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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6月12日（总第7380期）

申请人东莞市尓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因票面号码为
3080005397845887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
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东莞市尓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二、公示
催告的票据：票面号为3080005397845887，出票日期为2017年11月
2日，到期日为2018年5月2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93530.39元，出票
人为福建友通实业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莆田市嘉业光电电子有限公司，经收款人莆田市嘉业光电电
子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莆田市嘉辉光电有限公司，其后为芜湖长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再经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申
请人东莞市尓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三、申报权利的
期限：自2018年6月15日起至2018年8月14日止。四、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的行为无效。 [福建]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南头镇神威电器厂因持有的普通支票1张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
请人：中山市南头镇神威电器厂。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
3060443018700763，付款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东凤支
行，出票人中山市潇湘电器有限公司，票面金额37000元，收款人
中山市南头镇神威电器厂。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联拓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因持有的磁码支票 2
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
告申请人：中山市联拓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
号码 3140443030918701、3140443038797077，付款行中山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榄工业区支行，出票人中山市联拓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票面金额空白，收款人空白。三、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三福化工贸易有限公司因持有的普通支票 1
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
告申请人：中山市三福化工贸易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
号码 1030443050183635，付款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山东凤支行，出票人中山市三福化工贸易有限公司，票面金额
13400元，收款人张月元。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横栏镇华唐灯饰玻璃工艺厂因持有的普通支票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中山市横栏镇华
唐灯饰玻璃工艺厂。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3140443030603493、
3140443030603496、 3140443030603499、 3140443030603500、
3140443030790545、 3140443030790549、 3140443030790550、
3140443030790552、3140443030790554- 3140443030790558，付款
行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横栏四沙支行，出票人中山市横栏
镇华唐灯饰玻璃工艺厂，票面金额空白，收款人空白。三、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游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支行因遗失银
行承兑汇票1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
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支行。二、公示催告的票
据：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040005121775295，金额为50000元，出票
人为广西正田节能玻璃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涿州春光节能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华夏银行南宁民主支行，出票日期为2016年9
月28日，到期日为2017年3月28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的行为无效。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绿农信置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
票号为3200005124440808、出票日期为2017年6月14日、票面金
额为伍万元整、出票人为三河市英彩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天津市金泰永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2017年12月

14日、背书转让人为宿迁农家乐园农业信息专业合作社，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河北]三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西峡县保利铸造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
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
票据记载：票号 31000051/27578077，出票人为河南全塑电缆有
限公司，收款人为郑州通用电缆有限公司，金额为10万元，付款
行为浦发郑州分行运营作业中心，出票日期 2018年4月8日，到
期日期2018年10月8日。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10月23日止，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佳木斯市普乔商贸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一十九条，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佳木斯市普乔商贸有限公
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票号3090005327981322、金额
500000.00元、出票日期2017年11月13日、到期日2018年5月13日、出
票人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黑龙江龙煤双鸭山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第一背书人双鸭山矿区社会保险局，第二背书人双鸭山
双矿医院有限公司，持票人佳木斯市普乔商贸有限公司。三、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北春年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于
2018年5月24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该票据记
载：票号为31300051 38428963、出票金额为500000元、出票人武
汉惠远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东风（十堰）特种商用车有限公

司、付款行湖北银行、出票日期2018年1月26日、汇票到期日2018
年 7月 26日。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8年8月10日止，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北春年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于
2018年5月24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该票据记
载：票号为31300051 45719583、出票金额为500000元、出票人湖
北霖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武汉亨朗多商贸有限公司、付
款行湖北银行、出票日期 2018年 2月 8日、汇票到期日 2018年 8
月 8日。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8
年8月23日止，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洛阳润重矿山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因持有的银行承兑
汇票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
告申请人：洛阳润重矿山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
据：种类：银行承兑汇票，票号：1020005226514969，票面金额：
50000.00元，出票人：常州市薛巷电讯元件有限公司，收款人：常
州天冠塑胶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2017年12月
26日，到期日期：2018年6月25日。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的行为无效。 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长悦涂料有限公司因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上海长悦
涂料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种类：银行承兑汇票，票号：
3140005131832364，票面金额：62430.00元，出票人：江苏凯莱木业
有限公司，收款人：上海长悦涂料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出票日
期：2017年10月24日，到期日期：2018年4月24日。三、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的行为无效。 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博思格钢铁（苏州）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份[号
码为10500053/23603577、票面金额人民币43744元、出票人浙江星

