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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非法集资搭上“风投”快车
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一起非法集资案

"

本报记者 王丽丽

通讯员 王 楠

以创业投资为诱饵! 向社

会公众非法集资
!

亿余元"

"

月

#$

日上午! 被告人梅晓春等
%

人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出庭

受审" 数百名被害人一生的积

蓄!此时已是血本无归"

创业投资又称风险投资 !

是犯罪团伙打出的时髦旗号 "

办案检察官认为!#风投$ 概念

在中国一经引入即风生水起 !

但法律规范和监管制度的滞后

空虚! 为这一投资形式埋下了

巨大的风险隐患%

骗子搭上%风投&快车

长达
&

年& 涉案
!

亿余元

的这场大骗局! 直到事主肖先

生向公安机关报案! 才算撕开

了冰山一角" 肖先生前后一共

投进去
'(

万元!起初光景好的

时候! 每次到期都有高额利息

拿" 后来!那一笔笔承诺好的&

写在合同里的高额回报被一拖

再拖!肖先生有了不祥的预感!

遂报案"

以合法投资为名行非法集

资之实! 利用时髦的创业投资

吸引社会普通民众签订各种类

型的投资合同'当合同到期时!

却难以实现承诺! 导致大量投

资人遭受重大财产损失(((公

安机关调查后认为! 梅晓春等

人的行为已涉嫌犯罪%

!(#"

年
)

月! 北京市公安

局西城分局通过西城区检察院

将该案移送至北京市检察院第

一分院审查起诉% 该院提起公

诉后! 因为管辖调整! 北京市

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办案检察官认定! 被告人

梅晓春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 以北京金源鸿基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名义! 虚

构该公司在大庆龙华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芜湖联众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拥有股份

且投资项目收益可观! 与被害

人签订虚假的 )委托代理投资

合同 *&)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

以投资购买这些公司项目股份

或代理投资能获得高额回报或

到期保本回购为诱饵! 先后在

北京 &长春 &大连 &鞍山等地向

社会公众非法集资
!

亿余元 !

并将
'&((

余万元非法占有%

骗局何以维系
&

年

这样一个骗局! 因何维持

&

年之久+ 办案检察官陈禹 童

告诉记者 ! 主犯梅晓春
!((&

年创立了北京金源鸿基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抛出了很多新概

念! 在报纸上大做宣传! 称这

是第一家进驻金融街的创业投

资公司& 在
!(($

年至
!(('

年

连续作为参展商参加北京国际

金融博览会! 以此吸引大量投

资人 ! 也通过业务员打电话 &

在超市散发传单招揽投资人 %

只要看到对方透露出哪怕一点

儿意向! 业务员都会赶紧拉他

们去金融街办公室参观%

富丽堂皇的办公环境里 !

专业人士大讲国家创业投资形

势! 这让以老年人为主的投资

群体信以为真了%

)

万元 &

#(

万元&

!(

万元,,他们把钱纷

纷投给梅晓春的公司 % 一开

始! 梅晓春收取投资款后! 按

时支付客户本息及业务员提

成! 还能维持% 但他知道一旦

客户大规模撤回本金! 他将无

法运转! 便要求业务员在投资

人合约快到期的时候! 极力劝

说其不要撤款并转投其他项

目! 再签合同%

投资人的钱去了哪里+ 陈

禹 童告诉记者! 所骗取的巨额

款项均由梅晓春自行支配! 他

将大约
$(*

用于支付客户本

息& 业务员提成以及租房等运

转费用! 仅将不到
#(*

用于与

投资人约定的项目! 其余款项

去向不明% 梅晓春在明知公司

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投资的情况

下 ! 拿投资人的本金支付利

息& 支付业务员工资! 维持这

场骗局! 明显具有非法占有目

的! 符合集资诈骗罪的主观要

件%

对此!梅晓春是有辩解的%

提审时! 他对检察官说-.我很

委屈!我也没挥霍!我就是投资

失利% $当检察官反问他-#假如

这个钱是你辛苦赚来的! 你能

不能这么随意撒出去+$他不说

话了%

这类%创业投资&超出

了代理与投资的范畴

办案中! 检察官惊奇地发

现! 有二十几名事主在本案案

发前!已经提起民事诉讼!有的

民事判决竟然支持了 #合同的

存在$!已经进展到了民事执行

阶段% #这是我们发现的刑民交

叉问题$! 陈禹 童告诉记者!合

同是无效的! 不应该作为履行

的依据! 该院公诉人正与该院

民行检察部门沟通%

陈禹 童说! 按照 )民法通

则*有关规定!由委托方对所代

理资产行使所有权并承担相应

责任是代理投资行为的本质要

求% 但本案行为已经超出了代

理与投资的范畴! 实际上转化

成一种借贷关系! 是一种变相

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 !因

而成为了刑法打击非法集资犯

罪的对象%

创业投资亟须国家监管
有人把

!(()

年称为我国

创业投资企业的发展 #元年$!

