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警示 

---高度警惕以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为幌子

非法集资诈骗活动 

 

【导语】 

近期，以在区域股权市场挂牌为幌子的违法活动时有发生。个别不法分子趁

机以“四板上市”为幌子，变换方式，大肆进行违法活动，欺诈投资者，严重损

害投资者利益。 

  

案例一 

河北 TL 股份公司——注册地、挂牌地和股票转让地“三地分离式”以证券

为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 

【案情介绍】 

2015 年初，陕西证监局发现有人沿街散发推销“TL 上市——优先股（代码：

850***）”的广告传单，向不特定对象宣称 TL集团“经证监会、XX交易所批准

发行优先股”、“期内综合收益可达到 30%（保本、保收益）”等信息。 

进一步调查发现：传单所称“TL”是注册地在河北省的河北 TL房地产开发

股份公司，于 2014年 9月取得 XX股转中心挂牌备案确认函（渝股转备函[2014]**

号），于 2014年 11月取得 XX股转中心出具的“增资证明”，该文件用于证明：

“TL 股东 XL（客户号 0001000*****）于 2014年 11月*日至 11月*日在 XX股份

转让中心增资 44000 万元整，TL（客户号 0001000*****）总股本由 1.6亿股增

加至 6亿股”。此后随即印制并在陕西西安、咸阳等地公开推销“优先股权证”，

并要求从 2010 年以来与 TL房地产开发股份公司签订过《借款合同》的出资人将

“借款合同转优先股”或“优先股认购权”。优先股权证载明：“河北 TL房地

产开发股份公司优先股权证（渝股转备函[2014]**号），公司简称：TLDC，股权

代码：85****，规模：44000万股，每股金额：人民币 3元整，年利率 11%,起息

日：2014 年 11 月 19日，自持股之日起 1年内不得转让，证券交易所：XX股份

转让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主承销保荐商：四川 RHTZ有限公司”。 



陕西证监局向 XX股份转让中心质询，该中心表示并未批准河北 TL房地产开

发股份公司发行“优先股”，对其在陕西公开推销所谓“优先股”并将“借款合

同转优先股或优先认股权证”一事也不知情。 

【案件警示】 

河北 TL房地产开发股份公司上述行为涉嫌违反《证券法》第十条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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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以推销“优先股”为名开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

特点是利用“注册地、挂牌地和股票转让地”三地分离，以在区域性股权市场挂

牌文件来包装，增加对涉及证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实施地投资者的欺骗性和诱惑

性，同时利用“三地分离”造成的监管真空，规避监管和打击。 

案例二 

陕西 XLXM 有限责任公司——以在 XX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为名在公司注

册地非法转让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案情介绍】 

近期，陕西证监局了解到：2015 年 3月，经中介机构上海 HCF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推荐，在 XX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中小企业股权报价系统（Q板）挂牌

的陕西 XLXM有限责任公司，今年 4月由上海 HCF主导在陕西某县某宾馆召开“XX

股交所上市答谢会”，召集 300多名当地群众参会。会上，由上海 HCF及其邀请

所谓“台湾专家”宣称 XLXM公司已在“XX股交所上市”，并进行“原始股转让

推介”营销宣传，当场与多名群众签订《委托股权投资、管理协议书》。该协议

书中载明：“XLXM 已于 2015 年 3 月*日在 XX 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Q 板挂牌上市，

