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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民意直通车

“本想投资让晚年生活无忧，
谁知道被养老院给坑了。
”
连日来，
总计上百位读者向
本报
“全国两会民意直通车”
反映了自己在养老机构遭遇非法集资的经历，
这是他们说
得最多的一句话。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航发动研所副总设计师单晓
明的关注。她表示：
“打击和防范养老领域的非法集资，
刻不容缓”
。
（本报记者王宇）

打击涉老非法集资刻不容缓
1 心声 非法集资击碎我的美梦
2018年，
我在小区看到有人发传
单，
称投资湘潭颐和寿康老年公寓不
仅能预定床位，
还有高额返现。我们
这一代人，
大多只生养了一个子女，
如
今在养老方面面临诸多难题。我想
着以后住养老院的话，
可以给儿子省
去许多麻烦，
于是对颐和寿康老年公
寓的投资计划动了心。
当年 1 月，我在湘潭颐和寿康老
年公寓项目投资了 3 万块钱，合同上
约定的年利率是 9%。同年 4 月，我
90 岁的岳父拿到了一笔拆迁款，他
得知我在“投资”后，也将 20 万元拆
迁款全部投入到颐和寿康老年公
寓。他的年利率更是高达 15%！但
我们当时只想着在享受投资回报的
同时，还能为自己谋划一个养老之
所，全然没把风险放在心上。然而，
到了 2019 年上半年，
我们发现，
颐和
寿康老年公寓的业务员陆续联系不
上了，
此前承诺的利息也没到账。直
到去年 8 月，颐和寿康老年公寓的董

事长迫于压力对外发声，
称公司资金
链断裂，
无法偿还投资者本金。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击碎了
我的各种美好愿望。我的老岳父更
是可怜，他的老房拆迁，养老钱也打
了水漂，又不能入住颐和寿康老年公
寓，
只好在外租房住。去年下半年起，
我辗转联系到不少在颐和寿康老年公
寓投资的
“会员”
，
既有湘潭的，
也有来
自株洲、
长沙、
衡阳、
益阳等地的。得
知项目
“爆雷”
后，
我们分别在所在地
公安机关报了案。
养老是民生大事，
养老机构打着
养老的幌子忽悠老人害人不浅，
我希
望国家在这方面加强立法，对于借
养老之名行诈骗之实的企业和个
人，应严惩不贷，对涉案金额特别
巨大、给投资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的，建议处以死刑！此外，在追责、
返款等方面也要健全体制机制，特
事特办，帮助老人讨回公道。
（湖南
湘潭 何平生 69 岁）

2 现状 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现象频发
“爆雷”的湖南湘潭颐和寿康老
年公寓并非个案。据湖南省公安
厅 经 侦 总 队 政 委 赵 江 文 介 绍 ，自
2018 年以来，到 2019 年年末，湖南
省 公 安 机 关 已 依 法侦破此类案件
45 起，涉案资金达 35 亿余元，打击
处理犯罪嫌疑人 66 人，目前形势仍
然严峻。
记者梳理发现，
从 2018 年至今，
全国各地发生在养老服务领域的非
法集资案例已屡见不鲜，
牵涉的老年
受害者数以万计。
2018 年，
位于江西南昌的
“天地
自然养老山庄”和“江西老庆祥阳光
社区”对外宣称，老人把钱投到这两
家机构，不但可以在那里吃饭、购
物、就医、参与旅游团，每年还能享
受 6%—14%不等的返利。最终，由
于资金链断裂，这两家养老机构先

后陷入瘫痪，两案涉案人数超 4000
人，
涉案金额超过 5.4 亿元。
2018 年 6 月 12 日，陕西西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一桩
案件显示，13 名被告人被控以高额
返现和高额利息为诱饵，通过“久安
老年公寓”
等项目向社会公众吸收资
金，
涉及集资群众 3100 余人次，
集资
金额 1.956 亿元。
2019 年 1 月，随着上海大爱城
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威洋涉
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上海市松
江区人民检察院正式逮捕，
该公司此
前以高息诱导老年人购买养老床位
并提供返租服务的骗局浮出水面。
据统计，自 2017 年以来，总计将近
2000 名老年人卷入其中，这些老人
因投资“上海大爱城”项目造成的经
济损失达 5.2 亿元。

