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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非法集资？

Ø   非法集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
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法释〔2010〕18号），非法
集资是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
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
资金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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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资的特征

特征

非法性

利诱性 社会性

公开性
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
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
的形式吸收资金

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
货币、实物、股权等
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
付回报

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
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通过媒体、推介会、
传单、手机短信等途
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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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

承诺高额回报

　 不法分子编造“天上
掉馅饼”“一夜成富翁”
的神话，许诺投资者高额
回报。为了骗取更多的人
参与集资，非法集资人在
集资初期往往按时足额兑
现承诺本息，待集资达到
一定规模后，便秘密转移
资金或携款潜逃，使集资
参与人遭受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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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

编造虚假项目

　  不法分子大多通过
注册合法的公司或企业，
打着响应国家产业政策、
开展创业创新等幌子，
编造各种虚假项目，有
的甚至组织免费旅游、
考察等，骗取社会公众
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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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

以虚假宣传造势

　 不法分子在宣传上往
往一掷千金，聘请明星代
言、名人站台，在各大广
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发布
广告、在著名报刊上刊登
专访文章、雇人广为散发
宣传单、进行社会捐赠等
方式，制造虚假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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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

利用亲情诱骗

　　有些类传销非法集资
的参与人，为了完成或增
加自己的业绩，不惜利用
亲情、地缘关系，编造自
己获得高额回报的谎言，
拉拢亲朋、同学或邻居加
入，使参与人员迅速蔓延，
集资规模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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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非法集资活动的“四部曲”

第 一 步 ： 画 饼
编织各种“高大上”的
项目，以“新技
术”“新政策”“区块
链”“虚拟货币”等为
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
酬丰厚的蓝图。

第 二 步 ： 造 势
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
通常会举办新闻发布会、
产品推介会、知识讲座等
造势活动，把活动选在政
府会议中心、礼堂进行。
展示各种“技术认
证”“获奖证书”“政府
批文”，公布一些领导视
察影视资料，公司领导与
政府官员、明星合影。其
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
欺骗性。

第 三 步 ： 吸 金
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
里的钱，通过返点、
分红，给参与人初尝
“甜头”，参与人不
仅将自己的钱倾囊而

出，还动员亲友加入，
集资金额越滚越大。

第 四 步 ： 跑 路
“吸金”一段时间
后跑路，或者因为
经营不善致使资金
链断裂，集资参与
人遭受惨重经济损

失，甚至血本无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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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资的后果及危害

集资者：我国《刑法》中，非法集资根据主观态度、行
为方式、危害结果等具体情况的不同，构成相应的罪名，
其中最主要的是《刑法》中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和第192条集资诈骗罪。

法
律
责
任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u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u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集资诈骗罪

u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罚金

u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u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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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资的后果及危害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集资者 参与者不受法律保护

挥霍
浪费
转移
非法占有

很难收回资金



     风险识别及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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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识别及防范

正规服务渠道

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机构的官
方网站、客户服务电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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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审查

销售行为规范

风险识别及防范

不与银行、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
投资理财协议，不接收从业人员个
人出具的任何收据、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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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两配合

风险识别及防范

通过保险公司网站、客户热线或监管
部门、行业协会网站查人员、查产品、
查单证，配合做好转账缴费、配合做
好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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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个人信息

风险识别及防范

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关注正规机构
发布的银行、保险广告信息和非法
集资风险提示，遇到涉嫌非法集资
行为及时举报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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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识别及防范

重要提示 如遇以下情形的“理财”“保险”产品，务必提
高警惕

Ø以“看广告、赚外快”“消费返利”为幌子的；

Ø以境外投资股权、期权、外汇、贵金属等为幌子的；

Ø以投资养老产业可获高额回报或“免费”养老为幌

子的；

Ø以私募入股、合伙办企业为幌子，但不办理企业工

商注册登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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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识别及防范

重要提示 如遇以下情形的“理财”“保险”产品，务必提
高警惕

Ø以投资虚拟货币、区块链等为幌子的；

Ø以“扶贫”“互助”“慈善”等为幌子的；

Ø在街头、商场、超市等发放广告传单的；

Ø以组织考察、旅游、讲座等方式招揽老年群众的；

Ø“投资、理财”公司、网站及服务器在境外的；

Ø要求以现金方式或向个人账户、境外账户缴纳投资

款的。



     典型案例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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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邮储防骗记》

