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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息回报为诱饵吸收投资1.25亿元

长沙特大集资诈骗案主犯被判十二年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8月7日（总第7434期）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9日依法受理了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广州市增城汽车配件贸易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称“增城汽配城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
事务所担任增城汽配城公司清算组，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强制清算。
增城汽配城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接到清算组发出的债权申报通知书
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清
算组（联系人：吴圣民，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东路6
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25层，邮政编码：510623，联系电话：020-
38191579）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
在清算财产分配完毕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增城汽配城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广州市增城汽车配件贸易城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

陈路路：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皖 1126 委评字
第 31号选择专业机构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包括评估、拍卖程序
中其他法律文书）。自本公告登载人民法院报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自公告送达之日起第 3 个工作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立案庭选择专业机构的届时，若未能到庭参加选择
的，则视为放弃选择专业机构的权利。本院司法鉴定处电话：
0550-6363119。 [安徽]凤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枣庄市薛城区万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的申请，于 2018年 7月 18日裁定受理债务人山东吉通科技制管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为
山东吉通科技制管有限公司管理人。山东吉通科技制管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山东吉通科技制管有限
公司管理人（管理人地址：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光明西路169号，
鲁沪大厦 610 室，联系人：褚海燕、刘敏敏，电话：13869456556、
18806327618）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山东吉通科技

制管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山东吉通科技
制管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定于2018年10月1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召开，请你准
时参加。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的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山东]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7月18日，本院根据鹰潭金蝉君汇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的申请裁定受理北京家和通力商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定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北京家和通力商贸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北京家和通力商贸有限公
司管理人（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14号北京广
播大厦写字楼13层，邮政编码：100022；联系电话：15010933413）
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北京家和通力商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北京家和通力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18年10月23日上午9时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四庭（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北里甲14号）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鹰潭金蝉君汇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的申请，于2018年7
月19日作出（2018）京0105破16号民事裁定书，受理鹰潭金蝉君汇
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提出的对万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
的申请，并同时指定北京市嘉逸田破产事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为万
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万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通信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
街1号新阳商务楼C座4层；联系电话：010-67092392）申报债权。万
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万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负有
清算义务的责任人应妥善保管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移
交万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财产、印章、账册、重要文件。如逾期未
移交或上述财产及重要文件毁损、灭失导致万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无法清算，万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依法承担
责任。本院定于2018年9月11日上午9时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四庭（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北里甲14号）第1007法庭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厦门华彩印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28日裁
定受理厦门华亿漫画创意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随机选定福建
世礼律师事务所担任厦门华亿漫画创意有限公司管理人。厦门华亿
漫画创意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9月16日前，向管理人（通
讯地址：福建省厦门市鹭江道268号远洋大厦26楼福建世礼律师事
务所，邮政编码：361001，联系人：苏秋斌、陈诗静，联系电话：
18906038207、18860016760）申报债权。申报债权应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再要求补充分配，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厦门华亿漫画创意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厦门华亿漫画创意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年9月27日9时在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债权
人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20日裁定受理深圳市林栎鑫科技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指定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为深圳市林栎
鑫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林栎鑫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8年8月14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
三路卓越世纪中心1号楼23层，联系人：陈庆修、孟天行，联系电话：
0755-82818905、82818410，传真：0755-82816898）申报债权。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深圳市林栎鑫科技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林栎鑫科技有限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8月24日上午9时30分在
本院第四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当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
参加的，须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20日裁定受理深圳市奥可维科技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指定深圳市中天正清算律师事务所为深圳市奥可维
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奧可维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8年8月17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
大道5022号联合广场A座5401，联系人：蔡斌、彭幽寒，联系电话：
0755-82926221、82926215，传真：0755- 82901311）申报债权。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深圳市奥可维科技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奥可维科技有限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8月27日上午9时30分在
本院第四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
加的，须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深圳市商贸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
月27日裁定受理台均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
创基律师事务所为台均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管理人。台均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0月8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3007号国际科技大厦1807-1808；负责人：
张鑫淼；联系人：黄峥燕、周杰；联系电话：0755-83760019、0755-
83760058；传真：0755-83760005）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台均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台均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因本案债权
债务简单，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5月2日，本院裁定受理深圳德力普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依据现有财产状况及债务情况，可以认定深圳
德力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8年7月 4日裁定宣告深圳
德力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破产。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江苏三源织造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按照《江苏三源织造
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分配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7月6日裁定终结
江苏三源织造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江苏]启东市人民法院