股票代码 20****，公司拟定将于 3—5年上主板的战略规划，甲方自愿将资金委

托乙方或者共同筹集 XLXM在册显名股东要求股权份额资金，在 XLXMQ板挂牌后、

E板挂牌前以原始股权方式投资于 XLXM。甲方委托乙方（显名股东）对甲方投资

的原始股权进行管理。”并办理 POS 机刷卡交款手续，款项支付给协议约定的公

司个人股东银行账户。股权转让后，上海 HCF向股权转让方收取“咨询费”。 

XLXM 大股东与中介机构上海 HCF 联手非法公开转让股权过程中，上海 HCF

掩耳盗铃，自称 XLXM是有限责任公司，不是股份有限公司，所转让的是有限责

任公司股权，不是股份公司股份（股票），因此不适用《证券法》，不属于非法

公开转让股票。 

【案件警示】 

《公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

有限责任公司属于人合加资合组织形式，其股权只能在 50 人 以内的特定对象之

间转让，不得公开向不特定对象转让。同时，《公司法》第三章“有限责任公司

的股权转让”中第七十三条规定，“依照本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 二条转让股

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



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等，表明有限责任 公司

变更股权后应修改章程，而章程的修改应履行工商变更登记。《公司法》第二百

一十一条规定“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依据本法规定办理有关变更登记 

的，由公司登记管理机关责令限期登记；逾期不登记的，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XLXM 有限公司股东在上海 HCF“导演”下，将四板市场挂牌，偷换概念，宣

称“上市”，并以“转让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为名，与投资者签订不具有转让实

质的转让协议，骗取投资者钱财，涉嫌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为名的欺诈。其

中上海 HCF以所转让的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不是股份（股票）来规避监管的辩

解，进一步表明 XLXM大股东利用在 XX股交中心挂牌的包装，公开转让股权行为，

是在上海 HCF精心策划和指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实施的，是上海等外地中介机构

非法代理转让在陕公司股权活动的死灰复燃。 

  

案例三 

陕西 QYDS 有限责任公司——以在 XX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为名“自导自

演”在公司注册地公开推销所谓“原始股权” 

【案情介绍】 

今年 5月，陕西证监局发现，陕西 QYDS有限责任公司近期在西安多地当街

散发宣传资料，召开推介会，声称“QY 企业集团于 2015 年 2月 9日在 XX股权

托管交易中心成功挂牌上市，现发行原始股权”。赴宣传资料所载地址西安市高

新三路财富中心二期 D座 13**室实地查访，发现该处为 YCDF 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办公场所，工作人员称 YCDF为陕西 QYDS有限责任公司的“做市商”，负责

股权发售事宜。其提供的与股权投资人签订的《股民合作协议》第三条约定“按

照其持有股权份额每年享受不低于 15％的股金分红”，并承诺“三年内未能主

板上市，公司负责一个月内转让投资者所持有股权，转让不成功公司无条件以市

场价格回购”。经仔细询问，公司收取投资者“股权投资款”后仅向投资者出具

《股权证》，投资者要享受协议约定的每年 15%现金分红的话，需承诺成为“LP

股东”，即股东名字不载入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也不变更工商登记中的股东、

出资等事项。 

调查显示：陕西 QYDS有限责任公司为自然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西

安市高新区高新三路东财富中心，成立日期 2014年 7月 4日，股东为 3名自然

人，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 0万元。2015 年 2月 6日在 XX股交

中心中小企业股权报价系统（简称 Q 板）挂牌。YCDF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住

所在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深南东路集浩大厦，成立日期 2013年 12月 31日，

其股东与陕西 QYDS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相同，注册资本 1亿元人民币，实缴资本

0万元。 

【案件警示】 



陕西 QYDS 有限责任公司和 YCDF 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为相同股东设立的

公司，且两家公司均未实缴注册资本金，其“自导自演”所谓代理销售陕西 QYDS

有限责任公司“在 XX 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成功挂牌上市”的“原始股权”过程中，

故意混淆概念，谎称公司是新三板上市企业，将在上海四板市场---XX股交中心

中小企业股权报价系统挂牌，偷换概念宣称为“上市”，并将该挂牌系统中的唯

一一笔没有任何成交记录的卖出报价信息（12.5元/股）称为市场价格误导投资

者，同时以“三年将公司推向主板”进行虚假承诺和宣传。 

上述行为违反《公司法》规定，两家公司联手采用公开宣传的方式，向不特

定对象“发售原始股权”，吸收资金，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回报，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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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及第二条第（五）款规定的条件，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 

