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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记者将掌握的情况
反映给了洋湖市场监督管理
所，该所执法人员来到门店展
开突击查处。

当执法人员来到佰艺合
茶业门店时，该店负责人并不
在店内，店员对于问话一问三

不知， 在执法人员的敦促下，
一个多小时后，该店负责人赶
到店内，但对执法人员的调查
打起了马虎眼，不承认卖茶叶
返本付息的行为。

执法人员表示，他们将对该
门店的经营行为继续展开调查。

认“干妈”，帮助老人打扫内
务、嘘寒问暖；老人坐高铁，安排
车接送；还隔三差五提着水果登
门探望……

“家里老人现在都不怎么听
我的话！”黄先生介绍，老人现在
退休在家，平时也没有什么特殊
爱好。去年底，一个打着“卖茶”
旗号的业务员开始频繁与老人
接触。 黄先生起初并没有在意，
但今年初的一天，老人兴奋地对

他说， 自己花了几十万在公司
“收藏”了一批黑茶，到明年就能
收利息了。

黄先生顿生警觉。追问才发
现，老人除了与这家公司签了一
张回购协议外，其实并没有拿到
茶叶。 老人告诉他， 茶叶放在公
司，一年后可以拿到18%的利息。
“这显然是非法集资的套路啊！”
想到老人几十万的退休金很有
可能打了水漂，黄先生焦虑不已。

“一年就有两万多的利息，
比银行高多了。我觉得这个有问
题，也说了很多次，但老人家就
是不听。”黄先生说。

日前， 记者来到老人家里。
对于可能遭遇的血本无归风险，
老人确实是充耳不闻，“干女儿
对我那么好， 而且还签了合同，

对方又有公司在那里。”
老人还把合同出示给记者

看，记者注意到，在这一份“黑茶
收藏回购协议”上，甲方公司名
称为“湖南佰艺合茶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乙方收藏的是千两茶，
收藏数量为12支，收藏时间为期
一年，回购价格为18%。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连续多
日到老人签订协议的地方———
洋湖街道山塘社区一家写着“佰
艺合茶业” 的门店进行蹲点。记
者发现，尽管该茶叶店与市场里
正常的茶叶店无异，但每天几乎
都有多名老人在里面喝茶。

记者入店佯装购买茶叶，但
一名女性店员表示，店内的茶叶
都是样品，并不对外销售。记者
注意到，这家并不算上档次的茶

叶店， 茶叶的价格却不算便宜，
门口摆放的两个“千两茶”标价
52800元，店门口左侧摆放的茶
砖标价为12800元。

记者还注意到，店内喝茶的
老人们谈论的也不是茶叶的品
质，而是如何才能买茶叶获得利
息。一名客户告诉记者，她花了
5万元买了这里的黑茶， 不过茶
叶并没有拿走，而是存在了该公
司，等着拿利息。

门店负责人表示， 购买这
种黑茶一万元起步， 拿到的利
息主要体现在黑茶的升值空间
上，年份越长的茶，价格越贵。

“公司有严格的回购机
制，客户最好将茶叶存放在公
司内。”该负责人还说。

这位负责人介绍，该门店
仅仅是湖南佰艺合茶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坪塘分公司，记者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查询得知，总公司注册地
址为岳麓区望岳街道道坡小
区A16栋101-104号。然而记
者来到该地址时发现，这里是
一个集群注册托管公司。也就
是说，该公司实际并不在注册
地址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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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高息！又是老人！老套路又在圈钱
长沙岳麓区现茶叶收藏骗局：业务员上门洗脑，多个老人签下“茶财两空”协议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对湖南港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14户
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
司拟对湖南港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14 户债权进
行处置， 截至 2019 年 5 月 17 日止， 债权总额
4581.97 万元， 其中贷款本金 1531.93 万元、 利息
2152 万元、孳生利息 898.04 万元。欲了解债务企业
信息、 抵押物以及瑕疵等详细信息请登陆公司网
站 http://www.gwamcc.com

交易对象：详见公司网站。 处置方式：分户或组
包竞价转让。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日期及有
效期限：自公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有效。 上述债
权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

