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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宣教内容 

抵制非法集资 

 

一、非法集资的定义 

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

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

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

以货币、实物以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

行为。 

非法集资具有以下特点： 

1.非法性。集资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是被没有

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以及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超越权限批准

集资，即集资者不具备集资的主体资格。 

2.利诱性。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还本

付息的形式除以货币形式为主外，也有实物形式和其他形式。 

3.公开性。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筹集资金，这里不特定

的对象是指社会公众，而不是指特定少数人。 

4.伪装性。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集资的实质，为掩饰

其非法目的，犯罪分子往往与投资人签订合同，伪装成正常

的生产经营活动，最大限度地实现其骗取资金的最终目的。 

二、非法集资的常见类型 

1.通过发行有价证券、会员卡或债务凭证等形式吸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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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例如，以发行或变相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

等权利凭证或者以期货交易、典当、养老服务为名进行非法

集资。通过认领股份、入股分红、委托投资、委托理财进行

非法集资。通过会员卡、会员证、席位证、优惠卡、消费卡

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2.对物业、地产等资产进行等份分割，通过出售其份额

的处置权进行高息集资。例如，通过出售其份额并承诺售后

返租、售后回购、定期返利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3.利用民间会社形式进行非法集资。例如，利用地下钱

庄进行集资活动。 

4.以签订商品经销等经济合同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例

如，以商品销售与返租、回购与转让、发展会员、商家加盟

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5.以发行或变相发行彩票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6.利用传销或秘密串联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7.利用果园、庄园、养老地产开发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例如，假借种植、养殖、项目开发、庄园开发、养老公寓投

资、生态环保投资等名义非法集资。 

8.利用现代电子网络技术构造的“虚拟”产品，如“电

子商铺”、“电子百货”投资委托经营、到期回购等方式进行

非法集资。 

9.利用互联网设立投资基金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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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11.假冒民营银行发售原始股或吸收存款。 

12.非融资性担保企业以开展担保业务为名非法集资。 

13.假冒或者虚构国际知名公司设立网站，并在网上发

布销售境外基金、原始股等信息，诱骗群众投资。 

14.以“养老”的旗号，以高额回报、提供养老服务为

诱饵，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 

15.以高价回购收藏品为名非法集资。 

16.假借 P2P 网络借贷平台非法集资。 

三、非法集资的危害 

1.非法集资使参与者遭受经济损失。非法集资犯罪分子

通过欺骗手段聚集资金后，任意挥霍、浪费、转移或者非法

占有，参与者很难收回资金，严重者甚至倾家荡产、血本无

归。 

2.非法集资严重干扰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极易引发

社会风险。 

3.非法集资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严重影响社会和谐。

非法集资往往集资规模大、人员多，资金兑付比例低，处置

难度大，容易引发大量社会治安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4.因参与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

参与者利益不受法律保护。 

5.非法集资属违法行为，集资参与人与集资人所签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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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无效。非法集资合同中约定的利益条款也无效，投资回

报不受法律保护。 

四、非法集资的犯罪手段详解 

1.承诺高额回报，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

的神话。暴利引诱，是所有诈骗犯罪分子欺骗群众的手段。

不法分子为吸引更多的群众，往往许诺投资者以奖励、积分

返利等形式给予高额回报。为了骗取更多的人参与集资，非

法集资者开始是按时足额兑现先期投入者的本息，然后用后

集资人的钱兑现先前的本息，等达到一定规模后，便秘密转

移资金，携款潜逃。 

2.编造虚假项目或订立陷阱合同，一步步将群众骗入泥

潭。不法分子大多通过注册合法的公司或企业，打着响应国

家产业政策，开展创业创新等幌子，编造各种虚假项目，有

的甚至免费旅游、考察等，骗取社会公众信任；以种植螺旋

藻、冬虫夏草，养殖蚂蚁、黑豚鼠、梅花鹿再回收等名义，

骗取群众资金；有的以开发所谓高新技术产品为名吸收公众

存款；有的编造植树造林、集资建房等虚假项目，骗取群众

“投资入股”；有的以商铺返租等方式，承诺高额固定收益，

吸收公众存款；不具有提供养老服务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提

供养老服务为主要目的，以养老服务为名收取会员费、“保

证金”，以投资“养老公寓”“养老院”等名义吸收资金。 

3.混淆投资理财概念，让群众在眼花缭乱的新名词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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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判断。不法分子有的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