  

案例四 

TC投资——注册地、挂牌地和业务地“三地分离式”的股票配资式灰色民

间金融活动 

【案情介绍】 

今年初，陕西证监局了解到：宝鸡 TC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在当地开展向

不特定对象进行股票配资业务。 

进一步调查发现：宝鸡 TC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属于在 XX股权托管交易中

心挂牌的浙江 LB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在陕分支机构，浙江 LB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过其网站大肆宣传其在 XX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成为“构建中国民间金融

新秩序”的领军机构，并在陕西等多地设置分支机构大量推广以“TC 投资”为

品牌的杠杆率达到 1:5股票配资业务，已有大批证券投资者卷入其中。 

【案件警示】 

“TC 投资”所开展的股票配资业务尚处于民间金融的灰色地带，但其利用

在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为幌子进行夸大 宣传、误导投资者、推广其股票配资业

务行为值得高度警惕，其中高杠杆配资加上苛刻的平仓风控措施，极易造成投资

者重大损失和纠纷隐患，并在涉众情况下，形 成影响引发群访事件维稳风险。  

陕西证监局提醒广大投资者，提高警惕，增强识别、抵制、防范各类非法金

融活动能力，尤其是要高度警惕近期打着“四板上市”幌子的所谓 “原始股”、

“原始股权”的非法集资和诈骗犯罪活动。对不认识的电话、邮件、传单、网络

宣传、推销的以“优先股”、“新三板上市”等为噱头的“天上掉馅 饼”式的

“投资机会”，多一分怀疑，少一分侥幸。务必牢记，一定要通过合法证券、期

货经营机构进行证券、期货投资。进行任何投资之前，或当难以准确辨别投 资



信息真伪时，可向合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或当地金融监管部门咨询核实。一旦发

现上当受骗，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为公安机关侦破案件创造有利时机。 

 

【非法集资相关法律知识链接】 

非法集资的定义 

根据《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

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

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

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以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为依

法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活动，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关单位，研究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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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司法解释自 2011年 1月 4日起施行。 

非法集资的分类 

根据《关于进一步打击非法集资等活动的通知》(银发[1999]289号)的相关

规定，“非法集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通过发行有价证券、会员卡或债务凭证等形式吸收资金。比较常见的是：

以发行或变相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等权利凭证或者以期货交易、典

当为名进行非法集资。通过认领股份、入股分红、委托投资、委托理财进行非法

集资。通过会员卡、会员证、席位证、优惠卡、消费卡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二是对物业、地产等资产进行等份分割，通过出售其份额的处置权进行高息

集资。最新的变化是：通过出售其份额并承诺售后返租、售后回购、定期返利等

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三是利用民间会社形式进行非法集资。最新的变化是：利用地下钱庄进行集

资活动。 

四是以签订商品经销等经济合同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常见的是：以商品销

售与返租、回购与转让、发展会员、商家加盟与“快速积分法”等方式进行非法

集资。 

五是以发行或变相发行彩票的形式集资。 

六是利用传销或秘密串联的形式非法集资。 

七是利用果园或庄园开发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例如，借种植、养殖、项目

开发、庄园开发、生态环保投资等名义非法集资。 



八是利用现代电子网络技术构造的“虚拟”产品，如“电子商铺”、“电子

百货”投资委托经营、到期回购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九是利用互联网设立投资基金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十是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一)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 

这里要特别强调法律拟制人格主体——单位，否则，我们将无法对司法实践

中大量存在的单位(既可以是一个单位单独实施，也可以是单位与自然人、单位

与单位共同实施)实施的非法集资行为通过《刑法》来规范。 

(二)犯罪主观方面是故意 

当事人明知自己的非法集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

的发生。在单位进行非法集资的情况下，这种故意体现为：单位的主管人员、直

接责任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以单位的名义为单位的利益故意追求特定危害社会

的结果的发生。单位犯罪故意是单位成员的共同认识和意志，严格区别于单位成

员个人的认识和意志。 

(三)犯罪客体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 

非法集资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资本的运作过程，即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

