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16日讯 房产公司
老板打着“开发房产”的名义，非
法集资2.6亿元，500多人受骗。今
天上午， 备受关注的湖南文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娄底市文诚
投资公司长沙分公司法人代表吴
文初非法集资一案， 在娄底市中
级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被告人吴文初被判处有期徒刑十
五年。

高息为诱饵非法集资2.6亿元

吴文初是娄底人，1958年出
生， 只有初中文化的他案发前是
多家公司的法人代表。

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6月
至2014年7月期间， 吴文初在明
知自己没有偿还能力， 且未依法
取得办理吸收公众存款业务资格
的情况下， 以开发房地产项目的
名义，以支付2%-6%的月利率为
诱饵， 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公开
向社会公众宣传， 并以后期集资
款偿还前期集资款本息的方法骗
取集资参与人信任，先后向331名
社会公众非法集资。

为骗取更多的资金，吴文初
还伙同他人，以在长沙开发房地
产需要资金为由， 抛出支付2%
的月利率、当场返还现金红包的
诱饵， 先后向彭某等168名社会
公众非法吸收资金。 至案发，吴
文初累计非法集资共计人民币
2.6亿元，这些钱中，部分被吴文
初用于归还借款及利息，实际诈
骗1.6亿多元。

虚签合同骗取千万保证金

2012年初， 吴文初在既没
房产项目， 更没建设用地使用
权， 也无工程承包合同实际履
行能力及归还能力的情况下，
与多人签订施工总面积为23万
平方米的工程承包合同， 骗取
工程保证金用于支付购买土地
的款项。之后，又与他人签订建
筑、消防等工程承包合同，将后
来虽然取得规划许可、 但房建
工程规模小很多的工程重复发
包，骗取对方的工程保证金。至
2014年4月，吴文初共计骗取工
程保证金2808万元， 其中部分
用于支付土地款， 部分用于归
还借款及利息。

2014年9月， 吴文初在云南
省落网。

一审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法院认为， 被告人吴文初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
非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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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巨大。据此，娄底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 吴文初犯集资诈
骗罪、合同诈骗罪，数罪并罚，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 剥夺政
治权利五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八
十万元。继续追缴犯罪所得1.9亿
多元，退还被害人。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梁成文 吴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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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6日讯“机身
的GPS系统遭破坏， 数据无
法传回。” 自去年5月份开
始， 三一重工发生工程机械
远程监控系统遭恶意破坏事
件。截至去年6月份，该公司
在全国共有上千台机械完
全“失联”。

据该公司负责人透露，
机身上的GPS被人为破坏
后， 公司对在外作业的工程
机械失去监控， 致使机身数
据无法传回、 无法正常锁
机。 该事件让该公司的技术
研发和售后服务大受影响，
甚至导致了大量客户恶意拖
欠货款，“保守估计至少损失
10个亿。”

经长达半年的侦查，目
前警方已将涉案团伙10名成
员悉数抓获。

GPS被破坏
上千台工程机械“失联”

2016年6月底， 三一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向长沙县
公安局报案称：公司研发的
工程机械远程监控系统被
人为非法解锁破坏，致使公
司对在外的工程机械设备
失去控制。

该公司负责人透露，起
初“失联”的机械多发生在山
东等地。截至公司报案时，全
国共有上千台机械“失联”。
因无法传递设备工况数据与
正常锁机， 该事件导致三一
重工技术研发和售后服务大
受影响， 更有大量客户恶意
拖欠该公司货款。 公司相关
负责人估计， 该案给公司至
少造成了10亿元损失。

2016年7月6日， 经湖南
鉴真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三
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机
械远程监控系统属于一个完

整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鉴于
案情重大， 长沙县公安局将
该案向市公安局进行了专题
汇报， 长沙警方成立专案组
展开侦查。

专案组派出多组人员
分赴江苏、 山东、 福建、内
蒙、辽宁、新疆、广州、杭州
等地调查取证。经过近半年
的侦查，一个专业非法破解
远程监控系统的犯罪团伙
浮出水面。

团伙半年获利上百万
有前员工涉案

2016年9月，专案组在查
明犯罪事实后， 分九个抓捕
小组展开行动，成功将张某、
周某平、邵某兵等8名主要犯
罪嫌疑人抓获归案。2016年
12月，专案民警循线追踪，又
将涉嫌介绍破坏计算机信息
系统作案的犯罪嫌疑人李某
某、黎某某抓获归案。

办案民警透露， 该案10
名团伙成员分工明细， 均为
为80后、90后。其中，李某某
等人长期从事大型机械设备
销售，有一定的“客源”。而张
某等三人曾经是三一重工后
台技术工， 懂得工程机械的
设备构造。