典型诈骗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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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诈骗案例2——养老度假村骗局

        刚退休不久的刘大爷出门买

菜时，碰见一个路边促销摊点，

正在组织登记免费旅游，包吃包

车还不收钱。登记后第二天，刘

大爷跟着30多位老年人来到一个

度假村，吃喝玩乐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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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诈骗案例2——养老度假村骗局

        度假村风景优美，设施齐全，

旁边还有一建筑工地正热火朝天地

施工。

        工作人员趁机告诉他们，公司

专门投资养老项目，现在正在扩建

，可以租赁也可销售，也可先租后

售。签订合同后，还可按销售产品

预售款16%至19%的比例向客户返还

高额推广费，合同到期后还本付息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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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诈骗案例2——养老度假村骗局

        很快，刘大爷一行纷纷交钱签订购买合同，心里盘算着能早日
入住度假村。不久，公司跑路，一大批像老刘这样，用半生积蓄，
一心想为自己安排个舒适晚年的老年人们，成了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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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诈骗案例3——“杀猪盘”骗局

小吴在QQ上认识了“投资专家”，并在其带

领下进入投资理财QQ群。QQ群以理财赚钱

分享为主题，有专业的“老师”每天在群里

介绍炒股秘诀。时不时还宣传炒期货的高额

回报，推广他们自主研发的“投资平台”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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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诈骗案例3——“杀猪盘”骗局

小吴在群中学习了一段时间，每天看到其他群友不断讨论自己炒期

货获得的高额收益，同时晒出各种收款到账图片，心动不已。于是

下载群里发的“投资平台”APP，在“老师”的指点下，前后充值

20多万元，多次购买“老师”推荐的指数，不料全部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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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诈骗案例3——“杀猪盘”骗局

事后经核查，“投资平台”APP并非各

类正规交易所，指数涨跌都由不法分

子团队操控。不断引导受害人反向操

作，直到把钱都亏光。而QQ群内除

了小吴，其他人都是“托”。

p （央视曝光黑交易平台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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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诈骗案例3——“杀猪盘”骗局

在这个骗局中，不法分子把受害者叫做“猪”，把沟通、联系情感

叫做“养猪”，把最后的诈骗叫做“杀猪”，因此叫“杀猪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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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诈骗案例4——普洱茶收藏骗局

潘某注册成立南京xx茶业有限公司

，聘用业务员，到闹市区向中老年

人分发传单，邀请其到公司免费品

尝普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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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诈骗案例4——普洱茶收藏骗局

期间，对普洱茶的功能及收藏价值等作

夸大，称可代老百姓免费收藏所购普洱

茶，并将投资款用于公司办茶楼、开设

茶叶销售连锁店等。承诺以14%-22%的

年利息返还投资款，1年或3年期满后退

还本金，诱使老人签订购销合作协议书

，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投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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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诈骗案例4——普洱茶收藏骗局

    为迅速骗取大量资金，潘某成立多个分部，聘用周某、袁某、

朱某担任各分部负责人，继续非法集资。半年间非法集资额达人民

币1433万余元。非法集资所得款项除少量用于购买普洱茶等，余款

均被潘某、周某、袁某、朱某等人瓜分，导致无法归还314名当事

人的钱款。

    2011年4月,江苏省某中级人民法院于依法判处潘某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周某有期徒刑15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判处袁某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20万元;判处朱某某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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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资线索举报

    为了进一步推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与群防群治有效结合，切实提升首都社会金

融安全意识，调动群众发现举报涉嫌非法集资线索的积极性而制定的法规，2016年3月30

日，北京市金融局、北京市网信办、北京市银监局、北京市证监局、北京市保监局、北

京市委社工委联合发布《北京市群众举报涉嫌非法集资线索奖励办法》，自2016年3月30

日起实施。

    群众可通过以下途径举报涉嫌非法集资线索：

    （一）就近到公安机关举报

    （二）拨打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电话举报：；

    （三）通过“首都非法集资线索举报”小程序

        （右图二维码）举报；

    （四）通过电子邮件举报：bjsdfj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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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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