煜工贸有限公司、收款人永康市星光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持票人博思
格钢铁（苏州）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7年12月8日、汇票到期日
2018年6月7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银行承兑汇票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武义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井兮精密轴承（上海）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汇
票号码为31300051/39544850、出票日期为2018年1月26日、汇票
到期日为2018年7月26日、出票金额为人民币50000元、出票人为
台州华帅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温岭市坞根铸造厂、付款行
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台州玉环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玉环市人民法院

沧州市滨海消防安全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天津市港信防火材料
有限责任公司与何洪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认为你与本案有利害关
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通知你作
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大港）

2018年5月28日，根据公司股东孙宏的申请，黄山市黄山区
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 1003清申 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孙
宏对黄山区太平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并于
2018年 5月 29日作出（2018）皖 1003强清 1号决定书，指定北京
金诚同达（合肥）律师事务所担任黄山区太平湖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清算组。本轮清算的范围为黄山区太平湖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码头项目部，黄山区太平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码头项目
部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日内，向清算组（通讯地
址：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浦园大道与慈光路交口黄山·天玺售楼
部；联系人：陈辉、夏必闯、欧翰林；联系电话：0559-8516298）书
面申报债权并提交相应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清算程序
终结前补充申报。黄山区太平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码头项目
部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清算组清偿或交付财产。

黄山区太平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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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均金

失信联合惩戒是当前解决执行难的
一项重要措施，也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的重要内容。然而，失信联合惩戒效果
与人民群众的期待仍有差距，一些大家
都知道有钱的“老赖”还逍遥法外。为
此，建议：

一、发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
席会议制度作用。开展中办国办《关于
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
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落实情况检
查。各部门应按照“两办意见”要求，对
联合惩戒各项任务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
查，推动各项措施的具体落实。借助技

术手段，通过大数据分析，取得财产流转
线索，追根溯源挖掘隐匿财产。与微信、
支付宝、银联等商业机构合作，取得消费
记录和支付账号。同时与境外商务登记
机构如香港公司注册处、开曼公司注册
处等合作，取得境外财产线索。

二、加大失信联合惩戒力度，丰富惩
戒手段。一是法院可以与通信公司、高速
公路收费站等合作定位失信被执行人及
其财产。二是保险公司可以推出“执行悬
赏保险”。申请执行人可购买保险并进行
悬赏，保险公司向举报被执行人财产线索
并执行成功的举报人支付悬赏金。三是

进一步限制失信被执行人高消费，如通信
消费，入住星级酒店，子女就读高收费私
立学校等。四是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的商
业行为。五是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的任职。

三、引导市场主体将诚信调查作为
交易前提，进一步提高失信成本。各部
门应施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管理，实时
更新失信信息，并向市场主体公开。行
业协会和主管部门创建信用评级制度和
信用情况查询服务；鼓励、引导企业做交
易前诚信审查，如电子商务平台对于入
驻商家进行“失信审查”预审。加大对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宣传。

政府本应成为社会诚信的典范，但调
研发现一些地方政府不讲诚信、不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的例子，有的还被法院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原因有几方面：一是思
想认识不到位。部分党政机关领导存在

“新官不理旧账”思想，有的存在地方保护
主义思想，对外地法院不予配合。二是政
府偿债能力不足。部分政府没有将债务
纳入预算管理，法院在执行处置过程有较
多法律障碍，乡镇政府缺乏履行能力现象
突出。三是行为类案件执行难度比较大，
主要体现在行政诉讼当中，法院生效裁判

确定的行政机关要履行法律职责、作出信
息公开等行政行为，部分机关不主动履
行。四是缺乏监督机制。对拒不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的党政机关及其负责人缺乏
有效监督机制。对此，建议：

一是提高树立守法诚信政府形象的
思想认识。

二是加强考核问责。对不履行生效
裁判的党政机关及其负责人，视情况采
取约谈、通报、考核扣分、取消评优评先
资格等措施予以问责，同时作为干部考
核和任用的依据。为避免执行案件受到

来自当地党政部门的影响或干扰，建议
对涉党政机关等特殊主体案件予以交叉
执行或提级执行。推进将政府债务纳入
预算管理。实行考核惩戒后，对一些党
政机关确实无力执行的案件，可由财政
统筹考虑建立专项资金来进行履行，纳
入预算管理。

三是完善法律法规，形成执行工作
长效机制。及时总结执行工作经验，尽
快出台执行立法，保障执行工作步入良
性循环的轨道，维护政府良好法治和诚
信形象。

政府带头讲法治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 李明蓉

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黄廉熙

就加强综合治理、助力解决执行
难，提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实施主辅分离和向社会
购买服务，缓解法院目前“案多人少”
的困境。针对不同性质的工作，聘请更