3 难题 高额保证金模式容易跑偏
事实上，
出现在养老领域的非法 监督管理委员会亦联合发布了《关于
集资问题已得到了多部门的重视。
以养老服务名义非法集资、
欺诈销售
2018 年 8 月 20 日，民政部办公 “保健品”
的风险提示》。
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养老服务领
不过，对于此类文件，一位养老
域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有关工作的 行业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通知》，
明确
“建立周密、
高效、
实用的 “（文件）初衷很好，
但大部分缺少执行
养老服务领域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 细则，
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落实难。
”
该
系，
及时发现并处置养老服务领域非 人士直言，
养老领域之所以非法集资
法 集 资 活 动 ”。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在 案高发，
与养老机构一直以来模糊存
2019 年 4 月 16 日发布的《关于推进 在的会员费、
保证金等不无关联，
“会员
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中也明确提 制本身没有错，
但会员费怎么收、
如何
出，
“ 加强老年人消费权益保护和养 监管没有明确的话就容易跑偏，
导致
。
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整治工作”
，
其中 老年人上当受骗”
还强调，
“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及时调
湖南长沙一家知名养老机构负
查核实、
发布风险提示并依法稳妥处 责人对此表达了类似看法。他坦言，
置。对养老机构为弥补设施建设资金 民办养老机构本就属于微利行业，
其
不足，
通过销售预付费性质
‘会员卡’ 经营的养老院在发展初期也曾通过向
等形式进行营销的，
按照包容审慎监 老人收取
“押金”
的方式，
让老人享受
以此获得部分周转资金，
但与那
管原则，
明确限制性条件，
采取商业银 折扣，
行第三方存管方式确保资金管理使用 些
“爆雷”
的机构有根本性区别的是，
“押金”
不会返利息，
也不会用来
安全”
。2019 年 12 月 3 日，
国家市场 这些
监督管理总局、
民政部、
中国银行保险 对外投资，
只限于正常经营活动。

4 建议 从严打击坑老骗老行为
对于养老领域的非法集资问题，
全国人大代
表、中国航发动研所副总设计师单晓明早有了
解。去年，
她所在的中国航发动研所就有几位退
休老同志因听信高额返利，
投资养老院被骗得血
本无归。今年 5 月以来，单晓明又接待了多位反
映非法集资遭遇的老年人。
单晓明总结，
养老机构往往以四种套路来吸
引老年人投资：
一是以提供
“养老服务”
，
办理
“贵
宾卡”
“会员卡”
“预付卡”
为名，
收取高额会员费、
保证金或为会员卡充值等；二是以投资“养老项
目”
名义，
承诺高额回报；
三是以销售
“老年产品”
等名义，
采取商品回购、
寄存代售、
消费返利等方
式吸收公众资金；
四是以养生讲座、
免费旅游、
赠
送实物等欺骗、
诱导方式，
吸引老人投资。
得知近期有众多遭遇非法集资的老人通过
本报
“全国两会民意直通车”
表达诉求，
单晓明表
示，
将就涉老领域非法集资的整治问题形成相关
建议，
带上
“两会”
。她认为，
当前除了加大宣传力
度和风险警示，
更需进一步加强养老机构金融监
管，
把规范收费管理作为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的
重要内容，
防范养老机构变相通过会员卡、
预付费
等方式收取高额费用带来的非法集资风险。此
外，
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从重、
从严打击此类坑
老骗老行为，
而且要完善司法援助机制，
在立案、
审理、
执行等环节要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实际难题。

每 周 金 句
“中国新冠疫苗研发
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
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
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
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
国贡献。
”
——5 月 18 日晚，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3届世
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
式上发表题为《团结合作
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致辞。

一句话

新闻

● 18 日 ，
《中 共 中 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意见》公布。其中提出，
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
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
的城市落户限制，探索实
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
住证互认制度。推动公共
资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级配
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
规模配置转变。实施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
央调剂制度，尽快实现养
老保险全国统筹，促进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长期平
衡。
（摘编自《成都商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