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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息1.8%圈走百余人上千万元
海口一投资公司负责人被疑卷款跑路，海口警方已立案调查

本报海口 1 月 21 日讯 （见习记者
梁宇晨）
“辛苦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就
这么打了水漂！想起来心就揪着疼啊！”
60 多岁的丁大爷对记者哭诉道。
1 月 21 日上午，丁大爷向海南日报
热线电话 966123 报料称，海南中金汇
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汇
丰）涉嫌集资诈骗，受害人有 100 多位，
涉及金额高达 1000 多万元。
当记者赶到海口市公安局采访时，
发
现会议室里有几十人正在忙着填写报案
表格，
这些仅是部分前来报案的受害人。

受害人达上百人
不少是60岁以上老人
丁大爷告诉记者，2014 年 7 月份，

在朋友推荐下，他向中金汇丰投资了 6
万元，合同期是 3 个月。这家公司开始
十分守信，每月 20 日定时给丁大爷汇入
利息近 800 元，第 3 个月时将本金和利
息如数还给了他。
第一次投资尝到甜头后，丁大爷分
4 次将全部积蓄 30 万元投了进去，没想
到，本月 15 日他接到了业务员的电话，
对方说有关负责人卷款逃走了。丁大爷
一下子懵了，
这才意识到自己受骗了。
另一名受害人陈女士告诉记者，她
的好友是中金汇丰的业务员，
“当时我不
太敢相信这样的好事。我那位朋友向我
借了 20 万元投进去后，没想到，真的把
定金如期全数还给我，这才打消了我的
顾虑，让我相信了这家公司的实力。”此
后，
陈女士陆续投了几万元进去，
截止本

月 15 日，她总共投了 13 万元，除去收到
的利息 2 万元，亏了 11 万元。
记者在海口市公安局了解到，初步
统计，这起案件中受害人有 100 多位，仅
21 日当天上午就有六七十位市民前来
报案。
据介绍，100 多位受害人中，损失金
额低的有几万元，高的则有几十万元。
不少受害人是 60 岁以上的老人。还有
的受害人不仅自己投资，还拉着亲戚朋
友一起投资。

月利息高达1.8%
警方以涉嫌集资诈骗立案
“不仅仅是我们，这家公司的很多员
工也投了钱，都被骗了！”陈女士气愤地

说道。中金汇丰行政部经理周先生证实
了此事，
周先生本人也投了十几万元，
目
前这些钱都没有着落。
为何公司内部员工也上当受骗？
“我
在这家公司任职了两年，
不管是从证件还
是日常的运作情况而言，都很正规，
所以
我们对公司的项目很信任。比如，
公司有
正规的开户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税务登记证、机构信用代码证、公证书等
等相关证件。平时，
公司还会定期对我们
业务员进行培训。
”
周先生告诉记者。
周先生称，公司出纳沈某在上月 17
日请了病假再未出现，公司负责人高某
本月 14 日下午后也不见了踪影，当员工
的 8 万元工资发放不出来、客户不能撤
资后，
他们这才产生怀疑。此后，
周先生
他们一直尝试着联系公司的几位高层，

可是都没法联系上。
记者了解到，
不少受害人是中金汇丰
附近的居民。当初很多受害人看到宣传
单后，又见到业务员展示的公司各类证
件、资质证书，再加上有客户初期投资取
得了高额的回报，
以及公司举办的客户答
谢会，
种种
“眼见为实”
的现象让他们相信
这家公司的投资项目是无风险、高利润
的。而根据这家公司去年的投资收益表
显示，
客户根据投资金额的不同，
每月可
享的月利率最低为1.2%，
最高为1.8%。
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了解到，目前
刑侦支队以涉嫌集资诈骗受理此案，并
表示他们将会开展一系列的调查，早日
侦破案件。
警方提醒：
不要相信高回报、
零风险
的投资，
以免上当受骗。

不认真履职 文昌万宁4干部被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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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及工商食品药品执法中队指导员符高
云、副中队长符祥京等 7 人涉嫌违纪，目
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据了解，
此前，东方市城镇综合行政
执法局局长秦人锋、副局长林广等多名
干部涉嫌违纪，
已分别接受组织调查。

