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度北京银行业防范打击非法集资 

宣教材料 

 

一、宣教标语（共 10 则） 

（一）防范私售理财产品 

1. 增强投资风险意识，选择正规理财产品 

2.私售理财有风险，钱财难保要警惕。不被高息障了眼，

正规产品保安全 

3.购买理财需仔细，银行代销应认清，凭证转账重点看，

规范理财保平安。 

4.不偏听、不偏信，不贪利，私售理财产品远离您。 

5.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天上不会掉馅饼 

（二）防范打击非法集资 

6.打击非法集资齐参与，同享社会和谐共受益。 

7.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 

8.非法集资图一时之利，钱财尽失成终生之悔。 

9.非法集资，高息揽存，风险自担，后果自负。 

10.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二、防范非法集资和银行员工私售行为的客户教育提示

宣传展板及宣传折页模板（十问十答） 

（一）防范私售理财产品 

1.问：什么是“私售理财产品”？ 

答：私售理财产品是指商业银行员工未经所在银行授权,

以商业银行的名义违规向客户推介销售第三方机构投资理财



 

产品的行为。私售理财产品是一种非法集资行为，可能触犯

刑法并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2.问：购买私售的理财产品有哪些危害？ 

答：私售的理财产品不是银行自营和代理销售的理财产

品，缺乏有效监管，信息披露不够充分，风险提示不够到位，

投资项目、收益率等产品要素可能存在虚假宣传或误导宣传。

一旦购买了私售理财产品，就等于选择了无保障、高风险的

投资产品，最终极有可能给客户造成资金损失。 

实际案例中，投资人通常是在私售理财产品到期后无法

兑付本金、收益时才能发现风险，此时投资项目已经经营失

败、产品发行公司已经关门停业，责任人员已经潜逃失踪，

资金钱款也已经挥霍一空，投资人基本不可能收回投资，甚

至将血本无归。 

3.问：怎样辨别和购买正规的银行理财产品？ 

答：客户可以通过“两查、两问、五要”的方法辨别正

在销售或已经购买的理财投资产品，是否为正规的银行理财

产品。 

“两查”：一是查阅“中国理财网”公布的银行自营理财

产品目录清单。二是查阅银行经营网点或银行官方网站公布

的银行自营和银行代理销售的投资理财产品目录清单。 

“两问”：一是问清理财产品的风险等级或可能导致的最

大损失；二是问清商业银行的法律责任。 

“五要”：一是要核对银行公章，确认购买投资理财产品

的合同文件、业务凭证与交易行为一致（一般来讲，银行会

在自营理财产品的投资合同上加盖银行公章；理财产品发行



 

机构会在委托银行代理销售的理财产品的投资合同上加盖公

章，银行则会在汇款等业务凭证上加盖公章）。二是要在银行

网点或银行官方网站等正规途径购买银行销售的投资理财产

品。三是要通过银行系统直接购买投资理财产品，不能将资

金转入他人账户。四是要妥善保管自己的银行卡、密码、网

银密钥等，不能交给他人保管，也不能通过他人购买投资理

财产品。五是要配合银行对理财产品的销售过程进行全程录

音录像。 

4.问：发现银行员工私售理财产品时应当如何处理？ 

答：一是客户应当坚决拒绝购买私售理财产品。二是客

户可以向银行员工所在经营网点的负责人、大堂经理或银行

机构上级部门反映情况，也可拨打银行客服电话进行举报投

诉。 

5.问：已经购买了私售的理财产品应当怎样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答：一是投资人要妥善保存证据材料，留存好投资合同

文件、交易业务凭证、宣传推介资料等证据材料。 

二是投资人要主动寻求法律救济。与理财产品的发行机

构取得联系，依法通过协商、调解、诉讼、仲裁等法律途径

最大程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三是投资人要积极配合打击非法集资活动。一旦发现私

售理财产品涉及非法集资活动，要尽快向公安司法部门报案，

积极协助提供证据材料，按照主管部门的统一安排清退资金。 

 

（二）防范打击非法集资 



 

6.问：什么是非法集资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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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

为。 

非法集资一般具有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四

个构成要件，具体是：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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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

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是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已

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是向社

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7.问：非法集资有哪些常见手段 

答：一是承诺高额回报：为吸引群众上当受骗，编造各

种“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通过暴利引诱许诺

投资者高额回报； 

二是编造虚假项目：大多通过注册合法的公司或企业，

打着响应国家产业政策、支持新农村建设、实践“经济学理论”

等旗号，经营项目由传统的种植、养殖行业发展到高新技术

开发、集资建房、投资入股、售后返租等内容，以订立合同

为幌子，编造虚假项目，承诺高额固定收益，骗取社会公众

投资； 

三是以虚假宣传造势：为了骗取社会公众信任，在宣传

上往往一掷千金，采取聘请明星代言、在著名报刊上刊登专

访文章、雇人广为散发宣传单、进行社会捐赠等方式，加大



 