据张某交代， 团伙采取
打电话、微信联系接单，为他
人提供工程机械远程监控系
统解锁服务， 每次收取1.5万
元—2万元“服务费”。为了扩
大“客源”，团伙还特意制作
了微信公众号来发展“业
务”。截至被抓获，该团伙共
获利近百余万元。

目前， 张某等10名团伙
成员均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仍在进一步深挖中。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孔奕 龚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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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 备受彩市瞩目的
“闪耀钻石” 彩票在情人节这天，
挟102颗璀璨夺目的克拉美钻，外
加送品牌手机、 送油卡等多重好
礼完美来袭。精美的票面、浪漫的
主题、 丰厚的奖金外加丰富的活
动奖品， 为彩民朋友送上了一个
既浪漫又温馨的情人节。
102颗钻石我省揽获8颗

截至3月14日21：00，“购‘闪
耀钻石’送克拉美钻”活动圆满结
束。活动期间，全国共扫码1195
万余张彩票，兑换了近160万个幸
运抽奖码， 送出了102颗克拉美
钻。 我省彩民在这次活动中表现
抢眼， 扫码票数达712308张，兑
换了91634个幸运抽奖码， 共收

获克拉美钻8颗。其中，长沙独揽4
颗，娄底、益阳、衡阳、怀化各获得
1颗。

购“闪耀钻石”送手机、油卡
圆满结束

3月15日下午，第四轮“购‘闪
耀钻石’送手机油卡”抽奖活动在
长沙市望城区公证处工作人员以
及现场福彩投注站业主和彩民的
见证下顺利结束，共产生375位幸
运彩民。 其中350位彩民各获得
200元面值油卡一张、25位彩民各
获得品牌手机一部。至此，“购‘闪
耀钻石’送手机油卡”活动已顺利
结束。据统计，四轮抽奖参与有效
票为19300�张， 共送出油卡1250
张、品牌手机100台，奖品“雨露均

占”，普降我省14个市州。其中，作为
我省的销量龙头， 长沙市在此次活
动中一马当先， 收获了800余张油
卡、70余台品牌手机。

你方唱罢我登场， 福彩刮刮乐
精彩将持续不断， 一款以洪江古商
城福文化为设计题材的全新刮刮乐
本土票“福票”目前正在筹备印制当
中， 预计4-5月份将与广大彩民见
面。届时，新票上市营销活动也将同
步推出，敬请期待。

■湘福

“闪耀钻石”完美收官 多金多钻多好评

全国两会上共享单车成热
门话题。根据共享单车助推“绿
色出行”的发展趋势，中石化巴
陵石化发挥技术创新优势，根据
客户需求，在国内独家自主研发
成功高性能绿色环保SEBS专用
产品，并投放市场，供不应求。该

专用牌号产品拓展了巴陵牌热
塑橡胶SEBS应用领域， 用于制
造自行车实芯轮胎，产品加工性
能优于国际同类产品，成为国内
共享单车轮胎生产企业的首选
品牌原料。

■彭展

巴陵石化国内独家研发
“共享单车”轮胎原料

图为3月14日， 巴陵石化合成橡
胶事业部橡塑中心科研人员查看用巴
陵牌热塑橡胶SEBS制造的“共享单
车”轮胎。 彭展 摄

GPS遭破坏，三一上千台机械“失联”
专业团伙以微信发展“业务”，每解锁一台收费1.5万—2万元 损失或超10亿

非法集资2.6亿元，获刑15年
湖南文诚房产公司吴文初集资诈骗案一审宣判

娄底中院刑二庭副
庭长刘法官介绍，非法集
资是指未经依法批准向
社会公众(不特定对象)筹
集资金， 因触犯了刑法，
其行为本身不受法律保
护。由于没有进行生产经
营活动，任何一个项目投
资失败，都可能造成资金
链断裂， 一旦资金链断
裂，投资人很可能血本无
归，破坏正常的金融管理
秩序。

刘法官提醒， 承诺高
息投资回报成为一些犯罪
分子的诱饵， 高收益伴随
着高风险， 高息诱惑往往
是不法分子设下的陷阱。
市民在投资时， 要多核实
公司的相关资质及经营范
围， 不要抱一夜暴富的侥
幸心理。

刘法官尤其提醒，在
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类似
吴文初这样以发包虚无
房产项目或其他工程项
目为名骗取工程保证金
的情况非常普遍，大家一
定要睁大眼睛！

当心签虚无合同
骗取保证金

法官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