2018年6月12日，江阴达胜车辆附件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以
下简称“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的申请，称其已按本
院（2017）苏0281破12号之三、（2017）苏0281破12号之五民事裁定
书确认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将破产财产分配完毕，如发现江阴达胜
车辆附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胜公司”）其他财产或达胜公司
作为债权人的（2018）苏0281民初4164号、（2018）苏0281民初4305
号胜诉并执行到位，可依法追加分配。为此请求本院先行终结达胜
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管理人已将破产财产分配完毕。未办
结事务的后继处理与本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也互不影响。为此本院于
2018年6月20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
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裁定终结江阴达胜车辆附件制造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程序。 [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

结婚证2本，持证人：李英、李书炳，发证机关：福州市民政局，发
证日期：2007年9月28日，结婚证字号：闽榕结字第0703645号，因保
管不当，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福建]长乐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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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8月6日电 （记者 陶
琛 通讯员 刘笑贫）今天，湖南省长
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集资
诈骗案件，被告人刘继东犯集资诈骗
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
罚金 15 万元；责令退赔各被害人的损
失。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 年至 2015
年期间，赵湘（另案处理）在负担巨额
债务无法偿还的情况下，先后在长沙市
开福区、芙蓉区、雨花区、天心区等地
利用他人身份成立了湖南巨合投资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巨合公司）、湖南凯思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思公司）等
多家公司。在两家公司未获取金融许可
证的情况下，赵湘以投资国家工程项目
（铁路、公路、桥梁等） 为诱饵，承诺
给予高息回报，面向社会公众非法集
资。2013 年，被告人刘继东通过应聘
进入公司，在赵湘的安排下，刘继东
以巨合公司法定代表人，凯思公司总
经理的身份积极参与公司管理及相关
会议，并大量招募人员通过发放传单
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宣传吸收客户投
资。2015 年 5 月，两公司不能正常还
本付息时，刘继东向被害人谎称工程

款未收回，并作出虚假还款承诺，同
时诱骗众多被害人将已投入资金转投
购买其它公司股权，促使被害人与公
司重新签订股权认购合同，延长还款
期限。2016 年，两公司无法兑付投资
款，多名投资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在
公安机关调查时，被告人刘继东按照
赵湘的安排向侦查人员作伪证，致使
赵湘等人迅速逃匿并销毁公司账目资
料。2016 年 7 月 27 日，民警在长沙市
望城区某小区内将被告人刘继东抓
获。经鉴定，2013 年 8 月至 2016 年 8
月，凯思、巨合两公司累计非法吸收

794名客户投资金额为1.25亿余元，除
退还的客户本金外，共造成客户损失达
8263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继东伙
同赵湘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
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其行
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依法应当追究其
刑事责任。本案系共同犯罪，在犯罪过
程中，赵湘为实施集资诈骗犯罪，与被
告人刘继东等核心成员组成较为固定的
犯罪组织，被告人刘继东从中起主要作
用，系主犯，应当按其参与的全部犯罪
处罚。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老人在上海立下了旧遗嘱，移民后，
又在美国立下了截然不同的新遗嘱，上
海的老房子究竟给谁继承？最近，周家
的几个子女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为解
决纠纷，他们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由于该案涉及外国法律，上海二
中院通过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查明
中心查明美国纽约州相关法律，顺利审
结这起涉外继承纠纷案。

老人在中美两国立下新旧两
份遗嘱

周老太对上海市长乐路的某处房产
享有一定的产权份额。老人共育有四名
子女，她于1990年12月立下遗嘱，并经
过律师事务所见证，将其享有的房屋产
权份额留给儿子周某一人继承。1997
年左右老人加入美国国籍，2005 年 10
月，老人在美国去世。

2015 年，周某向一审法院提起诉
讼，将自己的兄弟和姐姐告上法庭，要求
确认由其一人继承上海市长乐路某房屋
的产权份额。未料，庭审中，周老太的另

一个儿子向法庭提交了两份在美国进行
公证过的材料，其中均包含一份周老太
在末尾签字的英文遗嘱。在这份遗嘱
中，周老太明确指出长乐路的房屋产权
份额由四名子女共同、平均继承。原来，
老人加入美国国籍后，曾于2002年在美
国纽约州立下了新的遗嘱，遗嘱形成并
签章于 2002 年 5 月 3 日；根据公证的其
他材料可见，2002 年 6 月 3 日有两名见
证人对遗嘱进行了见证并签字，公证人
对上述见证进行了公证。