等新名词迷惑群众，假称新投资工具或金融产品；有的利用

专卖、代理、加盟连锁、消费增值返利、电子商务等新的经

营方式，欺骗群众投资。 

4.以虚假宣传造势，用合法的外衣或名人效应骗取群众

的信任。为给犯罪活动披上合法外衣，不法分子往往成立公

司，办理完备的工商执照、税务登记等手续，以掩盖其非法

目的，而无实际经营或投资项目。这些公司采取在豪华写字

楼租赁办公地点，聘请名人作广告等加大宣传，骗取群众信

任。 

5.利用网络，通过虚拟空间实施犯罪、逃避打击。不法

分子租用境外服务器设立网站，发展会员一般用代号或网名。

有的还通过网站、博客、论坛等网络平台和微信、QQ等即时

通讯工具，传播虚假信息，诱骗群众上当。一旦被查，便以

下线不按规则操作等借口，迅速关闭网站，携款潜逃。在潜

逃前还发布所谓通告，要下线人员记住自己业绩，承诺日后

重新返利，借此来稳住受骗群众。 

6.利用精神、人身强制或亲情诱骗，不断扩大受害群体。

许多非法集资参与者都是在亲戚、朋友的低风险、高回报劝

说下参与，犯罪分子往往利用亲戚、朋友、同乡等关系，以

高额利息诱惑，非法获取资金。有些已经加入的传销人员，

在传销组织的精神洗脑或人身强制下，为了完成或增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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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绩，不惜利用亲情、友情关系拉拢亲朋、同学或邻居加

入，使参与人员迅速蔓延。 

五、非法集资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一）集资诈骗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

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一

百九十九条规定：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四条、

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之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

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

财产。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单

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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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三）非法经营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违反国

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

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

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

产：……（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

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 

（四）合同诈骗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

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

作担保的；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

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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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

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五）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未经国

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

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一

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六、非法集资典型案例 

案例一：2008 年 5 月，被告人潘某为骗取他人财物，注

册成立南京 xx 茶业有限公司，并以公司名义聘用业务员到

闹市区向不特定的中老年被害人分发传单邀请其到公司免

费品尝普洱茶，并使用宣传册、影像资料等对普洱茶的功能

及收藏价值等作夸大宣传，虚构公司称可代老百姓免费收藏

所购普洱茶，并称将投资款用于公司办茶楼、开设茶叶销售

连锁店等，承诺以 14%-22%的年利息返还投资款，一年或三

年期满后退还本金，诱使当事人签订购销合作协议书，以现

金方式一次性支付投资款。2009年 4 月至 5月，为迅速骗取

大量资金，被告人潘某以 xx 公司名义，先后成立多个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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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聘用被告人周某、袁某、朱某担任各分部负责人，共同

以上述诈骗方法继续非法集资。2008 年 5月至 2009 年 10 月

间，非法集资额达人民币 1433 万余元。非法集资所得款项

除用于购买少量普洱茶等，余款均被潘某、周某、袁某、朱

某等人瓜分并肆意处分，导致无法归还 314名当事人的钱款。 

2011 年 4 月,江苏省某中级人民法院于依法判处潘某无

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

周睿某有期徒刑 15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 万元;判处袁某

有期徒刑 13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 万元;判处朱某某有期

徒刑 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5万元。 

案例二：自 2003年起，江苏 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

开发项目多，通过低价取得土地使用权、购买物业用于储备、

增值，致资金短缺。2003 年，董事长周某决定并形成决策，

采取“商铺认购”的形式吸收公众存款。公司遂以高额利率

和高额提成为诱饵，以“认购商铺使用权”和“内部职工集

资”的名义，制定吸收公众存款的方案、政策，变相向社会

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经审计，自 2003 年至 2008 年 12 月，

xx 公司向社会公众 5.26 万人次变相非法吸收存款合计

33.85亿元，至案发时，已退存款 23.92亿元，有 7000 余户

9.93亿元未兑付，案发后退款 3.78 亿余元。 

2011 年至 2012 年，江苏某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判处被告单位江苏 xx 房地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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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有限公司罚金 45 万元；判处周某有期徒刑 6 年，并处罚

