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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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资行
为需同时具备非法性、公共性、
利诱性、社会性四个特征要件，
具体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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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
收集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
开宣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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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
对象吸收资金。

承诺高额回报 编造虚假项目

以虚假宣传造势 利用亲情诱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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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高额回报: “天上
掉馅饼””一夜成富
翁”,许诺投资者高额回
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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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转移资金或
携款潜逃。

编造虚假项目: 不法分
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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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取社会公众

信任。

利用亲情诱骗：非法集
资人为完成增加业绩，
不惜利用亲情、地缘关
系、编造自己获得高额
回报的谎言，拉拢身边
人加入，扩大参与人员

数量和集资规模

以虚假宣传造势: 不法
分子在宣传上一掷千金，
聘请明星、名人等知名
人士在各大广播电视、
网络等媒体发布广告、
在著名报刊上刊登专访
文章、雇人广发传单、
进行社会捐赠等方式，

制造虚假声势。

常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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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形式
及手段

主导型案件: 指保险
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便
利或公司管理漏洞,
假借保险产品、保险
合同或以保险公司名
义实施集资诈骗。

参与型案件: 指保
险从业人员参与社
会集资、民间借贷
及代销非保险金融
产品。

被利用型案件: 指
不法机构假借保险
公司信用，误导欺
骗投资者，进行非
法集资。



风险识别与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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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查工商信息

在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共识系统
中选取公司注册
地、输入公司名
称，核实相应企
业是否存在并处
于存续状态。

核查企业经营
范围，防范超
范围经营

查询“行政处罚信息”、
“经营异常信息”、

“严重违法信息”等项
下是否有记录。询“行
政处罚信息”、“经营
异常信息”、“严重违
法信息”等项下是否有

记录。

可根据产品
性质，给相关
监管部门打电
话，请专业人
士指导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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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对于亲朋好
友低风险、
高收益的投
资建议，要
多与懂行的
专业人士商
量，审慎决

策。

部分影响较大
的非法集资犯
罪，相关媒体
多会进行报道，
要通过媒体和
互联网资源，
搜询相关企业
违法犯罪记录，
防止不法分子

异地重犯

5. 关注、搜询
媒体报道 6. 咨询法律

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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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基本案情：

1964年出生，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张某某，1997
年7月至2007年7月间，利用**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保险代理人的身份，以到期返
回本金并支付高额回报为诱饵，虚构险种，私刻
公司印章制作假保险单证，欺骗被害人，收取
“保险费”共计人民币2115万元，骗取款项除用
于支付被害人到期的高额利息外，其余部分被用
于个人挥霍。至案发时止，尚有集资款人民币
488万元无法归还。 作案手段：

利用保险人身份获取信任——张某某是**人寿的保险代理人。她对身边的熟人宣称，
**人寿推出了鸿寿保险项目，月息3%，年息36%。很多人就通过购买保险的方式把钱
借给了她。至2007年6月案发时，共从22名客户处非法集资达2000多万元。

以高额回报为诱饵——为吸引投资，张某某按月支付投资人3%的利息。由于承诺的利
息高，来找她投资的人越来越多，需要返还的利息也越滚越多，这样滚雪球般经营几
年之后，她越来越吃力，到2007年6月已无力归还本息。

制作假保险单证——为了使投资人相信购买的是**人寿的鸿寿保险项目，张某某用伪
造的**人寿保险公司的印章和投资人签订了保险合约，并写下了收据。其实，她根本
就没有将这些钱交给**人寿保险公司，而是部分用于支付先前投资人的利息，部分用
于自己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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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王某，高中文化，2002年进
入某保险公司泰州中支，任
泰州中支副总经理。自2003
年开始，通过私刻投保单位
印章、“拼凑”假业务的欺
骗方式承保。此外，王某还
用假退保单将退保金转入其
个人账户或其控制的投资企
业账户。截至案发，其集资
诈骗金额累计达3．9亿元人

民币。

作案手段：

第一作案阶段2003年到2006
年，王某在泰州中支先后任
团险业务部经理，副总经理
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拼凑
团单以团险当作个险来做，
截留保费和挪用退保资金。
在此阶段，王某作案涉及资
金约7500万左右，被骗客户

约2000人。

作案手段：

第二作案阶段2007年到2009
年，王某在因违规经营被免
除泰州中支副总经理职责后，
变本加厉，擅自违规设立6
个“营销网点”，公然招聘
业务员，借新华人寿团体人
身保险产品的名称，设计固
定收益产品，自行打印“保
险凭证”收取保费，以销售
保险产品的名义进行非法集
资，作案涉及金额共计3亿

元左右。



案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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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团伙以各种方式向保险从业人员（尤其是高管）广
泛发送邀请函，邀请其以现金等形式入股成立一家保
险销售（经纪）公司，拟集资的保险经纪公司以赴美
上市为由，向投资者承诺了高额回报。如3年内保证
投资者最低获得36％的收益，最高可达6倍以上收益。

而担保者为国外一家不知名的公司。

股权投资开始最低投资额仅为10万，推荐一名投资者
可以有5％的提成，过一段时间最低投资额会提高到
30万以上。通过高收益、转介绍奖励、逐步提高投资

额等方式诱惑投资者参与。



案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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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险从业者

保护个人财产：在理财活动中保持警惕，不盲目、不轻信，谨慎
投资，保护好个人财产。

谨守职业道德：在业务活动中坚持诚信为本，合规展业，遵守法
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坚决守住合规底线。

积极参与监督：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有非法集资嫌疑的，要积极通
过举报邮箱、举报电话向公司反映。

对保险消费者

消费者要切实为自己的消费行为负起责来，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消除逐利心理，不要盲信代理人的身份，不要和代理人个人签订
任何私下协议，更不要轻易把资金钱款托付给个人代理人代为理
财。



Legal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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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Swiss Re.

The information and opinions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ation are provided as at the da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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