对此，周某认为母亲2002年在美国
所立的遗嘱起草、认证过程存在诸多矛
盾，应当认定为无效。此外，他还向法庭
提供了一份老人2004年向他出具的委托
书，委托书中明确1990年遗嘱继续有效。

一审认定老人在美国所立新
遗嘱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周某提供的委
托书仅是复印件，且未提供证据证实该
委托书符合美国遗嘱的生效要件，故对
该委托书法院不予采信，此委托书不具

有遗嘱的效力。由于本案中的立遗嘱人
周老太在2002年订立遗嘱时系美国人，
立遗嘱时和死亡时的经常居住地在美国
纽约州，因此遗嘱的方式和效力问题应
当依据美国纽约州法律及相关判例来认
定。根据已经查明的《纽约州遗产、权力
和信托法》相关规定，遗嘱有效要求至少
有2名见证人在30天内认证立遗嘱人的
签名，由于本案周老太在 2002 年 5 月 3
日立下遗嘱，6月3日进行认证，间隔时
间已经超过 30 天，所以 2002 年遗嘱无
效，1990 年所立遗嘱依法产生法律效
力，由此，一审法院判决长乐路的房屋产
权份额应由周某一人继承。

周某的兄弟对一审判决不服，向上
海二中院提起上诉称，美国纽约州法律
规定的 30 天并非指立遗嘱人与见证人
签字之间的时间间隔，而是两名见证人
签字之间的时间间隔。

二审委托专业机构查明外国
法认定新遗嘱有效

上海二中院受理后，认为原审法院

关于周老太 2004 年出具的委托书不具
有遗嘱效力的事实认定，理由充分，因此
予以确认。最终本案的争议焦点集中在
30天的期限上，这个30天期限到底指什
么？这一问题涉及到对美国纽约州相关
法律规定的理解。上海二中院承办法官
王冬寅认为，美国是判例法国家，原审法
院已经查明的美国纽约州法律仅限于

《纽约州遗产、权力和信托法》的规定，且
原审法院对上述法律条款的理解也受制
于中文译本的表述，所以就本案所涉的
相关法律问题，特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外
国法查明中心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

该中心组织国际法专家对本案待查
明的外国法、相关判例进行检索、翻译、
分析，对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后，形
成《法律意见书》，指出：“判例和纽约州

《纽约州遗产、权力与信托法》均显示，30
天的要求是指两位见证人见证并签字的
时间间隔，并非指见证人签字与立遗嘱
人签字的时间期限”，上诉人所提交的两
份公证材料均显示，两位见证人是在彼
此在场的情况下完成见证签字，故遗嘱
的认证时间并未超过《纽约州遗产、权力
和信托法》规定的30天。

上海二中院审查并采纳了该《法律意
见书》的意见，由此认定周老太2002年所
立遗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2002年遗
嘱依法产生法律效力。最终，上海二中院
判决由各继承人共同继承周老太享有的
上海市长乐路某房屋的产权份额。

两份遗嘱有冲突 四名子女争房产

上海二中院通过专业机构查明外国法确认遗嘱效力
翟 珺 王 笛

本报讯 （记者 赵 霞 通讯
员 田进贤）8月3日，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
被告人郭金发等52人涉黑上诉一案，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人
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被告人郭金发
拉拢被告人白明涛、马亮、杨东发等多
人逐步形成了以郭金发为组织、领导
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有组织地在吴
忠市利通区及周边地区实施违法犯罪
活动，先后实施寻衅滋事 17 起；聚众
赌博 80 余场次，参赌人数 1580 余人
次，赌资达1210万余元，抽头渔利162
万余元；非法拘禁1起1人。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郭金发伙同
多人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众
多，分工明确，成员固定，经常性通过开
设赌场等违法犯罪活动获取巨大经济
利益，通过在娱乐场所强制消费、寻衅
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对吴忠市利通区

