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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今年 5 月，是全国开展防范打击非法
集资活动宣传月。近年来，非法集资大案
要案频发，形势不容乐观。日前，专门负
责此项工作的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
办公室负责人详解形势，宣讲有关知识，
传授防范措施。

当前非法集资活动形式多样

非法集资具体表现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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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
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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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采用的手法是：（1）不具有房产销
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
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
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2）以转让
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3）
以代种植（养殖）、租种植（养殖）、联合种植

（养殖）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4）不具有销
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
商品、提供服务为主要目的，以商品回购、寄
存代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5）不具有发

行股票、债券的真实内容，以虚假转让股权、
发售虚构债券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6）不
具有募集资金的真实内容，以假借境外基
金、发售虚构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7）
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以假冒保险公
司、伪造保险单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8）
以投资入股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9）以委
托理财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10）利用民间

“会”、“社”等组织非法吸收资金；（11）以投
资黄金等名义，以高利吸引社会公众投资；

（12）以发展农村连锁超市为名，采用召开
“招商会”、“推介会”等方式，以高息进行“借
款”；（13）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等
为名，以高利诱导加盟投资。

非法集资案特点鲜明数额巨大

当前非法集资活动主要呈现的6大特点：
案件高发，涉案金额增大。近几年，

全国公安机关年均立案 2300 多起，非法
集资案件一般占同期经济犯罪案件总数的
5%以下，但涉案金额占同期经济犯罪案
件 10%以上，最高达 16%。

地区相对集中。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发
生过非法集资案件，但相对集中在一些重
点省、市。2012 年，全国立案数排名前

十位的省份，案件数占全国总数的 77%。
涉及面较广。非法集资案件农业、林

业、房地产、教育、商品流通等行业领域，现
在正蔓延至科技环保、股权投资等领域。参
与集资者既有在职人员，也有离退休人员；
既有家境富裕人群，也有弱势群体。

跨区域案件增多。为逃避打击，不法
分子往往甲地注册，乙地集资，不仅跨区

（县）、而且跨省、跨市，一些非法集资大
案甚至波及全国。

合法形式掩护。不法分子多通过注册
成立公司企业，虚报注册资本，打造实力
雄厚的假象，再以投资、理财等各种名
义，用高额回报为诱饵，吸收社会不特定
公众的资金，欺骗性较强。

职业化趋势显现。一些企业和个人专
门从事低吸高放业务，成为所谓的“资金掮
客”，赚取中间利润，有的案件中集资代理
人非法获利达 15%-30%，甚至 1人代理几
家，对非法集资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非法集资案须早发现早处置

非法集资活动隐蔽、形式多样、欺骗
性强，加之群众对于非法集资认知程度不
深，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对非法集资案件

监测预警，做到早发现、早处置还存在一
定难度。对此，必须从两方面入手解决：
一方面要加大防范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教
育，通过对防范非法集资知识和打击非法
集资典型案例正反两方面的宣传教育，增
强群众对非法集资的认识，揭露犯罪分子
的真实面目，识破他们的鬼骗伎俩，不断
提高群众对非法集资风险的敏感度和警惕
性，尽早发现、识别非法集资活动。另一
方面，要建立健全监测预警和快速反应机
制，一是地方政府要切实加强监测预警体
系建设，制定制度和办法，调动广大人民
群众的积极性，形成全方位的监测预警体
系，快速出击，争取主动；二是各行业主

（监） 管部门建立健全本行业、本系统涉
嫌非法集资监测预警工作制度，严格市场
准入，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

本报讯 记者钟华林 刘畅报道：为推进芦山地震灾
区科学重建、跨越发展，日前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四
川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四
川省委关于推进芦山地震灾区科学重建跨越发展 加快
建设幸福美丽新家园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包含把握灾区恢复重建的总体要求、突出灾
区恢复重建的重点任务、强化灾区恢复重建的支撑保障、
加强灾区恢复重建的组织领导 4方面内容。