多聘用人员，或通过向社会购买服务，
聘请保安公司，在外围维持秩序。

二、加大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的打击力度。现在刑法有规定，但由于
公检法部门，对这个罪名的认定标准还

不统一，不够细化，所以确实存在对这
个罪的打击力度和认识不到位的现象。
建议公检法部门进行一次专项打击，提
高司法强制执行力。

三、加强司法解释、司法指导，与

基本解决执行难应精准施策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 皮剑龙

基本解决执行难要精准施策，进一步
强化强执和严管。建议如下：

一、针对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要循
因施策，全方位加强执行力度。让有财产
可供执行的案件，尽快得到执行、债权人合
法权益早日得到实现，是基本解决执行难
的最佳途径。因此，对申请执行人来说，要
尽可能提供财产线索；对法院来说，要加强

“查人找物”；对被执行人来说，更要多措并

举，促使其尽快执行判决、裁定。建议不
要把“查人找物”的责任全部放到法院身
上，对被执行人也要多措并举，一旦被执
行人不履行承诺，法院在查到被执行人
的财产后，不仅要执行其财产，还要追究
其刑事责任（如拒执罪）、行政责任（如拘
留）、经济责任（如罚款）等。

二、对于被执行人逃避执行，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的，建议严厉打击拒执

犯罪，形成被执行人“不敢逃债”的态
势。特别是当前目标是如期打赢执行
难这场硬仗，必须重拳出击严厉打击。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联合出台
相关规定，建立法院向公安机关移送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的制度，公安
机关对法院移送的案件应该及时开展
侦查，对构成犯罪的，及时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

加强人民法院执行队伍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汪利民

近年来，全国各级法院执行队伍的职
业化、专业化水平得到明显提升，但也存在
一些问题和困难。

一是当前法院执行队伍建设不能体现
执行工作强制性特征，执行队伍中法官、法官
助理、执行员、司法警察、书记员交织，政法
编、事业编、司法雇员并存，由执行法官主导
执行，规范化有余，但执行强制性、威慑力不
够，快速反应和现场处置能力不足。二是执
行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执行队伍年龄结
构“两头大中间小”，缺少中坚力量。三是“案

多人少”矛盾在人民法院执行部门尤为突
出。以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为
例，2017年法官人均收案965件。四是执
行队伍稳定性亟待加强，由于执行局内分
外分没有落地，执行干警担心被剥离出法
院，稳定面临较大挑战。为此，建议：

一是按照法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建立以执行官（执行员）为主体的
执行队伍体制，明确执行官任职条件，参
照警务化要求进行执行官队伍管理，提升
执行强制性和现场处置能力。同时配置

适量法官，专司与执行相关命令、裁决、复
议等事项。二是增加法院编制人数，缓解
目前“案多人少”矛盾。还要为聘任制人
员担任法官助理、执行官助理等提供政策
支持。三是加强执行的理论研究和人才
培养。四是尽快制定和完善执行体制机
制改革方案，明确在法院内部完善审执分
离模式，稳定干警队伍。同时按照人案相
匹配原则，参照法官员额制，合理确定执
行官员额比例，建立与执行工作相适应的
执行官职务薪酬制度。

正确引导舆论 健全执行监督考核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播音部播音员 海 霞

正义不仅要实现，还要以看得见的
方式实现。在执行公开方面，法院做了
很多工作，努力实现“阳光司法”。如当
事人通过升级改版的“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可查询案件流程节点信息，并通
过留言功能与办案法官交流互动。知道
自己的事儿有人管，进展到哪一步，重要
性不言而喻。谈两方面想法：

一、重视舆论监督，更应有效监
督、正确引导舆论。放弃舆论监督权
就等于丧失了话语权，建议一是法院
应加强对舆情的监督，尤其对非主流、
商业网站类似报道，应主动、及时向媒
体说明真实情况，纠正错误舆论，正确
引导舆情，维护当事人正当权益，并依
法追究相关媒体责任。二是建立执行

案件媒体监督员机制，加强媒体人与
法院沟通，遇到影响舆情的重大案件，
及时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反
映。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依法执行，
执行的依据必须是法律。

二、合理确定考核评价标准，努力
在当事人感受同法院内部评价之间达
到统一。

各部门的协同，使强制执行具有更大强
制力。目前在执行工作中，确实存在着

一些群众看不过去也不能接受，但法
律却无能为力的情况。对此要通过加

强司法指导和各部门的协作，采取切
实有效的措施，增强打击力度。

⇨⇨上接第二版

本报广州6月11日电 因在车间
催促久占厕位抽烟玩手机的工友让出厕
位，东莞两工人发生矛盾纷争，被告人
郭军为替老乡扬威出气，受老乡之邀在

“约架”中持棍棒殴打蹲厕者杨连国头
部致其死亡。今天，广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依法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郭军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
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 年 3 月 16

