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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租宝案宣判：主犯获无期徒刑
涉案公司被罚19亿元 目前已追缴部分资金，将按比例发还集资参与人
12日，北京市第一 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
判被告单位安徽钰诚控
股集团、钰诚国际控股 集
团有限公司以及被告人
丁 宁 、 丁 甸 、 张 敏 等 26 人
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 众
存款案。

丁宁等26人
因集资诈骗等罪获刑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依法公开宣判： 对钰
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集资诈骗罪、 走私贵重
金属罪判处罚金人民币
18.03亿元；对安徽钰诚控
股集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
罚金人民币1亿元；对丁宁
以集资诈骗罪、 走私贵重
金属罪、非法持有枪支罪、
偷越国境罪判处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
万元， 罚金人民币1亿元；
对丁甸以集资诈骗罪判处
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 并处罚金人民币
7000万元。同时，分别以集
资诈骗罪、 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走私贵重金属罪、
偷越国境罪， 对张敏等24
人判处有期徒刑15年至3
年不等刑罚， 并处剥夺政
治权利及罚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
告单位安徽钰诚控股集
团、 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
限 公 司 于 2014 年 6 月 至
2015年12月间， 在不具有
银行业金融机构资质的前
提下，通过“e租宝”“芝麻
金融” 两家互联网金融平
台发布虚假的融资租赁债
权项目及个人债权项目，
包装成若干理财产品进行
销售， 并以承诺还本付息

为诱饵对社会公 开宣 传，向
社会公众非法吸纳巨额资
金。其中，大部分集资款被用
于返还集资本息、 收购线下
销售公司等平台 运 营支 出，
或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被挥
霍，造成大部分集资款损失。
此外， 法院还查明钰诚国际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丁宁等
人犯走私贵重金属罪、 非法
持有枪支罪、 偷越国境罪的
事实。

已追缴部分资金
将按比例发还集资参与人
案发后， 公安机关全力
开展涉案资产追 缴 工作 。截
至目前， 本案已追缴部分资
金、购买的公司股权，以及房
产、机动车、黄金制品、玉石
等财物。 现追赃挽损工作仍
在进行中， 追缴到案的资产
将移送执行机关， 最终按比
例发还集资参与人。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认为， 二被告单位及被告
人丁宁、丁甸、张敏等10人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
方法进行非法集资， 行为已
构成集资诈骗罪。 被告人王
之焕等16人违反国家金融管
理法律规定， 变相吸收公众
存款， 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 二被告单位以
及丁宁、丁甸、张敏等26名被
告人的非法集资行为， 犯罪
数额特别巨大， 造成全国多
地集资参与人巨额财产损
失， 严重扰乱国家金融管理
制度，犯罪情节、后果特别严
重，依法应当予以严惩。法院
根据二被告单位、 各被告人
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
会危害程度， 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
■据新华社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7 年 9 月 12 日 开奖号码:
第 2017248 期
8 5 6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040
928
965120
组选三
346
0
0
组选六
173
1526
263998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 年 9 月 12 日 第 2017107 期 开奖号码
红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32 30 08 09 15 17

下 期 奖 池 ： 368859616 元
中奖
中奖注数 中奖注数
（湖南）
条件
(全国)
○○○○○○●
0
19
○○○○○○
4
202
○○○○○●
72
1398
○○○○○
2714
68532
○○○○●
○○○○
51313
1293285
○○○●
○○●
○●
●

9 月 12 日 ， 观
众在南宁国际会
展中心参观展出
的双尾蝎无人机。
随着中国-东盟合
作的日益深入，高
新科技产品纷纷
抢滩中国-东盟博
览会，不断推动本
区域产业转型升
级。第十四届中国
-东盟博览会首次
设立智能制造装
备展区，集中展示
无人机、智能机器
人、3D打印、 智能
消费电子等。
新华社 图

9649004

蓝球:

06

单注奖金
(元)
5814695
95787
3000
200
10

358279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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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家族墓园遗址考古涉嫌违规
国家文物局：擅自进行墓葬发掘 未及时上报重要发现
8月底，江西省抚州市对外发
布汤显祖家族墓园遗址考古工作
成果，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与此
同时， 这次考古行动是否符合相
关规定、是否“突破”了国家文物
局 此前 对 本次 考古 划 定 的 “红
线”， 也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考
古处副处长张凌近日就这些问题
接受了记者专访。
“今年4月， 国家文物局批复
了汤显祖家族 墓 园遗 址2017年
度考古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发掘
应在充分调查、 勘探的基础上进
行， 发掘对象应为墓园内相关建
筑和附属遗迹， 不能涉及汤显祖
墓葬本体’。”张凌说，但有关考古
单位在开展考古工作的过程中未
严格按照批复意见实施， 存在着
擅自发掘墓葬本体、 重要考古发
现未及时上报等问题。
张凌分析说，一方面，当地相
关考古单位错误理解国家文物局