投资基金证券或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将不特定对象的资金集中起来，使他们成为

形式上的投资者(股东、债权人)，往往是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大，严重破坏国家

金融管理秩序。 

(四)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未依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的集资行为 

主要是以非法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

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及其他方式向出

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其他回报。 

非法集资的手段 

（一）承诺高额回报， 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暴

利引诱，是所有诈骗犯罪分子欺骗群众的不二法门。不法分子为吸引更多的群众，

往往许诺投资者以奖励、积分返利等形式给予高额回报。为了骗取更多的人参与

集资，非法集资者开始是按时足额兑现先期投入者的本息，然后是拆东墙补西墙，

用后集资人的钱兑现先前的本息，等达到一定规模后，便秘密转移资金，携款潜

逃。 



（二）编造虚假项目或订立陷阱合同，一步步将群众骗入泥潭。不法分子有

的以种植仙人掌、螺旋藻、芦荟、火龙果、冬虫夏草，养殖蚂蚁、黑豚鼠、梅花

鹿，家禽再回收等名义，骗取群众资金；有的以开发所谓高新技术产品为名吸收

公众存款；有的编造植树造林、集资建房等虚假项目，骗取群众“投资入股”；

有的以商铺返租等方式，承诺高额固定收益，吸收公众存款。  

（三）混淆投资理财概念，让群众在眼花缭乱的新名词前失去判断。不法分

子有的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迷惑群众，谎称为新投资工

具或金融产品；有的利用专卖、代理、加盟连锁、消费增值返利、电子商务等新

的经营方式，欺骗群众投资。 

（四）装点门面，用合法的外衣或名人效应骗取群众的信任。为给犯罪活动

披上合法外衣，不法分子往往成立公司，办理完备的工商执照、税务登记等手续，

以掩盖其非法目的，而无实际经营或投资项目。这些公司采取在豪华写字楼租赁

办公地点，聘请名人作广告等加大宣传，骗取群众信任。   

（五）利用网络，通过虚拟空间实施犯罪、逃避打击。不法分子租用境外服

务器设立网站或采取异地设立形式，一般用代号或网名发展人头。有的还通过网

站、博客、论坛、微信等网络平台和 QQ、MSN等即时通讯工具，传播虚假信息，

诱骗群众上当。一旦被查，便以下线不按规则操作等为名，迅速关闭网站，携款

潜逃。在潜逃前还发布所谓通告，要下线人员记住自己的业绩，承诺日后重新返

利，借此来稳住受骗群众。 

（六）利用精神、人身强制或亲情诱骗，不断扩大受害群体。许多非法集资

参与者都是在亲戚、朋友的低风险、高回报劝说下参与的。犯罪分子往往利用亲

戚、朋友、同乡等关系，以高额利息诱惑，非法获取资金。有些已经加入的传销

人员，在传销组织的精神洗脑或人身强制下，为了完成或增加自己的业绩，不惜

利用亲情、地缘关系拉拢 亲朋、同学或邻居加入，有的连自己的父母、配偶和

子女都不放过，造成亲情反目，导致人间悲剧。 

非法集资的主要特征 

一是未经有关监管部门依法批准，违规向社会(尤其是向不特定对象)筹集资

金。如未经批准吸收社会资金；未经批准公开、非公开发行股票、债券等。 

二是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予出资人货币、实物、股权等形式的投资回报。有

的犯罪分子以提供种苗等形式吸收资金，承诺以收购或包销产品等方式支付回报；

有的则以商品销售的方式吸收资金，以承诺返租、回购、转让等方式给予回报。 

三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集资目的。为掩饰其非法集资目的，犯罪分子往往

与受害者签订合同，伪装成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最大限度地实现其骗取资金的

最终目的。 

非法集资的主要危害 



一是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非法集资活动以高回报为诱饵，以骗取

资金为目的，破坏了金融秩序，影响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是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影响社会稳定。非法集资有很强的欺骗性，容易蔓

