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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打击和处置非法集
资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开展 2019
年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的通
知》
（下称《通知》
）近日下发，
定于
5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以
“携手筑
网·同防共治”
为主题的防范非法
集资宣传月活动，聚焦当前非法
集资
“上网跨域”
新特点。

竹篮子打水的神话，那些打着
“金融创新”
“一带一路”
“共享经
济”
“ 慈善”的旗子，搞“消费返
利”
“ 资金互助”
“ 加盟积分”
“虚
拟资产”
“农村合作社”等莫须有
的项目，
都是不可信的。
严禁以
“投资公司”
对外宣传

除了非法集资，非法放贷也
透露，国家层面的《处置非法集 频发。湖南省打击和处置非法集
最近几年，非法集资案层出 资条例》今年会出台，湖南到时 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
不穷。
《通知》指出，当前，非法集 也将精心组织大规模普法宣传。 近日联合出台《关于防范打击
“套
资案高发多发，涉及领域众多，
路贷”
“校园贷”
“高利贷”等非法
中老年人成非法集资主要目标
“上网跨域”特征明显，形势不容
金融活动的公告》，发布了“十个
“湖南常德警方破获大型非 严禁”
乐观，必须进一步加强源头防
，
包括严禁具备合法放贷资
控。
《通知》要求，宣传月活动对 法集资案，800 多位老人的棺材 质的机构，超过法律最高限额标
“湖南 10 人非法 准收取贷款利息，或以任何变相
青年、老年、学生、职工等不同群 本全搭了进去”
集资被抓，
4
年骗取老人
7000 多 方式从事非法高利贷业务；严禁
体，要根据其心理、信息来源等
万”
……以
“湖南
非法集资
老年 以“小额贷款公司”
不同特点，采用其喜闻乐见的方
“ 投资公司”
人”
为关键词进行百度搜索，
可以
式进行宣传，使“高收益意味着
“网络借贷平台”
等名义对外宣传
高风险”
“ 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 发现，湖南发生的众多非法集资 或以低息、无抵押、无担保、快速
案里总少不了老年人的身影，中 放款等为诱饵吸引社会公众借
担”
理念真正深入人心。
《通知》要求，宣传活动要聚 老年人成了非法集资的主要目 款；严禁任何机构和个人套取金
《通知》也要求各地针对学生、 融机构信贷资金或通过非法吸收
焦当前非法集资“上网跨域”新 标。
老年人等风险防范意识差、
承受 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筹
特点，将民间投融资中介、网络
能力弱的重点群体加强教育。
借贷、私募基金、影视文化、批发
集资金后再开展高利转贷；严禁
10 日，
湖南省打击和处置非 以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侮辱、恐
零售、电子商务、房地产、交易场
所、各类涉农合作组织、养老服 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发布了一 吓、
威胁、
骚扰等非法手段向借款
务等作为重点领域，对利用互联 则《湖南省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 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催收贷款。
网开展的金融诈骗和庞氏骗局， 宣传视频》，就是以虚拟的一个
《公告》指出，
发现非法金融活
揭露其犯罪手法和主要特点，提 李奶奶花 60 万元参加养老社区 动，
应及时向当地政府地方金融管
高公众风险防范意识。
《通知》还 被骗为例，提醒老年人不要听信 理部门举报。
（本报记者王宇）
养老服务是非法集资重点领域

二级以上医院年内普及一卡通
本报讯 13 日，湖南省卫生健康 到 2019 年底，全省所有二级以上公
委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召开湖南省电 立医疗卫生机构将实现一卡（码）通
子健康卡普及应用工作推进现场会暨 用。随着“电子健康卡”在全国的普
电子健康卡便民惠民应用启动仪式。 及应用，未来将实现全国医院一卡
今后，居民凭实名认证的“电子健康 （码）通。
“电子健康卡”
是虚拟的居民
卡”
，
可在任一医疗机构手机扫码就诊 健康卡，
用于支撑医疗健康行业各项
和支付，
不再重复办卡。目前，
在湘雅 便民惠民应用。居民可以通过
“湖南
医院、
省人民医院、
省肿瘤医院、
省妇 省居民健康卡”官方微信公众号申
幼保健院、
省脑科医院、
省儿童医院 6 请，或者在医院服务窗口、医院诊疗
家医院，
实现了就医一卡（码）通。
服务 APP、公众号、服务号上申请升
湖南是全国电子健康卡试点省， 级原有诊疗卡。
（文/段涵敏）

