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2019年5月16日 星期四

首席编辑：郭庚新校对：洪泓

XIAOSHAN DAILY

555

扒下非法集资陷阱的华丽“外衣”

“庞氏骗局”盯上中老年人与拆迁户

今日关注

求购工业厂房土地
代理大型厂房出售出租业务，
代办厂房土地转让过户手续，
联系人：王岗18606505558。
金点子婚介
13735826379 82655749
万名青中老各阶层有公务员、
事业、国企、教师、白领、医生、

工程师、上门女婿等。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5月17日 8∶35-17∶00
停清江变协和B262线协和
Ⅰ开G11协炬B2622线-信
融开G17炬信B2623线：宁
围街道天人房地产开发、金
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萧山分
公司、久安物业服务萧山浙
江商会大厦分公司等一带；8

∶30-16∶30停山后A188线
36#（山后A188线山后一段
分线开关）：义桥镇杭州市公
安局（山后村安检站）、久安
物业服务义桥分公司（双回
路）；8∶45- 11∶45 停鱼青
A091线临港开G13张神分
线：瓜沥镇张神殿村及柳莎
空气净化设备技术、合丰机
械、品鑫食品贸易、宽科实
业、环华包装制品、宝泓钢材

加工一带；8∶45-17∶00停鱼
青A091线张神殿村 5#变：
瓜沥镇张神殿村一带。

●遗失杭州吉磊市政有限公
司，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萧山分中心的IC卡，交易证
号：XSJS001693，声明作废。

便民热线

启 事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5月17日 9∶00-17∶00停春元村5#台区增容
工作（久邦）春光村3#变、春元村8#变等台区增容
工程：萧山区春元村一带；8∶00-17∶30停10kv前
裘0973线 09#杆，外九974线 08#杆，梅海975线
09#杆至10kv前裘0973线16#杆，外九974线15#
杆，梅海975线16#杆换杆换线工作（永兴）东庄村
村道拓宽涉及三回路高压线迁改工程；杭州市大江
东东庄村、东海村、新街镇新塘头、义蓬镇后埠头村

（二）一带；7∶30-8∶00停配合10kV梅海975线换
线倒负荷工作：杭州市海丰村、山海村、东庄村、前
峰村、瓜沥横埂头垦种、靖东垦种、蜀山街道、新城
农业开发、大元三垦（一）、倍鑫机械、欧迈洁具、恩
军机械、燕芝制冰（二）、飞驰铸造一带；17∶30-18∶
00停配合10kV梅海975线换线倒负荷工作：杭州
市海丰村、山海村、东庄村、前峰村、瓜沥横埂头垦
种、靖东垦种、蜀山街道、新城农业开发、大元三垦
（一）、倍鑫机械、欧迈洁具、恩军机械、燕芝制冰
（二）、飞驰铸造一带。

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萧山观潮城
下沙大桥
闻家堰

潮水涌高等级

5月16日
晚潮时间
11:20
11:38
13:35
危险

高潮位
(米)
4.50
4.50
4.55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5月17日
早潮时间
23:30
23:49
01:53

高潮位
(米)
4.20
4.20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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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息+“亲情牌”
非法集资3000余万元

今年82岁的韩大伯和老伴蒋大妈退
休多年，俩人省吃俭用多年攒下的“养老
钱”却被人坑了。

2017年年底，小区邻居找到蒋大妈，
向她推荐一家叫“江苏茂华”的投资理财
公司，说这家公司利息高，时不时有红包
发，还组织吃饭、旅游等活动。

蒋大妈被邻居带着来到位于城厢街
道的这家公司，公司负责人柴某接待了她
们，一阵嘘寒问暖后，柴经理称公司是实
实在在做生意的，并拿出一些投资项目的
资料给蒋大妈看。

“我们公司的项目，全部保本保息，大
家都是萧山人，不会让你们吃亏的。”柴经
理说得信誓旦旦。

蒋大妈被说动了，以老伴韩大伯的名
义和这家公司签了名为“中天茂华”项目
的投资协议，投资金额3万元，期限12个
月，年利息12%。

之后的5个月，蒋大妈都收到公司发
来的利息和红包，一共收了1500元。公
司还不定期组织蒋大妈等投资人一起搞
各种活动，送鸡蛋、送补品、开茶会、团队
旅游等。

2018年初，在公司另一名业务员陈某
的推荐下，蒋大妈又投资了10万元的产
品，期限12个月，年利息14%。接下来的
3个月，蒋大妈一共收到公司发来的利息
和红包5000元。

然而好景不长，2018年7月，柴经理
突然联系蒋大妈说公司收盘，无法继续支
付利息，本金需要分3年退还，但前提是蒋
大妈再与公司签一份协议，把之前收到的
利息和红包归还公司，公司再出台3年兑
付本金的方案。

蒋大妈幡然醒悟，与“中天茂华系”萧
山分公司的多名受害人，向警方报案。

经查，“中天茂华系”萧山分公司（杭
州商茂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未经国家
有关部门批准，在萧山以开发购物广场、
度假村为名，与投资人签订合同，承诺给
投资人10%—15%的高额利息回报，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3000余万元，受害的投资
人中大多数为中老年人。