《决定》提出灾区恢复重建的总体目标是，力争实现
“三年基本完成、五年整体跨越、七年同步小康”的重建目
标。三年基本完成，是指通过三年努力，基本完成灾区恢
复重建规划确定的各项主要任务，灾区生产生活条件和
经济社会发展超过震前水平。五年整体跨越，就是经济
社会实现全面振兴、跨越提升，生态功能逐步修复，灾区
整体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七年同步小康，就是到 2020
年与全省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此外，恢复重建的基本原则包括：科学规划，统筹推
进；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尊重规律，科学布局；保护生态，
绿色重建；自力更生，合力共建。

灾区恢复重建的重点任务包括优先推进城乡居民住
房重建，根据灾区受损房屋的应急安全评估鉴定结果，采
取不同方式推进住房重建，对经修复可确保安全的住房，
尽快维修加固，对需要重建的住房，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科学选址、加快建设；加快公共服务重建，根据城乡布局
和人口规模，大力推进学校、医院、文化、就业和社会保障
等公共服务设施重建，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动义
务教育、基本医疗、文化体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社会福利
等基本公共服务达到或超过震前水平；加强基础设施重
建，坚持功能恢复与水平提升相结合，加快交通、能源、通
信、水利等基础设施恢复重建，提高基础设施保障能力。
高起点推动产业重建，支持受灾企业恢复生产经营，鼓励
采取兼并重组等方式，提升企业竞争力；突出抓好生态重
建，坚持自然修复和工程治理相结合，加强灾害防治、生
态修复和环境治理，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

在恢复重建的支撑保障方面，四川省委提出要加强
规划引领。加快编制灾区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和专项规
划，科学确定恢复重建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重点任
务，明确主要重建项目、资金需求、建设时序和政策措施，
尽快形成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规划体系。

强化政策支持。加强政策研究，用好国家在财政、税
收、土地和矿产资源、投资、生态、金融、产业、就业和社会
保障、粮食、地质灾害防治、连片扶贫开发、革命老区建设
等方面给予的政策支持。

创新体制机制。完善工作推进机制，适当下放恢复
重建项目审批权限，优化项目审批流程，加快项目论证
审批。

此外，四川省委还从加强组织协调、加强舆论引导、
加强监督检查、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等几个方面
强调加强灾区恢复重建的组织领导。

在湖北省团风县，要买地道的纯粮食
酒得去“胡大圣酒坊”。胡大圣是酒坊老板
的名字，这位梦想通过酿“实在酒”打造自
己粮食酒品牌的 80 后，13 年如一日诚信经
营，赢得了当地消费者的信赖。

记者走近团风县团风镇崩坡路，远远就
闻到了浓郁的酒香。进了“胡大圣酒坊”的店
面，一眼就看到了酒坊的酿酒流程图、配方
与添加剂公示牌。胡大圣告诉记者，因为酒
坊是传统工艺酿造，客人们可随时到现场看
着他蒸米、蒸馏，所以喝得非常放心。说话
间，隔壁餐馆老板王志成直接提了两大桶成
酒走出来。王志成说，“我经常来这里买酒，
每次都是拿20斤，几天就卖光了。”

祖上四代酿酒的胡大圣，中专一毕业
就只身到贵州仁怀，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
酿酒知识。“那个时候，我一心只想学东西，
从最初的工人做起，学习每一道讲究的工
序。我的每一天都充满着动力。”

学艺不易，创业更难。2000 年，学成
归来的胡大圣在闯荡了多地后来到团风。
当地喝散装粮食酒的习惯，让他看到了商
机，他下定决心开始创业。创业之初，他用
祖传制作散装白酒的工艺酿造白酒，质量
过硬、酒味纯正、物美价廉，但因为他是外
地人，别人不大放心，所以销售并不好。胡
大圣并不气馁，他多次主动将酿造的散装
白酒送到有合法资格的检测机构进行检
测，经检验合格后才卖。2008 年、2012 年
胡大圣先后两次自费将新酿的白酒送到湖
北省食品质量检测中心和安徽省白酒质量
检测中心进行检测。记者在安徽省白酒质
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质检报告上看到，通过
对酒精度、乙酸、乙酯、固形物、甲醇、乙酸
乙酯、铅、锰等项目的分析后，中心给出的
鉴定结果等级为优级。

好酒源自好料。为买到优质的酿酒原
料，胡大圣与当地农户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农户们经常将高粱、稻谷、玉米等拿到酒坊
来等价换酒，为酒坊源源不断地提供了绿色
原料。记者在胡大圣购买原料的账本上看
到，从 2005 年到 2013 年，每一笔进货的时
间、地点、数量和交易人都记得一清二楚。