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
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挠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
报。 上述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
等 有 关 法 律 资 料 为 准 。 联 系 人 ： 曹 先 生
（0731-84458563），陈先生（0731-89917506）。 通讯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31 号尚玺苑 18B
栋。 邮政编码：410005。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
宋先生（0731-89923416）。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19年 5月 28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对湖南省阳飞乐器有限公司等 2户
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拟对湖南省阳飞乐器有限公司等 2 户债权进行处置，
截至 2019 年 5 月 20 日止，债权总额 3554.31 万元，其
中贷款本金 2000 万元、 利息 695.53 万元、 代垫费用
16.9 万元、 孳生利息 358.39 万元、 迟延履行滞纳金
483.49 万元。 欲了解债务企业信息、抵押物以及瑕疵
等详细信息请登陆公司网站 http://www.gwamcc.com

交易对象：详见公司网站。 处置方式：分户或组
包竞价转让。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日期及有
效期限：自公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有效。 上述债
权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

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
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挠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
报。 上述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
等 有 关 法 律 资 料 为 准 。 联 系 人 ： 曹 先 生
（0731-84458563），陈先生（0731-89917506）。 通讯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31 号尚玺苑 18B
栋。邮政编码：410005。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
宋先生（0731-89923416）。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19年 5月 28日

日前，长沙市岳麓区的黄先生反映，不久前，他家里的老
人花几十万元在一门店购买了黑茶，但却没有把茶叶带回家，
老人解释说，茶叶都放在公司了，这样一年后就可以拿高额利
息。黄先生很担忧，老人很可能被骗了。接到反映
后，记者展开调查。 ■记者李成辉

湖南江海洋律师事务所李晓龙律师表示，该事件中黑茶收藏
回购协议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协议约定回购价格为18%，如果
单从字面意思理解，即回购价格仅为销售价格的18%，这对黑茶
买受人显失公平；另一方面，黑茶买受人既然已经付了款，黑茶
又没有进行实际交付，而是继续由黑茶出卖人以“代为收藏”的
形式保管，这很有可能造成黑茶买受人“茶财两空”。

消费者很有可能“茶财两空”

【投诉】 老人疑陷非法集资圈套

【老人】 有合同还有公司，我信干女儿

【调查】 每天均有老年人在店内喝茶

门店：客户最好将茶存放在公司

查处：市场监管突查，门店翻脸不认账

本报5月27日讯 长沙小伙小龚
在网上以兑换外币、代购为由对他人实
施诈骗，作案多达20余起，涉案金额百
余万元。目前，小龚因涉嫌诈骗罪已被
长沙雨花区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小王现在英国一所高校读大
学。最近，他需要把人民币兑换成英
镑， 不过他认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兑
换时会收取较高的服务费， 打算通
过QQ群找其他留学生兑换。就在此
时，群里一名网友主动联系他，问他
是否需要兑换英镑。

通过协商，双方约定按照8.3的
汇率进行兑换， 小王用58200元人
民币兑换7000英镑。对方本来约定
次日见面再给钱，不过，当第二天小
王再次联系对方时， 发现自己被拉
黑了，小王才知被骗了。

随后，小王查询发现，与他联系
的这名留学生可能是长沙雨花区跳
马镇人， 于是赶到跳马派出所报案。
接到报警后，派出所民警立即展开调
查锁定， 嫌疑人正是家住跳马的小
龚。

经审讯，小龚交代，他曾加入多
个留学生交流群，发现留学生需要频
繁兑换外币。 小龚谎称自己有渠道，
能低价兑换， 骗取留学生在网上交
易，一旦对方转账支付，小龚就会将
对方拉黑。

办案民警陈豆告诉记者， 收到
钱后，小龚用这些钱开了家服装店。
而不到半年时间内， 小龚作案多达
20余起，涉案金额百万元。

■记者 杨洁规

骗局连线

网上低价兑外币
收到钱就拉黑

律师说法

5月22日，
长沙市岳麓区
洋湖市场监督
管理所的执法
人员来到湖南
佰艺合茶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坪塘分公司的
门店展开突击
查处。
记者 李成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