延，犯罪分子骗取群众资金后，往往大肆挥霍或迅速转移、隐匿，使受害者(多

数是下岗工人、离退休人员)损失惨重，极易引发群体事件，甚至危害社会稳定。 

三是损害了政府的声誉和形象。非法集资活动往往以“响应国家林业政策”、

“支持生态环境保护”等为名，行违法犯罪之实，既影响了国家政策的贯彻执行，

又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声誉和形象。 

非法集资诈骗罪与一般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 

集资诈骗罪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诈

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扰乱国家正常金融秩序，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且数额较

大的行为。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

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

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集资诈骗罪与诈骗罪区别 

1.犯罪对象不同 

集资诈骗罪的对象是不特定的，是多数人用以集资获利的资金，包括金钱与

财物；而诈骗罪的对象则是特定的，即行为人是针对某一特定的人或单位去实施

诈骗行为并获取其钱财。 

2.客观行为表现形式不同 

诈骗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直接使被骗人交付财物的

行为，被骗人交付财物既可以是为了投资营利，亦可以是购买某物；相对于诈骗

罪而言，集资诈骗罪行为是被包容的法条，属特别法条。因此，对以诈骗方法骗

取集资的，应当以集资诈骗罪定罪科刑。当犯罪分子的行为触犯的是集资诈骗罪，

则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 

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区别 

1.犯罪目的不同 

集资诈骗罪的犯罪目的是非法占有所募集的资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

罪目的是企图通过吸收公众存款的方式，进行营利，在主观上并不具有非法占有

公众存款的目的。 



2.犯罪行为不同 

集资诈骗罪的行为人必须使用诈骗的方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则不以行为

人是否使用了诈骗方法作为构成犯罪的要件之一。 

3.侵犯的客体不同 

集资诈骗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即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和公私财产的所有权；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侵犯的主要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 

如何识别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的形式多样，隐蔽性和欺骗性也越来越强，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

径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  

一是认清非法集资的本质和危害。 

二是正确识别非法集资活动，主要看主体资格是否合法，以及其从事的集资

活动是否获得相关的批准。 

三是增强理性投资意识。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不规范的经济活动更是

蕴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定要增强理性投资意识，依法保护自身权益。 

四是增强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意识。非法集资是违法行为，参与者投入非

法集资的资金及相关利益不受法律保护。因此，当一些单位或个人以高额投资回

报兜售高息存款、股票、债券、基金和开发项目时，一定要认真识别，谨慎投资。 

非法集资罪的处罚 

（一）集资诈骗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

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

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之罪，数额特别

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刑法修

正案九已取消非法集资死刑罪名，自 2015年 11月 1日起实施），并处没收财产。

第二百条规定：单位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

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

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

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

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

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三）非法经营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

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未经国家有

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

结算业务的。 

（四）合同诈骗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

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

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

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五）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

分之五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六）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

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

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

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

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七）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取缔机构等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擅自设立银行业

金融机构或者非法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予以取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务院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五十万元以

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八十一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 

3.《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设立证

券公司或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十

万元的，处以三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4.《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八十五条规定：未经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核准，擅自募集基金的，责令停止，返还所募资金和加计的银行同期

存款利息，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八十七条规定：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核准，擅自从事基金管理业务或者基金托管业务的，责令停止，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所得一百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

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百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给基金财产

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设立非

法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

构成犯罪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没收非法所得，并处非法所得 1倍以上 5倍以下的

罚款；没有非法所得的，处 1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规定：

擅自批准设立非法金融机构或者擅自批准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6.《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行为，组织策

划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处 5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

行为，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参加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处 1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行为，参加传销的，由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 2000元以下的罚款。第二十五条规定：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处罚时，可以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