拒缴物业费遭物业公司起诉
本报讯 觉得物业公司的管理服
务没有达到《物业服务合同》中的要
求，长沙湘江豪庭小区的 4 名业主便
拒缴物业费；物业公司起诉业主，要
求缴纳物业费及违约金从 4000 多元
至万元不等。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
院近日对 4 起纠纷合并审理。目前，
由于庭审仍处于质证环节，原被告双
方将继续补充证据。
到底在什么情况下能减免物业
费？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律师钟文
科指出，业主若能提交证据证明物业
公司放弃或不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
或构成持续的严重履行瑕疵，有权要
求减免相应物业费。同时，如物业管

理服务在一定时期内确实存在一定
瑕疵，对业主生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
不便，可酌情减少物业管理公司所收
取的物业服务费。
“ 如果物业公司提
供了合同之外或未经业主同意的服
务，业主是可以拒交物业费的。”钟文
科表示，如果物业公司擅自提高物业
费标准，业主也可以拒交物业费。另
外，因房屋质量问题还未交房的，物
业服务费应该由开发商交纳。
“遇上物业不作为的情况，已成
立业委会的小区，可通过全体业主大
会予以终止合同。小区要是没有业
委会，业主也可请社区出面来协调。”
钟文科说。
（文/杨昱）

首届名人围棋邀请赛 18 日开赛
本报讯 以棋会友，
弘扬国粹。由
湖南省棋类协会主办，
快乐老人报联合
建发集团共同承办的湖南首届名人围
棋邀请赛，
将于 18 日在长沙市建发央
著小区开赛。比赛围绕
“名人·名地·名
文化”
特色，
打造一场可持续性的、
有影
响力的湖南顶级围棋赛事。

本次名人围棋邀请赛选手共分
为老干部组、企业家组、文化名人组
和业余选手组，各组比赛均采用淘汰
制，四组参赛选手通过为期两天的赛
程角出冠军，比赛的前三名还将被邀
请至快乐老人大学进行围棋公益指
导。
（记者王宇）

■相关链接

同防共治遏制非法集资
“上网跨域”
五花八门的诈骗旗号
最近，湖南各地查处的非法集资案有部分披露
出来，
诈骗分子打出的旗号五花八门。
借“光伏补贴”名义诈骗 350 万 2018 年初，黄
某忠化身为扶贫工作人员，来到桂阳县方元镇毛栗
村，称自己是光伏公司的项目负责人，负责桂阳片
区的光伏发电工程。他通过虚假宣传补贴政策，骗
取农民高额安装太阳能发电设备的费用。一番运
作，
他获利 350 余万元后潜逃。今年 2 月，
黄某忠落
网，
目前被依法逮捕。
以“制造公司”为名骗 2000 余万 2017 年 9 月，
周某峰等人在宁乡成立一家车辆制造分公司，鼓动
老年人进行投资，
投资 1 万元现场返 1 千，
之后公司
每月再付 1 万本金的利息。除了在湖南，周某峰等
人在江苏等地故伎重演，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 2000
余万元。今年4月28日，
周某峰在新疆被民警抓获。
发布“农业项目”骗钱跑路 湖南中腾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湘潭源绿生态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株洲分公司声称有“农业项目”可投资，每投资
1 万元，每月可返利 200 元。3 月下旬，两家公司却
先后关门跑路。投资上述两家公司的分别有 100 多
人，投资总金额至少在百万元。目前，中腾农业的
登记注册信息显示为存续状态，源绿生态涉嫌非法
集资已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外汇分析师”
实为骗子 今年年初，
林某、张某
在一个名为
“创富国际”
的平台
“进修”
后，
购买设备、
软件，成立“嘉胜国际”平台。随即，他们在网上购
买微信号、照片等，将自己包装成“外汇分析师”，通
过各种途径邀请人进入炒外汇群。在短短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内，已有十多名受害人上当受骗，诈骗
金额近百万元。近日，
警方摧毁了这个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