“喝纯粮好酒，交知心朋友，诚信为本，
质量至上。”墙上挂的横幅道出了胡大圣的
追求。一次，由于设备老化导致冷却不到位，
没达到过滤的效果，新酿出的酒有沉淀物。
胡大圣怀疑固形物超标。为确保酒的质量，
他将酒进行了二次蒸馏，也因此损耗了50%
的酒。“安全把关靠自身。我们是现场制售散
装白酒，没有奢侈豪华的包装，只有做到食
品安全意识到位、专业要求到位，才会让顾
客在我的店里放心消费。”胡大圣一直强调。

为了保证酒的质量在销售环节不出问
题，2012年9月，在工商部门的指导下，胡大
圣花了一万多元创新了一套新的封闭式售
酒模式。整个出酒到销售全过程都在监管人
员的监督下完成，酒从产出到销售在密封的
系统中运行，食品安全得到了流程保障。

团风县工商局局长倪述学说：“为了让
老百姓喝到放心酒，我们在监督安全的同
时也及时总结‘胡大圣酒坊’的经验，将他
这种制售模式推广开去。”2012 年该县 57
户现场制售的商家中 12 户获得了“现场制
售食品经营者信用等级 A 级”牌匾，“胡大
圣酒坊”荣列其中。

如今，“胡大圣酒坊”自酿酒的销量节

节上涨，在乡间邻里有了一批忠实的消
费者。家住团风镇崩坡路 177 号的老人魏
吉圣今年 71 岁，自 13 年前胡大圣在团风开
办酒坊以来就在他家买酒，现在每天都要
喝上几两散装酒，“十几年喝习惯了胡大圣
家的酒，味道没话说，而且喝得放心啊！”

酒香不怕巷子深。除了当地的“回头
客”外，胡大圣酒坊还有了不少外地的“牵
挂者”。不少当地人专门受人委托购买胡
大圣酒坊的自酿酒，带去北京、上海等地，
许多从外地来团风的人临走的时候也会捎
上两壶带回家。

“做诚实生意就是做人。我要坚持诚
信经营，卖实在酒。”谈到今后的打算，胡大
圣说，今年下半年会注册自己的品牌，网营
店也在筹备中。

“抱歉，请等我 20 分钟，我还有一个教务会。”5
月 3 日，记者来到四川什邡市红白镇中心小学，校长程
世林跟记者打了个招呼，便匆匆赶回办公室。

忙碌，忙碌，还是忙碌，是师生对程世林印象最深的。
汶川地震 5 年来，程世林经历了伤痛，也见证了奇迹。他
说，现在的红白小学建筑漂亮、安全，设施也先进多了：教
学楼、电脑教室、投影仪、塑胶田径场⋯⋯“这在以前想都
不敢想，一定要把这么好的教学设施、教学条件利用好。”

“我目睹了学校从毁灭到重生的历程。”程世林说，汶
川地震后，红白小学教学楼、教师宿舍全部垮塌，159 名
学生和 8 名教师遇难，幸存师生几乎陷入绝望。然而不
到十天，救援力量不断赶到；不到一年，各种支援力量连
续进驻；不到两年，红白小学、红白镇拔地而起。

感恩的最好方式，是把孩子教育好，让家长满意、
让社会放心。“这种沉甸甸的责任让我一刻也不敢松
懈。”程世林谈起教学和孩子们的生活。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程世林大多数时间满脸笑容、精
神高亢，可一提到当年的地震，他突然变得表情凝重，声
音低沉。

当时的校长孟明福的家就在学校背后，但他坚持抢
救学生，而他的爱人和 3 岁的孙女被埋在地震废墟里。
分管小学部的副校长钟思平一直在学校指挥着抢救工
作，回家后才发现，他的爱人和岳母已遇难。

在被救援队员发现时，汤鸿老师弓着腰，张开双
臂，像母鸡护住小鸡那样，怀里拥着 3 个学生，其中两
个得救。张辉兵老师帮助 10多个学生逃生后自己遇难。

这一幕幕在程世林脑海中呈现。程世林说，“或
许，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多伟大。他们凭的是教
师的大爱仁心和职业精神。作为一名教师，不可能扔下
学生自己逃命。”