宣传力度，制造虚假声势，骗取社会公众投资； 

四是利用亲情诱骗：往往利用亲戚、朋友、同乡等关系，

用高额回报诱惑社会公众参与投资。 

8.问：近几年非法集资有哪些新手法 

答：第一种类型是假冒民营银行的名义，借国家支持民

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机构的政策，谎称已经获得或者正在申

办民营银行的牌照，虚构民营银行的名义发售原始股或吸收

存款。 

第二种类型是非融资性担保企业以开展担保业务为名非

法集资。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发售虚假的理财产品；二是

虚构借款方，以提供借款担保名义非法吸收资金。 

第三种类型是打着境外投资、高新科技开发的旗号，假

冒或者虚构国际知名公司设立网站，在网上发布销售境外基

金、原始股、境外上市、开发高新技术等信息，虚构股权上

市增值前景或者许诺高额预期回报，诱骗群众向指定的个人

账户汇入资金，然后关闭网站，携款逃匿。 

第四种类型是以“养老”的旗号非法集资，主要有两个

突出的形式：一是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为名，以

高额回报、提供养老服务为诱饵，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

二是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免费旅游、发放

小礼品方式，引诱老年人群众投入资金。 

第五种类型是以高价回购收藏品为名非法集资，以毫无

价值或价格低廉的纪念币、纪念钞、邮票等所谓的收藏品为

工具，声称有巨大升值空间，承诺在约定时间后高价回购，

引诱群众购买，然后携款潜逃。 



 

第六种类型是假借P2P名义非法集资，即套用互联网金融

创新概念，设立所谓P2P网络借贷平台，以高利为诱饵，采取

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

资金后，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 

9.问：非法集资骗局的识别方法 

答：（1）看批文：在购买有关产品时，请您查看该产品

是否有监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坚决抵制无任何审批资质的理

财产品。 

（2）看回报：不法分子常常用花言巧语和高额的投资回

报拉拢投资人，当您发现投资回报高的惊人时，请您高度警

惕，切莫被一时的诱惑所动。 

（3）看目录：正规的银行产品或代销的第三方产品应该

经过银行正式审批流程，因此会以纸质或电子方式列示于产

品目录中，因此如果无法在柜面或网站上查找到销售人员推

荐的某款产品，您一定要提高警惕。 

（4）辨真伪：不法分子常以表面的合法形式掩盖非法集

资的不法目的，请您多了解产品信息或交易背景的真实性，

进而判断其承诺的合理性，不要因贪小财而丢大义。 

（5）看资金划转：在正规理财产品销售过程中，募集资

金大都划转至银行募集资金专户。在非法集资活动中，募集

资金大都划转至某个私人或第三方企业账户内。 

10.问：非法集资将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答：对进行非法集资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国家机关依法

给予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取缔等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

国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非法集资活动的参与者，《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

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国务院令第247号）规定：因参与非法

金融业务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非法金融业

务活动所形成的债务和风险，不得转嫁给未参与非法金融业

务活动的国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其他任何单位。 

 

三、典型案例与警示（共 5则） 

案例一：某银行客户经理私自在营业场所推销股权投资

型理财产品  

主题词：选择正规的银行理财产品 

案例简述：某银行个人客户经理濮某，私自在银行营业

场所，向众多银行客户推销 4款未经银行准入的股权投资型

理财产品，承诺将给予客户每年 11%至 13%的高额收益。2011

年 11 月至 2012年 3 月间，客户经理濮某以电话联系、现场

宣传等方式,招揽 100余名投资人，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达人民

币 1.105 亿元，但该理财产品到期后未能按照投资合同约定

兑付本息，给众多投资人造成重大的资金损失。 

案例警示：当前，极个别银行不法员工违规私售理财产

品，因此银行客户经理推介的理财产品不等同于正规的银行

理财产品。在购买理财产品过程中，银行客户要注意通过“勤

查、多问、细看”，确保所购买的理财产品是正规的银行理财

产品。 

一是勤查：银行客户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查询选择正

规的银行理财产品：一是查阅“中国理财网”公布的银行自

营理财产品目录清单。二是查阅银行经营网点或银行官方网



 

站公布的银行自营和银行代理销售的投资理财产品目录清

单。 

二是多问：一方面要问清理财产品的风险等级和可能导

致的最大损失，审慎判断自己是否适合购买该款理财产品；

二是问清商业银行的法律责任，不要误认为商业银行会对第

三方理财产品的本金或收益进行兜底。 

三是细看：关键是要核对银行公章，确认购买投资理财

产品的合同文件、业务凭证与交易行为一致。一般来讲，银

行会在自营理财产品的投资合同上加盖银行公章；理财产品

发行机构会在委托银行代理销售的理财产品的投资合同上加

盖公章，银行则会在汇款等业务凭证上加盖公章。 

 