的批复精神，已经清理到一些墓葬
券顶。对于墓葬，不能说没有打开
墓门就不算发掘。另一方面，在取
得了一些考古发现后没有上报，在
对外发布消息前没有与国家文物
局进行沟通，都不符合工作要求。
“一般来说，地方在有重要考
古发现时都会上报国家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视情况进行指导，确
保考古工作更加科学有序。 尤其
是 一 些情 况较 为 复杂 的考 古 工
作，如发现大型车马坑、丝织品等
等，需要增加出土文物保护、科技
考古方面的专业力量， 更需要及
时介入。”张凌表示。
据介绍，国家文物局已于8月
31日正式约谈江西省文物局、抚
州市人民政府， 并正式致函江西
省文物局， 明确要求进一步查明
核实汤显祖家族墓园考古工作过
程 中所 发 生的 擅自 进行 墓 葬 发
掘、未及时上报重要发现等情况，
并尽快将相关调查及处理意见正

好事多磨，该来的头奖总是会来
9月3日晚， 中国福利彩票双
色球玩法第2017103期开奖，当期
开 出 红 球 ：01、21、23、25、31、33，
开出蓝球：01。 当期全国共中出9
注一等奖， 单注奖金740余万元，
其 中来 自我 省 长沙 市宁 乡 市 第
43016211号福彩投注站的彩民被
幸运女神眷顾，喜获头奖1注。
近日， 大奖得主钱先生 （化
姓） 来到省福彩中心兑奖室领取
了这份幸运大礼。 钱先生购彩已
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福彩的各
种玩法都有涉猎， 他除了经常在
投注站购买电脑票和即开票外，
还偶尔去当地的中福在线销售厅
玩一玩视频票， 他说：“我就喜欢
玩福彩的这些游戏， 好玩还能做
公益。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谈及这些年来的购彩经历，
钱先生表示自己有好几次都差点
中大奖，“有一次是几年前玩中福

在线‘
连环夺宝’游戏，屏幕上眼看
着就要掉满24颗红宝石了， 结果
最后 掉下 来 的那 几颗 是 别 的 颜
色，我当时的心情真是很复杂呀。”
钱先生笑着回忆：
“
还有一次，是双
色球，我和朋友打算一起合买1注
大复式，但是开奖当天，我和朋友
都有事耽搁来不及购彩了， 结果
那晚开出的红球号码就是我们要
合买号码的其中六个， 二等奖就
这么遗憾地错过了。”虽然之前与
大奖屡屡擦肩而过， 但幸运女神
依旧偏爱钱先生， 正值初秋就送
给他一份740万元的丰盛大礼。
谈及这次选号， 钱先生都归
功于灵感。购彩当天，钱先生如往
常一样先在投注站研究走势图，
发现上一期的开奖号码红球都是
偶数， 一个大胆的猜想就在脑海
中浮现出来——
—“会不会这期全
是单数呢？” 于是1注全是单数的

式上报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对此
事件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严肃
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据新华社

链接
共发现明清时期墓葬42座
2016年11月，抚州市在推进文
昌里历史文化街区改造、 修复、建
设过程中，拆除上世纪50年代建设
的制冰厂时，陆续发现了被覆盖的
汤显祖家族墓园，包括汤显祖的高
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和汤显祖
及其儿子的墓葬在内的六代墓葬
群，堪称名人墓葬奇观。据悉，汤显
祖家族墓园共发现明清时期墓葬
42座，其中明代墓葬40座，清代墓
葬2座，出土了墓志铭6方，另外还
发现明清时期的三处附属建筑遗
迹。墓葬大致可分为六排，布局基
本清晰。
■据央广网

8+1红球复式票就此产生。当天晚上
的开奖号码就这么恰巧地印证了钱
先生的猜想，真是灵感来了，大奖挡
都挡不住！
钱先生表示，未来他还会继续购
买福利彩票，临走时，还不忘笑笑说：
“大家等着我下次再来领一个一等奖
啊！”
■左伊

钱先生的中奖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