涉案公司掌握中老年人的心理，通过
免费体验、健康讲座、开茶会、搞活动、团
队旅游等多种方式，大打亲情牌，在取得
受害人信任后，进行“洗脑”式推销。除了
吸引当事人自己投资，涉案公司还以拉人
头奖励红包等方式，促使受害人发动自己
的亲友投资，将雪球越滚越大，大量“养老
钱”“压箱钱”投进了无底洞。

目前，萧山警方已对涉案的19名嫌疑
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追回部分赃款，并
查冻涉案公司的部分房产股权。

“非吸”下乡进村
打起拆迁款的主意

小董家是拆迁户，家里获得了3套安
置房的指标，家境还算殷实。2015年毕业
后，他应聘到萧山一家理财公司做业务

员，公司给员工的薪资是拉一笔业务有
3%的提成。

小董不少亲朋好友都是拆迁户，他就
向身边人拉业务，小董的妈妈为了鼓励儿
子工作，也时不时向亲戚邻居介绍这家理
财公司。

因为之前公司专门请老师来给员工
授课业务上的话术，小董拉业务时总能侃
侃而谈，表示公司是有金融牌照的，所开
展的理财项目都是保本高息。因为是亲
戚再加上高利息，不少亲戚朋友都在这家
公司投入了资金。

三年下来，小董从亲朋好友处拉了
800多万元的业务，这些全是拆迁款，而他
也因每年的业务量都在公司的前几位，已
荣升总监。跑业务时，小董也质疑过公司
的合同项目是否真实有效，因为从来没有
在公司听到过要开展什么项目，公司在开
会时也一直强调的是要拉业务量，有了业
务量才能得到相应的提成。

去年年初，公司的运营出现了问题，
不少合同约定的理财项目到期以后没有
进行正常的返本付息，而是一拖再拖，小
董的客户开始找上门来讨要投资款，公司
的负责人相继开始联系不上。

这时，小董才意识到原来供职的这家
公司之前所说的投资项目都是一个环环
相套的骗局，合同里面出现的借贷公司也
都是公司的“自己人”，所谓的投资款也只
是用于公司的自融，公司的运营模式早已
触犯了法律，涉嫌非法融资。

（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姓）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司

本报讯 两年前，河南人姜师傅
在一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工地从事水
泥工时不慎受伤，多次与公司协商没
有结果。无奈之下，他走进了区法律
援助中心，在办理申请援助手续后，
援助律师多方协调、收集证据，该纠
纷最终妥善处理，姜师傅也在约定时
间内拿到了赔偿款。

近日，姜师傅特意到区法律援助
中心送锦旗，感谢中心和律师给他的
帮助。

姜师傅与浙江某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由该公司劳务
派遣至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
建的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工地工作。
2017年7月5日，他在工地工作时右
脚被钢管砸伤，医院诊断为右内外踝
骨折。由于两家公司互相推诿不愿
承担医疗费用，姜师傅只能自行垫付
医疗费用。

受伤后一个月，姜师傅被评定为
工伤，去年11月经杭州市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工伤九级伤残。
姜师傅又多次找到两家公司，但是两
家公司依然互相推诿。

去年年底，走投无路的姜师傅来
到区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中心
窗口工作人员审核了姜师傅的材料
后，指导姜师傅填写法律援助申请审
批表，当场受理了他的申请，并指派
浙江德帅律师事务所马寅律师承办
该案。十分钟后，中心工作人员就将
受理后的材料递给了姜师傅。

马律师接到指派案件后，当天接
待了姜师傅并对案情进行询问。“难
点在于姜师傅的用人单位为浙江某
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但他是在被派遣
到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作时
受伤的，两家公司对于自己应承担的
责任存在异议，都认为对方公司应承
担赔偿责任。”马律师说，姜师傅作为
外来务工人员，因受伤停工一年多，
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如果案件不及时
处理，他的基本生活都难以保证。

为此，马律师在仔细研究证据材
料之后，马上调取了两家公司的工商
登记材料，并将两家企业作为共同被
告，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
起仲裁申请并立案。

立案后，马律师陪同姜师傅多次
前往两家公司协商赔偿事宜，但一直
协商无果。今年1月，姜师傅一案开
庭审理，两家企业在庭审中仍旧互相
推诿，不愿承担责任。

仲裁员及马律师将《劳动合同
法》相关规定详细解释给两家企业的
代理人听，终于两家公司同意承担责
任。考虑到姜师傅已经长时间没有
经济来源，最终达成调解协议，两家
公司愿意赔偿10万元，姜师傅后续
还需要医院检查、康复等医疗费用，
凭发票再由两家公司予以报销。

“我们外来务工人员在遇到困难
的时候真的很无助，多亏你们帮忙，
指派了马律师，我才能及时拿到赔偿
款，可以继续生活、看病，实在是太感
谢了！”姜师傅对区援助中心充满感
激之情。