本报营根 1 月 21 日电 （记者林容宇 特约记
者黎大辉 通讯员朱德权 曾垂宇）
“举报人可以添
加我们为好友，通过传送 QQ 图片、离线文件、邮
件等形式进行举报。我们会派专人值守，对举报
线索第一时间受理，同时也会做好举报人个人信
息的保密工作。”今天下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室主任曾垂宇向记者演示了
受理网络举报流程。
据悉，
为进一步丰富信访举报渠道，
琼中纪委
依托网民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即时通讯工具，于近
日正式开通信访举报受理 QQ 和电子邮箱，主要
受理群众反映党员领导干部违规、违纪问题。
琼中县纪委此次开通的 QQ、电子邮箱网络
举报平台，
是拓宽群众监督渠道，
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的重要举措，进一步贯通了县纪委来信、来电、
来访、网络举报
“四位一体”的综合信访举报渠道。
对于群众举报的问题，琼中纪委将坚持
“举报
必查，查实必究，违纪追责”12 字原则认真办理，
坚决狠刹党员领导干部身边的不正之风，努力营
造琼中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

东方8部门为农民工讨薪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
《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等有
关规定，文昌市纪委、监察局研究决定，
给予林明炜党内警告和行政警告处分。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
定，
文昌市纪委常委会议讨论决定，
给予
黄俊虎党内警告处分。
日前，
万宁市纪委对万城镇乌场村党
支部委员、
村委会副主任许德飞，
村委会委
员许亚才进行立案审查。经查，
许德飞、
许
亚才在担任乌场村两委干部期间，
不认真
履行岗位职责，
造成低保金被违规领取。
其行为已构成违纪。根据《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
万宁市纪委决定给
予许德飞、
许亚才党内警告处分。

2901人拿到3341万元被欠工资

涉嫌违纪 东方7执法干部被调查
本报海口 1 月 21 日讯 （记者张谯
星 见习记者罗清锐 通讯员李肖珏）海
南廉政网今天发布消息，东方市城镇综
合行政执法局工会主席赵小波、办公室
主任王智鹏、法规室主任曾荣富、广告执
法中队长周发壮、特勤中队中队长周东

发现党员干部违纪违法
上QQ举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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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肃纪

本报海口 1 月 21 日讯 （记者张谯星
见习记者罗清锐 通讯员黄云平）记者今天
从海南廉政网获悉，
文昌市、
万宁市纪检监
察机关日前对4名基层干部不积极履职等
涉嫌违纪问题分别进行立案审查。
日前，
文昌市纪委、监察局对翁田镇
政府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林明炜、翁田派
出所龙马片区负责人黄俊分别进行立案
审查。经查，2010 年 5 月，林明炜在担
任翁田镇农村经济服务站负责人期间，
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基本农田被毁。
2014 年 6 月，黄俊虎在受理某公司报警
时，
处警不及时，导致该案未能得到及时
处置，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2 人行
为均已构成违纪。

琼中纪委开通网络举报

摊乱摆车乱钻办假证
这个管理
“盲区”
需
“扫盲”

摊位杂乱无章地摆放着、电动车摩托车钻来钻去、办假证的小广
告不少，这种种乱象仍然在海口南大桥桥底上演，不仅影响到这里的
交通，
而且影响了城市的形象。
据了解，南大桥是海口最早建成的立交桥，也是海口交通的枢
纽，每天不少过往车辆和人群途经这里，虽经媒体多次报道，但至今
这里仍是城市管理的
“盲区”
。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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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八所 1 月 21 日电（记者黄能 通讯员冯
英丽 特约记者高智）在东方市人社局劳动保障监
察大队的帮助下，近日，112 名农民工拿到了被拖
欠的工资 361 万元，
他们可以安心回家过年了。
来自湖南湘潭的成立明是讨薪农民工中的一
员。他告诉记者，去年春节后他随老乡来到东方
某建筑公司做水电工，收入听上去还不错。可是
到了去年底，他和工友准备结算工钱回家过年时
却遇到烦心事：工程承包人欠他几个月的工钱迟
迟不给，
多次讨要也无果。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成立明和工友找到了东
方市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了解情况后，劳
动保障监察大队工作人员联合相关部门到涉事建
筑公司进行协商解决。经过多方协调，成立明等
112 名来自湖南、贵州等地的农民工拿到了被拖
欠的全部工资。
据了解，从去年 12 月份起，东方市人社局、住
建局、公安局等 8 个部门联合开展农民工工资支
付情况专项检查，确保春节前农民工按时足额拿
到工资。截至目前，专项检查活动已为 2901 位农
民工追讨欠薪 334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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