及周边地区娱乐行业产生重大影响；为
逃避司法机关打击，对被害人采取胁迫
手段，迫使其不敢报案；指使组织成员
插手劳务工资纠纷、滋扰餐饮店正常营
业、砸毁休闲会所门面，迫使其停业，对
当地及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和群众生
活秩序造成严重影响。据此，依法判决
被告人郭金发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非法
拘禁罪、窝藏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10万元、
罚金10万元；对被告人马亮、赵兵、杨东
发等12名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分别判
处十一年至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对其他39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
徒刑四年零六个月至拘役六个月不等
的刑罚。宣判后，被告人郭金发、马亮、
赵兵、杨东发等13人不服一审判决，提
出上诉。

吴忠中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
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
及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
合法；郭金发等13人提出的上诉理由
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遂依法裁定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宁夏吴忠“开赌场”涉黑案宣判
52名被告人获刑受罚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
员 卢洋洋）村民在承包人不知情的
情况下强占耕地，未经批准非法建房，
长达10年之久，直到被逮捕后才拆除
建筑。近日，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以被告人李锦法犯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八个月，宣告缓
刑一年。

涡阳县石弓镇郭楼村村民李培仁
于 1994 年取得石弓镇山后村园南头
承包耕地，并于2006年3月取得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8年7月，同
村村民告李锦法未经有关部门批准，
在李培仁不知情的情况下，侵占李培
仁承包耕地，非法建房。2009 年 11
月，涡阳法院对李培仁诉李锦法土地
侵权纠纷一案作出判决，被告李锦法
停止侵权，并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30
日内自行拆除建在李培仁承包地上的
围墙，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直至将土地

退还为止。判决生效后，李锦法未履
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2010 年 3
月，李培仁向涡阳法院申请执行。

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因李锦法
长期外出，不落不明，李培仁向法院申
请要求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2年3
月，该院裁定终结本案的本次执行程
序。2016年4月，李培仁申请恢复执
行，立案后，承办法官依法向李锦法送
达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履行义务，但他
一直拒不履行。因李锦法外出打工，
长期不在家，也无法对其采取拘留措
施。该院于2017年11月将此案移送
公安机关，以拒执犯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2018年2月，李锦法被公安机关
抓获，并批准逮捕。检察机关提起公
诉后，李锦法家人表示愿意履行判决
内容。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锦法对人民法
院的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
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鉴于被告人李锦法自愿认罪，且
在一审宣告判决前，履行全部义务，可
酌情从宽处罚，遂作出上述判决。

强占耕地非法建房十年之久
安徽涡阳一村民犯拒执罪获刑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临 法）日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
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了系列电信诈骗
案，依法对周某、叶某、康某等 134 名
被告人作出判决。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3 月，罗某
甲、易某、罗某乙等人（均另案处理）为
牟取非法利益，招募被告人周某、叶
某、康某等134余人，并安排4个诈骗
窝点，由罗某甲提供他人个人信息、

“话术单”（与被害人联系的对话模板）
进行诈骗。134名被告人先后冒充平
安普惠等借贷平台的信贷专员联系被
害人，谎称能提供高额贷款服务，但要
求被害人必须以1000至3000元不等
的价格购买POS机。收款后，又以各
种理由搪塞直至断绝联系。截至案
发，共造成全国范围内共计9000余名
被害人实际损失1500万余元。

134 名被告人绝大部分来自湖
北，且以“90 后”为主，基本为高中以
上学历，最年轻的是一名1997年出生
的大学生，他们都是通过熟人介绍或
者网上招聘的形式进入诈骗集团。上
岗后不久，很多人便意识到这是骗人
的，但是由于工资高，工作省力，有
些人也就心安理得地以“信贷专员”
的名义售卖 POS 机，通过提成获
利，直至被抓获。

法院经审理认为，此案涉134名
被告人均系从犯，按照各被告人犯罪
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于社
会的危害程度，分别以诈骗罪判处
周某、叶某、康某等 134 名被告人
有期徒刑九个月至十年不等的刑
罚，并对其中 70 余名情节较轻、积
极退赔赃款，认罪态度较好的被告人
适用了缓刑。

杭州临安：134个骗子坑了9000人

办卡消费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商业
运营模式，因为具有固定客户兼具融资
等功能，因而备受商家推崇。而对消费
者来说，通过办卡可以享受更低折扣、更
多优惠，因而不少消费者也乐意办卡。
但是，办卡是否真能实现商家和消费者
两利？其中蕴含着哪些风险？发生纠纷
后如何应对？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
官以案说法，就消费者在遭遇办卡类纠
纷时如何妥善维权给出建议。

