省共赢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刘玲与被上诉

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原审第三人江苏省共赢担保有
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应诉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本案定于2015年6月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徐建武：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李裕和与被申请人徐建武及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香港富华装饰设计工程公司返还欠款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及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15

年6月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黄翠珍：本院受理上诉人耿国鹏与被上诉人徐力、原审被告
张运水、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应诉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
上午 9时（自公告期满之日的次日起算，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王志洲、陈菲：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姑苏支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5）姑苏商初字第
00214号），原告起诉要求你们归还借款本金 120388.62元及利
息、经济损失等，且主张就抵押房产行使抵押权。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简易转普通程序）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2日下
午13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楼第六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视为你们放弃答辩和举证的权利，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胡桂洪：本院受理原告陶惠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苏州市吴江
区人民法院太湖新城法庭三号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刘劲松：本院受理原告刘长松诉被告郁萍股权转让合同纠纷
一案，后依法追加你为本案第三人。原告刘长松诉请本院依法解
除股权转让合同，并由被告郁萍返还原告购股金45万元。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太湖新城法庭3号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宋飞：本院受理吴江新泽地产有限公司诉你商品房销售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5日上午9
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盛泽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广东鸿图南通压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伟拓压铸机械有
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等材料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
午 13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昆山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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