主要是因为在
!(()

年!经国务

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

国证监会等几个单位联合发布

了 )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

法*% 该办法的出台成为创业投

资企业成立和经营的 #法律依

据$% 自此之后!全国各地大批

创业投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破

土而出%

创业投资如火如荼的背

后 ! 却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 %

陈禹 童告诉记者! 在我国! 对

于创业投资这种新兴的金融投

资形式! 政府承担了一定的引

导& 监督职能! 但将创业投资

更多地交给了市场调节! 这容

易引起创业投资市场的无序和

混乱% 同时! 对于是否监管以

及如何监管创业投资企业吸收

资金& 对外投资活动! 怎样区

分创业投资属于金融理财还是

非法集资的界限都没有具体规

定! 导致创业投资成为罪与非

罪的法律模糊地带% 陈禹 童认

为! 国家应当通过立法完善创

业投资活动的业务范围& 市场

准入& 监管模式等内容! 使创

业投资活动有法可依! 依法进

行%

绕过父亲与儿子签协议，合同无效！

本报讯"记者欧阳晶 通讯

员胡雨水 汪建兴 陈贤君 $

一份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父

亲没签字 ! 儿子代父亲签字同

意!构成表见代理吗+ 近日!经江

西省抚州市检察院抗诉!法院发

回重审后!一起拆迁补偿合同效

力纠纷案以调解结案!原告邹某

获得
&+)

万元拆迁补偿%

邹某是江西省崇仁县人!在

当地拥有一块建设住宅用地的

使用权%

#,'&

年
#(

月!邹某将这

块住宅用地的一部分!划给儿子

小邹用于建房%

#,,(

年
,

月!邹

某为这块建设住宅用地办理了

国有土地使用证%

小邹的房子建成后!他将其

中部分房屋出售给了吴某%

!(#(

年
)

月!因当地城东新区建设项

目需要拆迁邹某持证的土地及

小邹&吴某的房屋 !负责拆迁的

县城投公司拟订了两份内容一

致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可

邹某不同意签字% 在和邹某协商

未果的情况下!县城投公司与小

邹& 吴某两人签订了补偿合同!

并由小邹代邹某签了字% 县城投

公司向小邹支付了补偿款后!小

邹向县城投公司出具了一份领

条!承诺将土地证 &房产证等证

件交县城投公司!因未交有关资

料出现的一切情况!由他个人承

担责任%

邹某认为县城投公司没有补

偿属于自己的空地费用! 向法院

提起诉讼%

!(#"

年
$

月!崇仁县

法院以小邹与县城投公司签订的

合同构成表见代理! 县城投公司

对已建主房&附房&附属设施&装

饰装修费用&搬迁补助费&临时安

置补助费及有证空地均给予了补

偿为由!驳回邹某的诉讼请求%邹

某不服!向崇仁县检察院申诉!崇

仁县检察院审查后! 依法提请抚

州市检察院抗诉%

抚州市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县城投公司分别与邹某及小邹&

吴某拟订过两份内容完全一致

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由于

前一份合同与邹某没有就安置

补偿相关问题达成一致!邹某没

有签字 ! 才改为与小邹签订合

同% 县城投公司在已经知道该房

屋及空地分别属于
"

个不同的

户主!也明知邹某没有授权小邹

代签合同的情况下!为了回避邹

某提出的补偿请求!单独与小邹

签订合同!是明知小邹没有代理

权而故意为之的行为!不具有善

意目的!存在明显过错% 而且!邹

某事后也没有追认小邹的签字

效力% 所以!县城投公司与小邹

所签订的合同!越权处置了属于

邹某的空地!侵害了邹某的合法

权益!不能以构成表见代理来对

抗邹某%

经抚州市检察院抗诉! 抚州

市中级法院将该案发回崇仁县法

院重审%经崇仁县法院调解!县城

投公司对邹某作出上述补偿%

检察官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第
%,

条规定#表见代理是指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

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

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

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

行为有效%

构成表见代理应具备两个

基本条件&一是相对人在主观上

须为善意且无过失% 二是客观上

有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

有代理权的表现事实和现象% 本

案中#县城投公司主观上不具有

善意目的#客观上明知邹某不同

意签字且小邹没有得到邹某授

权#因此小邹的代理行为不构成

表见代理%

煤气站搞猫腻
液化气中掺二甲醚
山东齐河：检察建议让群众用上“放心气”

本报讯 "记者贾富彬 通讯员姜浩$ 近日! 山东省齐河县技

术质量监督局对全县的煤气经营网点进行了拉网式检查! 对掺假的

煤气经营业户进行限期整顿% 这一行动! 源自该县检察院提出的关

于加强煤气经营掺杂使假监督检查的检察建议%

!(#%

年
!