“缅怀逝者的最好方式，不是眼泪，而是把未竟事
业做得更好。”程世林自信而坚定地说，“我们的想法是
不仅要让那些在大地震中幸存下来的孩子享受到最优质
的教育，而且还要把学校变成孩子们离不开的爱心家
园、开心乐园、和谐校园。”

本报北京5月21日讯 记
者许跃芝从公安部获悉：经过公
安机关全力工作，近日多起编造
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飞行安
全案件全部告破，犯罪嫌疑人已

全部被公安机关抓获。
针对连续发生此类违法犯

罪活动的情况，公安部日前发
出《关于依法严厉打击编造虚
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飞行安全

犯罪活动的通知》，明确要求对
于编造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
飞行安全的行为，各地公安机
关要充分运用法律武器从重从
快打击，严格按照刑事案件立

案侦查，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
事责任，不得以治安管理处罚
等形式降格处理。

通知指出，民航是国家公共
交通运输工具，承担着运输旅客
和物资的重要职责，近期接连发
生多起犯罪嫌疑人给有关部门
打电话“谎称”飞机上有炸弹的
案件，造成多架次航班紧急备降
或长时间延误，严重扰乱民航飞
行和广大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
生活秩序，给广大乘客的生命财
产安全造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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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具备非法性、公开性、利诱

性、社会性四个特征。属于典型的涉众型

违法犯罪，扰乱国家正常经济金融秩序，严

重损害了人民群众利益。

非法集资案频发 防打力度须加大
本报记者 许跃芝

四川推进芦山地震灾区科学重建

建设幸福美丽新家园

编 造 虚 假 恐 怖 信 息 威 胁
民航飞行安全案件全部告破

公安部要求按刑事案件立案侦查 依法从重从快打击

编 造 虚 假 恐 怖 信 息 威 胁
民航飞行安全案件全部告破

公安部要求按刑事案件立案侦查 依法从重从快打击

“ 做 诚 实 生 意 就 是 做 人 ”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王誉兴 蔡 艳

把学校建成开心乐园
本报记者 刘松柏

本版编辑 张 虎 管培利本版编辑 张 虎 管培利

本报北京 5 月 21 日讯 记者刘松柏

报道：在今天举行的“质量安全型经济”
理论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表示，质量是经
济工作的生命线，发展质量安全型经济是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现实选择，
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我国经济综合竞
争力的客观需要。

与会专家认为，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
展情况看，大力发展质量安全型经济具有
重要意义。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种
针对我国的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增多，一
些国家大肆渲染我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对我国出口设置障碍。质量安全问题已成
为影响经济全球化顺利发展的因素之一。
同时，发展方式粗放型，资源和环境约束
严重，质量安全事故多发，严重影响我国
发展质量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发展
质量安全型经济既是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
产物，也是经济理论发展的重大成果。著
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
说：“质量安全型经济是个新命题，目前
我国经济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属空
白点。”

据了解，今年 4 月，由徐明焕所著
《论质量安全型经济》 由中国质检出版社
出版发行，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质
量安全型经济”的学术著作。国家质检总
局办公厅、质量司、食品局领导，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
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商务部对外经
济贸易合作研究院、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
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首
都 经 济 贸 易 大 学 等 专 家 学 者 参 加 了 研
讨会。

“质量安全型经济”

理论研讨会举行

食 品 安 全

诚 信 守 望

链 接

5 月 21 日，中铁一局兰渝铁路铺架队的工作人员在四川省华蓥市阳和镇用架桥机铺架祝家坝特大桥左线桥梁。目前，兰（兰

州）渝（重庆）铁路工程架桥、铺轨工作最后 7 公里线路——四川省华蓥市境内祝家坝特大桥高兴站工程正在进行施工，预计 6 月 30

日前兰渝铁路与襄（襄樊）渝（重庆）铁路接轨。 邱海鹰摄（新华社发）

“ 力争实现“三年基本完成、五年整
体跨越、七年同步小康”的重建目标

恢复重建的基本原则：科学规划，
统筹推进；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尊重
规律，科学布局；保护生态，绿色重
建；自力更生，合力共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