日，同为东莞市高埗镇裕元六厂员工的
刘顺义（已另案判刑）与被害人杨连国
在车间厕所因使用厕位一事发生争吵，
两人相约到该厂门口解决冲突。被告人
郭军受老乡刘顺义的帮忙请求，在双方
拉扯中，使用事先携带的棍棒殴打杨连
国头肩部，致杨连国流血倒地，后逃离
现场。杨连国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
2017 年 2 月 28 日，潜逃后藏匿在老家
湖南省常德市的郭军被父亲举报涉嫌吸

毒，经警察传唤，郭军主动交代了在东
莞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犯罪事实。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郭军无视
国法，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死
亡，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其行为已构
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本
案系同事间因生活琐事引发属于民间矛
盾处理而引发的案件，被告人郭军有主
动向公安机关交代其犯罪事实的情节，
可酌情从轻处罚。一审宣判后，郭军不
服，以原判量刑过重为由向广东高院提
起了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的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
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以维
持。 （黄胜龙）

为争厕位与老乡殴打工友致死
广东高院判决一起故意伤害案

■连线法官■

该案二审宣判后，承办该案的主
审法官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该案无论
是被告人还是被害人，都是不幸的，
涉案的三方当事人没有赢家。成年人
之间因为生活琐事引发斗气纷争，冲

动升级为冲突，进而升级为刑事命
案，从情感上和道义上，得不偿失，
非常可惜！从法律角度看，被告人故
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已造成严重后
果，其行为触犯了法律，仍需为非法

侵害行为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同
时，也奉劝人们，逞一时义气的做法
不成熟不合法更不划算，遇到冲突多
想想法律后果，多考虑身前身后人，
要避免斗气，更拒绝斗殴，时时能想
以和为贵，处处尚思谦让是美，携手
努力为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新格局贡献力量。

本报讯 （记者 陶 琛 通讯员
廖 英）以高息回报为诱饵，面向社会非法
吸收存款，孟某七年共吸收38人资金528.5
万元。近日，湖南省南县人民法院对孟某
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作出一审
判决，判处被告人孟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
罚金10万元；责令被告人孟某退还本案各
被害人直接经济损失共计528.5万元。

孟某从 1998 年开始在长沙做糖果
批发生意，2006年转战望城从事糖果生

产加工，糖果生产销售很好，每年盈利
几十万元，2009年孟某回到家乡南县
发展，成立了湖南某食品有限公司，公
司小有名气，并被选为南县政协委
员。因公司管理不善，公司成立后就
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尤其是在 2011
年，孟某因旧病复发，动了大型手术，
已经无力经营公司。为维持企业运
转，孟某以其个人经营的公司需资金
周转为由，以个人或其公司的名义，高

息引诱，广泛向亲友借款，同时还放任
亲友向社会公众为其借款，通过这种

“口口相传”的信息传播手段，其已公
开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共计人民币
528.5 万元。2015 年 12 月 11 日，孟某
因广泛在社会集资无法偿还，主动到
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如实供述了其非
法集资的犯罪事实。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孟某违反
国家金融管理法规，向社会公众吸收资
金，扰乱社会金融秩序，数额巨大，其行
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告
人孟某犯罪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孟某通过犯罪手段获得的财物，
应予退还。法院遂作出前述判决。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500余万元
被告人获刑三年并处罚金10万元

该案被告人以高于银行利率几倍的方
式来诱惑群众参与集资活动，一部分先投资
者在获得利益后，再动员亲友加入投资行
列，循环往复，从而织成一了张聚敛钱财的
网。这种投资形式具有非法性和风险性，该

案案发后，非法吸收的资金已经被被告人
使用殆尽，虽然法律已经严厉制裁，但被
告人因身患严重疾病，赔偿能力明显有
限，对于该案很多受害人来说很有可能是
遭遇本息皆不能偿还的后果。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一重要构
成要件是“公众”，出借人为不特定对象，
但是如果在向亲友吸收资金过程中，明
知亲友在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
放任的，也应当认定为向公众吸收资
金。特此警示那些试图以向亲友借钱为
幌子而妄想逃避法律责任的人，应该慎
思慎行。

■法官说法■

建言献策达共识 合力攻坚执行难
——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发言摘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