月
!!

日! 齐河县检察院受理了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的

赵小平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

)&

岁的赵小平从
!((&

年就在

农村老家经营煤气站!生意也算红火%到了
!(##

年
#

月!他发现自己

的煤气卖不动了! 经过打听才知道别的煤气站都往煤气里掺了二甲

醚!煤气价格比自己的便宜很多!便决定效仿% 从
!(##

年到案发!赵

小平共销售掺有二甲醚的液化气
#)((

多吨!非法获利
"(

多万元%

这些掺了假的液化气主要批发给无证商贩和当地的群众烧水做

饭% 这起看似普通的刑事案件! 虽然没有造成大的事故和影响! 但

还是在齐河县检察院侦监科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案件办结后! 检察

官对县城的餐馆和煤气经营店进行走访! 发现部分煤气经营商为获

取更大的利益! 确实在销售的液化气中掺了二甲醚%

经走访专家! 办案检察官得知二甲醚是一种新型环保燃料! 多

用于工业用气! 但是把它添加到瓶装液化气当中! 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二甲醚对橡胶密封圈和钢瓶有腐蚀作用! 会引起漏气和降低钢

瓶寿命! 对燃具也有较大的腐蚀作用! 容易造成泄漏事故%

据此!办案检察官向齐河县技术质量监督局发出了关于加强煤气

经营掺杂使假监督检查的检察建议书%齐河县技术质量监督局高度重

视!立即对该县
)

家较大规模的燃气经营企业下属煤气站开展监督抽

查!要求
"

家掺假的经营业户限期整改!保证居民用上#放心气$%

制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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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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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

王心禾

"

月
#$

日#北京
#((

个部门提交了人代

会审议预算# 有
,'

个部门公布了
!(#%

年预

算报告%其中有
%'

个部门还主动公布了聘用

人员即'临时工(数量%据统计#这
%'

个部门

'临时工(共计
!""#!

人%这也是近年北京市

级部门预决算报告中'临时工(人数披露得最

为充分的一次!

"

月
#'

日"新京报#$%

从老百姓常识理解#雇用临时工#多和单

位正式编制不够用有关%而报道披露#公布的

,'

个部门中# 有
%'

个部门处于行政编制未

'满员(状况#缺编达
#"$(

人#一些事业单位

也有类似情况%一边编制富余#一边却苦哈哈

地大量雇用临时工#这样的编制分配起码是不

科学的#而如何合理调配#分析北京的情况#或

对临时工满天飞的其他地方亦有借鉴性%

根据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

制管理条例"规定#编制管理工作应当按照经

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适应全

面履行职能的需要#遵循精简$统一$效能的

原则%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机构应当根据

履行职责的需要#适时调整%既然应当'适时

调整(#那如何调整就是可以考虑的%

据报道 # 北京交管局的部门行政编制

&#!,

人# 实际
&()&

人# 而聘用人员总数达

,#%'

人#相当于行政在编人数的
#+)

倍%即该

局愈
&(*

的人员属于'临时工(%另外#市医院

管理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安门地区管理

委员会的聘用人员总数也均'破千(#分别达

到
%"#(

人$

#&('

人$

#"((

人% 根据公务员法

规定# 具有行政编制的公务员是具体行使执

法权的合法载体#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大量受

聘于政府部门# 尤其是行政执法单位的临时

工工作本身是否合法是存在问题的% 而名不

正言不顺#没少让临时工背黑锅#这让执法部

门很尴尬%

当前#'逢进必考( 已是行政事业单位用

人常态# 而需要人手的那些临时性用工条件

往往并不高%因此有人担心#一旦为录用这些

人员设置编制#他们将面临程序多门槛高#结

果是最后招聘到的人往往并不好用也满足不

了行政管理的效率%这样的担心并非无据#那

么根据'履行职能需要(#调研不同行政工作

需要人员的条件# 并设置较低门槛和便捷录

用程序的'专项性编制(岗位编制#应是各级

编制管理部门要考虑的%

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前不久在公

开发行的三中全会!决定"辅导读本中撰文披

露#'鉴于征地$拆迁$环保等行政执法引发纠

纷等问题#我国将全面清理行政执法人员#严

禁未取得执法资格的人员执法#将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合同工$临时

工调离执法岗位%( 而此次北京百

家行政事业单位缺编和临时工人

数的充分公布# 必将为 '适应履

职需要( 的编制调整工作提供重

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