案例二：客户在银行营业网点外购买“高息理财产品”  

主题词：不要在银行经营场所外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案例简述： 2013 年 6 月和 2014年 3 月期间，多名客户

在咖啡厅购买了某银行客户经理胡某推介的理财产品。胡某

谎称该理财产品“绝对保本”，且年收益率高达 11% 。但是，

该款理财产品实为某基金管理公司发售的私募基金产品，到

期时未能兑现本金和收益。 

案例警示：当前，极个别银行不法员工以高收益理财产

品为诱饵，在银行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向银行客户销售理

财产品，最终导致法律纠纷和投资损失。银行客户可以从以

下方式识别防范私售的理财产品： 

一是要对“高息”理财产品保持高度警惕。银行客户经

理推介的理财产品不等同于正规的银行理财产品，高收益理



 

财产品不仅潜藏着巨大的投资风险，而且很有可能成为非法

集资活动的诱饵。 

二是要选择正规的银行理财产品。银行客户可以查阅“中

国理财网”公布的银行自营理财产品目录清单，也可以查阅

银行经营网点或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银行自营和银行代理销

售的投资理财产品目录清单。银行客户可以通过以上两个途

径查询选择正规的银行理财产品，不可轻信个别员工的虚假

宣传或误导销售。 

三是要选择正规的银行理财产品销售渠道。正规的银行

理财产品均通过柜面、网银等正规渠道销售，银行客户不要

在银行经营场所外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案例三：某私募基金发行机构偷换“银行托管”概念涉

嫌欺诈投资者 

主题词：正确认识银行托管 

案例简述：2011年 1 月，北京某投资公司与银行签订了

基金托管协议，在银行开立了基金托管账户。2011 年 2 月至

2012 年 8月期间，该公司先后发行了 5期私募基金，期限在

12 至 18个月，年利率在 15%左右。推介销售过程中，该公司

大肆渲染该私募基金为银行托管，谎称该投资项目为该公司

与银行合作投资的项目，风险低，收益高，吸引了众多客户

购买。但从 2012年起，该私募基金陆续到期后均不能兑付本

金和收益。 

案例警示：银行客户要正确认识银行托管。银行托管一

般是指银行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托管协议》等合同文件



 

的约定，安全保管账户资金、及时办理资金划转的行为。 

当前，部分非法集资违法犯罪人员，假借银行托管的名

义，盗用银行信用，骗取银行客户的信任和资金。银行客户

要特别注意：银行托管不等于银行保证，银行不承担代销理

财产品、保证投资收益、兑付本金利息等法律责任。 

 

案例四：第三方机构人员冒充银行员工销售私募理财产

品 

主题词：防范第三方机构人员冒充银行员工销售私募理

财产品 

案例简述：2013年 7 月，北京郊区某村拆迁，几名身着

类似某银行员工制服的推销人员，入户动员村民购买利率为

6.3%的一年期“存款”，并组织村民集中办理资金划转手续。

村民在“高息”的吸引下，纷纷购买了该“存款”。结果在

2014 年 7月“存款”到期后，村民并未收到本金及利息。后

经查明，所谓的“银行员工”并非银行从业人员，所谓的“存

款”实为某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私募理财产品。 

案例警示： 

第一，客户要选择正规渠道办理资金划转，不要在银行

经营场所外办理存款业务或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第二，客户在办理资金划转时，要注意区分存款与购买

投资理财产品的区别，问清业务性质，看懂合同条款，留好

业务凭证。 

第三，客户在办理资金划转时，要注意核实从业人员的

身份，必要时可到银行营业场所咨询大堂经理或查看从业人



 

员的身份信息。 

 

案例五：客户不慎购买私募理财产品吞苦果 

主题词：错误购买理财产品的危害性 

案例简述：2013年 7 月，客户刘某希望购买高收益的银

行理财产品，但却在某银行客户经理的推荐下，投资 1500万

元购买了一款预期年收益率为 20%的私募理财产品。产品到

期后，本息无法兑付，客户刘某这才发现该私募理财产品的

发行公司早已关门停业，相关责任人员也已“跑路”失踪，

最终损失了全部本金。 

案例警示：私售的理财产品不是银行自营和代理销售的

理财产品，缺乏有效监管，信息披露不够充分，风险提示不

够到位，投资项目、收益率等产品要素可能存在虚假宣传或

误导宣传。一旦购买了私售理财产品，就等于选择了无保障、

高风险的投资产品，最终极有可能给客户造成资金损失。 

实际案例中，投资人通常是在私售理财产品到期后无法

兑付本金、收益时才能发现风险，此时投资项目已经经营失

败、产品发行公司已经关门停业，责任人员已经潜逃失踪，

资金钱款也已经挥霍一空，投资人基本不可能收回投资，甚

至将血本无归。 

为避免上当受骗，银行客户应选择购买正规的银行理财

产品。 