餐饮消费：核实资质是前提

2017年12月5日，赵女士在餐馆购
买了一张价值 10000 元的预付卡，约定
此卡将在 2018 年 2 月份供 6 桌餐饮使
用。餐馆向其开具了正规的发票和收
据，但2017年12月中旬后，餐馆通知赵
女士，餐馆因无照经营将停业，不能为其
继续提供餐饮服务。经赵女士多次催
讨 ，餐 馆 仍 拒 绝 退 还 预 付 卡 内 金 额
10000 元，故赵女士将其诉至法院要求
退还卡内金额10000元。
法官说法：

《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办法》第二条规
定，餐饮服务实行许可制度。餐饮服务
提供者应当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并

依法承担餐饮服务的食品安全责任。作
为消费者，在进行餐饮消费尤其是办卡
进行长期消费时，首先要对提供服务的
经营者资质进行相应审查，查看经营者
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
等相应证件再考虑办卡消费。一方面是
为自身得到安全、健康的消费提供保障，
另一方面是避免经营者日后因无证照、
不具备经营资质或证照不全而被迫停
业，进而导致消费合同无法履行，使消费
者遭受损失。无营业执照的商家在法律
上不是适格主体，消费者在起诉时都难
以准确确定被告。

面对“忽悠”式推销：保持理性
是关键

2017年11月1日，范女士经健身公
司销售人员推销，与健身公司签订了一
份健身交易服务合同，支付了5100元办
理健身3年卡，合同约定仅限于北京市
东城区东四店使用。后销售人员又称聘
请私教3个月能瘦20斤，范女士又支付
了12000元私教课费用。两笔费用均通
过银行刷卡支付，但健身公司当时只给
了 5100 元的收费票据。2018 年 1 月 5
日，健身公司教练突然告知范女士私教

课有时间限制，一节课有效期为7天，但
在办卡时工作人员并未告知这一情况。
范女士感觉受到了欺骗，且认为私教的
效果并不符合预期，无法实现健身公司
3个月瘦20斤的承诺。2018年1月8日，
范女士找到健身公司工作人员，工作人
员拿出两份假的私教协议，该协议约定
每堂课7天之内有效。范女士认为健身
公司未按约定履行私教义务，未达到其
健身预期，且其本人并未签订私教协议，
健身公司的行为构成欺骗，故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健身公司退还私教费。
法官说法：

在消费过程中，相对于商家，消费者
常处于弱势地位，为避免后续不必要的
纠纷，消费者在办卡时应做到：第一，要
保持高度理性，莫被商家牵着鼻子走。
商家为使消费者买单消费，往往会将产
品说的天花乱坠，如健身房店员一再强
调请私教会3个月瘦20斤，引诱范女士
办健身卡请私教，此类种种极易使消费
者一时之间沉浸在商家勾画的画面中而
感性消费，消费者面对商家的宣传，要保
持高度理性，不要盲目相信。第二，仔细
阅读合同条款，对合同内容做到心中有
数，并要求商家将承诺事项于合同中写

明，签合同再办卡。

遭遇不合理要求：勇于维权是保障

解女士是凯德华公司的 VIP 会员，
持有其销售的储值会员卡。2017 年 11
月24日，其收到凯德华公司短信，称将
于12月31日前停业，此时解女士会员卡
内尚有14575元余额。凯德华公司从通
知停业到关门仅仅1个月零6天时间，根
本无法用完卡内余额，且凯德华公司最
后一个月所有服务均涨价15%，且餐饮
及服务质量明显下降，已不适合休闲消
费。经多次找公司交涉，公司不同意退
款，而是强制解女士购买其高出市场价
格数倍的烟酒、服装、电器、厨具等产
品。故解女士诉至法院请求凯德华公司
退款。
法官说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三条规
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
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
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承担预付
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
用。同时规定，消费者有权自主决定购
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
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即消费者有自主
选择权。因而，面对不合理交易时，消费
者要敢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即使办卡
后，也有权拒绝经营者定价显高于市价
的服务，并要求经营者退还剩余预付款
及相应的利息和合理费用。

办卡消费：别因“优惠”忘了风险
冯芸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