金 30 万元；判处叶某某、吕某某等 20 人 1 至 6年不等的有

期徒刑，并处人民币 2 万元至 20 万元不等的罚金；对犯罪

情节较轻，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吴某某、徐某依法予以适用

缓刑。 

案例三：刚退休不久的刘大爷买菜时碰见一个促销摊点，

正在组织登记免费旅游，包吃包车不收钱。刘大爷登记后第

二天跟着 30 多位老年人到一个度假村，吃喝玩乐了一天。 

度假村风景优美，设施齐全，旁边还有一建筑工地正热

火朝天地施工。工作人员趁机告诉他们，公司专门投资养老

项目，现在正在扩建，可以租赁也可销售，也可先租后售。

签订合同后，还可按销售产品预售款 16%至 19%的比例向客

户返还高额推广费，合同到期后还本付息等。 

很快，刘大爷一行纷纷签订购买合同，心里盘算着能早

日入住度假村。不久，公司跑路，一大批像老刘这样，用半

生积蓄一心想为自己安排个舒适晚年的老年人们成了受害

者。 

案例四：当事人吴某在 QQ 上认识了不法分子，并在其

带领下进入高额投资理财 QQ 群。QQ 群以高额投资回报为诱

饵，有专业的“老师”介绍投资理财知识，并宣传高额回报

的短线金融衍生品。吴某在群中学习了一段时间，也见证了

其他群友的高额收益，于是放松警惕，点击“老师”在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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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平台”链接，于 2018 年 3 月进行了多笔 10000 元

的大额手机银行支付交易。事后经核查，其支付至的商户实

为不法分子控制的某宝下的二级商户广东某健康产业公司，

为其进行资金归集的空壳公司，专为不法分子集资提供渠道。 

七、社会公众对非法集资的防范措施 

1.要认清非法集资的本质和危害，提高识别能力，自觉

抵制各种诱惑。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对“高额回报”“快

速致富”的投资项目进行冷静分析，避免上当受骗。  

2.要正确识别非法集资活动，主要看主体资格是否合法，

以及其从事的集资活动是否获得相关的批准；是否是向社会

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是否承诺回报，非法集资行为一般具

有许诺一定比例集资回报的特点；是否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

法集资的性质。  

3.要增强理性投资意识。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不

规范的经济活动更是蕴藏着巨大风险。—定要增强理性投资

意识，依法保护自身权益。  

4.要增强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意识。非法集资是违法

行为，参与者投入非法集资的资金及相关利益不受法律保护。

因此，当一些单位或个人以高额投资回报兜售高息存款、股

票、债券、基金和开发项目时，一定要认真识别，谨慎投资。

对照银行贷款利率和普通金融产品的回报率判断投资回报

是否过高，多数情况下明显偏高的投资回报很可能是投资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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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和高风险是并存的，犯罪分子

的目的是骗取钱财。 

八、对非法集资活动应采取的措施 

一旦发现企业或个人有非法集资违法活动，应当及时向

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由公安机关立案查处。作为集资群众，

要注意收集非法集资活动的证据，协助公安机关办案，切忌

心存幻想，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 

九、老年人如何防范非法集资陷阱 

以老年人为诈骗对象是最近几年非法集资活动的主要

特点之一，因此，当老年朋友面对高额回报的宣传时，特别

需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 

一要认清非法集资的本质和危害。 

天上不会掉馅饼，对“高额回报”“快速致富”的投资

项目进行冷静分析，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投资前要和

子女或朋友商议，子女要加强风险意识，多与老人沟通交流。 

二要关注养老机构的合法性、项目合理性，以及是否符

合金融管理法律规定。 

对公司经营运作情况等进行深入了解；未获得许可和依

法登记前的养老机构，是不得以任何名义开业，不得提前向

老年人收取任何费用，不得收住老年人。可以查看主体资格

是否合法：养老机构应有民政局颁发的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

民办非企业单位应有登记证书或工商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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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注重养老服务与口碑。 

建议老年朋友通过金融机构选择低风险的产品进行理

财，保障资金安全。根据老人的身体条件状况和需求，事先

了解养老机构服务口碑，选择经营时间长、口碑好的养老机

构。 

四要签订养老协议与押金协议，保障老人的合法权益。 

养老服务协议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养老机构的名称、住

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联系方式;服务内容和服

务方式;收费标准以及费用支付方式;服务期限和地点;当事

人的权利和义务;协议变更、解除与终止的条件;违约责任;

意外伤害责任认定和争议解决方式;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其他

内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