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27日讯 12
月25日， 娄底市中级人民
法院依法对娄底市宇森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潘杰集资诈骗、 信用卡诈
骗、骗取贷款，该公司出纳
主管邱红芹、 财务总监吴
金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
案进行公开宣判。 潘杰获
刑十九年， 同时还需退赔
集资参与人8800多万元。
其余两名被告人分别被依
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
月和三年四个月。

法 院 经 审 理 查 明 ，
2005年， 潘杰与他人共同
投资成立了娄底市宇森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 娄底宇
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
关联公司。 潘杰隐瞒公司
长期亏损的事实， 向社会
公众非法集资， 并出台了
每介绍集资10万元给予
200元至500元不等的集
资奖励政策。 经司法会计
鉴定，2006年至2014年11
月30日， 潘杰以宇森公
司、 森轩经营部的名义向

1008人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总额达3.5亿多元，潘杰
实 际 集 资 诈 骗 金 额 为
8800多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
告人潘杰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其行为分别构成集资
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骗
取贷款罪；被告人邱红芹、
吴金花二人行为已构成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法院
遂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虢灿
通讯员 刘黎平严文郁

近日， 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段
某等35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一案二
审公开开庭宣判。 这是株洲中院审结
的规模最大的一起涉及全国多省市的
网络传销案件，涉案金额达16亿余元。

以投资虚拟货币为名

法院审理查明， 维卡币传销组织
是境外向中国境内推广虚拟货币的组
织， 传销网站及营销模式由保加利亚
人鲁某组织建立， 服务器设立在丹麦
的哥本哈根境内，对外宣称是继“比特
币”之后的第二代加密电子货币。

该组织声称维卡币升值空间大，
诱骗他人投入巨额资金到其设立的网
站， 并设立门槛， 会员注册后不能退
会、退款。要成为维卡币组织会员，必
须在老会员的推荐下， 缴纳不同级别
的“门槛费”以获得相应级别激活码，
注册成为不同级别的会员。

维卡币组织的经营其实质是以投
资虚拟货币为名，要求参加者缴纳一定
费用获得加入资格， 并按照一定顺序组
成层级， 以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数量作
为计酬和返利依据， 将上述计酬和返利
以分期支付方法进行发放， 以高额返利
为诱饵，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
而骗取财物。 维卡币公司未在中国内
地依法设立公司或分支机构， 维卡币
不是由国家货币主管部门发行， 不具
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 不能且不
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赃款赃物上缴国库

二审法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对
35名被告人在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
用，准许上诉人丁某撤回上诉，驳回上
诉人张某、刘某的上诉，依法维持对宋
某、杨某等26人的定罪量刑部分，依法
维持对易某、 李某等5人的定罪部分，
依法撤消易某、 李某等5人的量刑部
分，判处上诉人段某等7人有期徒刑四
年至十个月不等，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
百五十万元至五万元不等， 并同时判
令对扣押在案的赃款赃物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张树萍 周子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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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17年12月28日

担保合同编号
362014023985、362015023015、
362015023012、362015023013、
362016023340、362015023014
362013023387、362014023404、
362013023391、362015023445、
362015023446、362015023447
362014110276、362014110278、
362014110272、362014110273、
362014110274、362014110275
362013240663、362013240962、

362015240270

借款合同编号

362015023031

362015023467

362015110119

362015240279
362015240797

借款人

湖南广信湘粤工贸有限公司

益阳森艺家具有限公司

湖南华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湘潭长城石业科技有限公司

原贷款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

序号

1

2

3

4

担保人

王涵璋、曹却非、张凌、
王棋、赵忠、戴莉

益阳森艺家具有限公司、
湖南森艺家具有限公司、练军、贺艳辉、聂斌、

黄琼、孙丽华、徐银秀
罗君伟、王泽、罗劲松、罗劲虎、

长沙华盛置业有限公司、长沙宇松实业有限公司、
何葵、潘红、胡正清、谭奕、李皓、陈琳琳

赖长江、苏连绵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
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书面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为了预防和减少校车
交通事故， 12月23日，邵
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联合
县消防大队、县人民医院、校
车办开展了校车交通事故
安全演练活动。

演练模拟一辆校车发
生交通事故并引起了火
灾， 校车驾驶员当即停车

和打开安全门和双闪灯，
并拨打电话报警，随车老师
立即带领车内的孩子们从
安全门有序撤离， 随即交
警、消防、救护人员赶赴现
场，交警组织从安全门下车
的孩子们及老师撤离到50
米外的安全地带，并马上对
现场进行了封锁管控，消防

迅速利用水罐车和干粉灭
火器对火灾进行扑救并搜
寻车内是否有遗漏的孩子，
救护人员立即救治伤员。

在演练过程中， 各部
门按照职责分工， 配合默
契，圆满地完成演练。

■陆益平 罗曼 吕桂华
经济信息

邵阳县加强应急协作确保校车安全

两兄弟筹资500万元与人合伙，成
立了一家名为“汇盈天下”的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本想大干一番，却因资金链
断裂而关停，他们也被指控涉嫌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12月27日， 长沙市开福区
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宣判，两人
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获刑。

以高额利息吸收公众存款

2014年年初，阿俊、阿超两兄弟认
识了“企业家”吴某华（另案处理），对方
关于外汇交易的理念让两人很是心动。
半年后，三人共同出资在长沙成立一家
投资公司。 阿俊、 阿超分别出资250万
元，各占股25%，吴某华出资500万元，
占股50%。 公司日常管理和运营由阿
俊、阿超共同负责，吴某华则负责资金
的安全和投资。

在2014年7月至2016年6月期间，汇盈
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面向大众发放宣传
资料，QQ、 微信推介或者开红酒会、 座谈
会、专业知识讲座等方式，以10%至24%
不等的年收益吸引不特定的公众投资。

2016年4月，兄弟俩发现，汇盈资本
平台无法兑付客户到期本息，资金也没有
实际用于外汇交易，公司因资金链断裂而
倒闭， 合伙人吴某华更是在深圳被刑拘。
随后，多名投资者向开福区湘雅路派出所
报案，阿俊、阿超在深圳被警方抓获归案。

涉案金额2641万

在庭审阶段，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
察院对阿俊、阿超提起了公诉，指控其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向60名
被害人非法吸收存款3300多万元。对
此，法院认为，应除去被告人自己和员
工发放工资的金额，认定该公司累计向
58名被害人非法吸收2641万元存款。

法庭上，两兄弟均如实供述了自己
的罪行， 是受到了合伙人吴某华的蒙
蔽，应属于从犯。对此，法院认为两名被
告人是在明知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吸收
公众存款的，存在主观故意。两人通过
开红酒会、座谈会等方式，向社会不特
定对象吸收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数额巨
大，且导致众多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其
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本案
中，两人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阿俊、 阿超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
别获刑6年和5年9个月， 并各处罚金20
万元。 ■记者 杨昱

以10%至24%不等的年收益吸引公众投资

非法吸存2600余万，哥俩同获刑
涉案金额达16亿余元
维卡币特大网络
传销案二审宣判

相关案件 娄底宇森汽车公司非法集资案宣判

12月26日，会同县开展鱼苗人工增殖放流活动，将400万尾鱼苗投放至渠水、巫水河等自
然水域。该县连续多年实施鱼苗人工增殖放流鱼苗1000万尾，有效改善了水域生态平衡。

杨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