■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平凡

本报讯 近日，区城市管理局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宁围中队执法
人员在鸿达路与高新三路交叉口拦
下两辆工程车，检查了车辆的《工程
渣土准运证》《建筑垃圾处置证》及渣
土装载情况，发现其中一辆未按照
《建筑垃圾处置证》规定的路线行驶，
而另外一辆工程车的驾驶员则表示
暂时找不到处置证件。

执法人员现场进行拍照取证后，
对两辆工程车辆采取暂扣措施，并通
知驾驶员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中队接
受进一步调查处理。与此同时，北塘
路、鸿宁路等检查点也有序开展检查
工作。

记者了解到，为全面提升城市品
质，高水平建设美丽萧山，新一轮工
程车辆整治已拉开帷幕，区城市管理
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属地中队
将在各自辖区内不定时、不定点地开
展工程车辆专项整治。本次行动将
持续三个月，每周至少一次，以进一
步遏制工程车辆在运输过程中产生
的各类违法行为，维护和保持整洁有
序的市容环境。

整治期间，这些行为将被严查：
无准运证运输工程渣土；运输工程渣
土与准运证要求不符；有准运证车辆
未实行密闭化运输；机动车运载散装
（液体）货物未进行覆盖；机动车运载
散装（液体）货物覆盖不严密导致遗
撒（泄露）；未办理处置手续处置工程
渣土；其他涉及工程渣土运输处置的
违法行为。

另外，需要再次提醒工程车辆驾
驶员的是，装载渣土时，确保覆盖严
密、冲洗干净，无抛洒滴漏。离开工
地前，确保双证（《工程渣土准运证》
《建筑垃圾处置证》）有效并随车携
带。车辆上路行驶后，请确保行驶路
线与《建筑垃圾处置证》上的规定路
线相一致，不要随意乱开。
链接：

根据《杭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对无
准运证、伪造准运证运输工程渣土的
或者运输工程渣土与准运证要求不
符的，由行政执法机关责令其整改，
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有准运证的运输车辆未实行密
闭化运输的，由行政执法机关责令其
整改，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的罚款。

根据《杭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密封、
包扎、覆盖不严密，导致泄漏、遗撒
的，由行政执法机关处以一百元以上
一千元以下罚款；违反规定未进行密
封、包扎、覆盖的，由行政执法机关处
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根据《杭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第六十条规定，产生建
设工程渣土（含建筑垃圾、余泥、泥
浆，下同）的单位，应当向市容环卫主
管部门办理处置手续。从事渣土处
置的单位和个人，应将工程渣土消纳
到经合法登记的场地。违反前款规
定的，由行政执法机关给予警告，责
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一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暮春时节，
临浦快速路两旁
的金鸡菊悄然绽
放，成为路边靓
丽的风景线。

记者丁毅摄

A. 以保健品、收藏品、投资等为载
体的“骗老陷阱”，先以免费体验、产品
体验、健康讲座等形式吸引老人参与，
通过套近乎、亲情牌与老人拉近关系
后，进行“洗脑”式推销，之后以拉人头
奖励红包等方式在亲朋朋友间滚雪球。

B. 打着“消费返利”“消费多少返
多少”“消费增值”“消费就是存钱”等口
号的各类网上商城及线下商城，他人消
费和入会后，按照资格和条件将参与者
按级别分类，实行层级计酬；或者打着

“微信营商、“微商”等旗号，以微信、微

商为平台，销售低质量、低成本商品甚
至三无产品，通过发展微信号有成为下
级，进行层级计酬，这些已经开始成为
传销的新变种。

C. 各类境外资金盘、虚拟币、ICO
项目层出不穷，很多都是打着创新的幌
子，许以高额回报，其中蕴含非法发行、
项目不实、跨境洗钱等诸多风险，由于
不受国内机构监管，一旦崩盘、跑路或
者失联，投资者往往投诉无门，损失难
以追回。

D. 以高收益为诱饵的“投资理财”

“财富管理”“私募基金”等金融投资理
财项目，这是目前最常见的非法集资模
式，这类投资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
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涉及到
违法犯罪的投资往往金额巨大，一旦崩
盘，投资者损失惨重。

E. 部分非法集资有下乡进村的趋
势，不法分子趁拆迁户一时手头资金阔
绰，且暂未有具体规划，利用投资入股、
网络炒汇、高额付息等眼花缭乱的新名
词迷惑他们，最后使得投资者全部身家
投入其中，血本无归。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公宣

口袋里有闲钱，自然想去投资，但是风险不可小觑。昨日是“5·15”经侦宣传日，
萧山警方发布了五种常见的非法集资陷阱，并提醒大家注意，近年来萧山的非法集资
有个新特点：骗子“下乡进村”打起拆迁款的主意，受害者大多数是中老年人。

五种常见非法集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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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查工程车违法行为
新一轮专项整治行动开启

工人受伤两家公司扯皮不赔
法律援助出手维权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